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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人生中最美的那一部分，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中最动人的

词汇之一。

从菁菁校园到绿色军营，又一批大学生士兵在高强度训练的历练中褪

去青涩，走向边关哨位，走向执勤一线。

然而，面对基层部队艰苦的环境、严格的规章制度，面对一路荆棘的军

旅征途，高学历士兵们能否正视现实的“骨感”？他们又该如何融入部队

“大熔炉”淬炼成钢，成就青春梦想？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走进军营的每一个高学历士兵，成长路

径也不尽相同。不管梦想有多美，成就军旅辉煌的关键其实是你为梦想花

开洒下了多少汗水。

一位西方哲人说，如果人生的旅途上没有障碍，人还有什么可做的

呢？又到高校毕业季，又将有一批大学生携笔从戎，来到军营。本期新闻

故事的主人公——士兵张宏岗的成长之路，或许会给满怀憧憬的高学历士

兵和基层一线带兵人有益的启迪。 ——编 者

盛夏海南，风光旖旎。
不久前，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军

医汪洋洋紧急医治被毒蛇咬伤驻地群
众的事迹，被传为佳话。
“咱们营门口附近，一名驻地村民

疑似被毒蛇咬伤……”那天晚饭后，正
在营部参加会议的汪洋洋突然接到门
岗哨兵的电话。

来不及多想，汪洋洋三步并作两步
赶往一楼卫生队，背上急救药箱，与卫
生员高正龙径直往门口跑去。

几分钟后，两人出现在营门口。
在百米开外的山脚下，一名群众

倒在地上，在他身旁围着不少村民，个
个神情焦急。乡亲们说，被毒蛇咬伤
的村民名叫石龙华，就生活在驻地附

近村子。
经过检查，汪洋洋发现石龙华右小

腿的伤口细小且深，有明显渗血，基本
可以判定为毒蛇袭击所致。

汪洋洋一边检查伤口，一边观察毒
液扩散情况。经验告诉他，如果不能确
定是被哪种毒蛇咬伤，要想挽救伤者生
命，必须迅速控制毒液扩散。

由于距最近的医院有 20分钟车程，
汪洋洋决定先对伤口进行紧急处理，同
时安排高正龙拨打医院的急救电话。

时间就是生命！在高正龙协助下，

汪洋洋用止血带紧紧勒住石龙华右大
腿根部，随后，他用手术刀小心翼翼地
切开伤口，并不断往外挤压毒液。

高正龙则一边给石龙华测量血压，
一边观察他的意识情况。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处理完伤口
后，汪洋洋又给石龙华服用了解毒药
片。大约过了 20分钟，医院派来的救护
车赶到营门口。汪洋洋一面组织大家
把石龙华抬上救护车，一面将急救情况
告知随车赶来的医生，并留下了自己的
电话号码。

当石龙华被抬上救护车时，他握住
汪洋洋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谢谢，
谢谢！”

一个多小时后，汪洋洋接到医院
医生打来电话：“石龙华已经脱离生命
危险，经过检查化验，被诊断为眼镜王
蛇咬伤。伤者能够脱离生命危险，多
亏了您前期采取的正确救治，控制了
蛇毒扩散！”

听到伤患脱离危险的消息，汪洋洋
终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本版制图：梁 晨

当村民被毒蛇咬伤之后……
■杨国平 吴 维

“不错！”

仲夏时节，西藏军区某团列兵杨凯瑞

在海拔近4000米的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

场接连投出3枚手榴弹，团政委陈喜俊拍

着他的肩膀说：“上了战场就这样投！”

实打实投实爆，是部队每年训练课

目的一项重要内容。

列兵杨凯瑞来自江苏连云港，是家

中独生子，从小胆子小。用他自己的话

说，在家里时，他连放鞭炮都不敢。

参军入伍后，面对实炮实弹怎么

办？家人不免为他担心。

去年，新训结束后，杨凯瑞被分配到

高原边防执勤一线。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

和险难训练课目，杨凯瑞一点也不含糊，体

能训练、射击、单兵战术各项成绩都名列前

茅，但手榴弹投掷训练状态却一直不太好。

开训前，班长叮嘱大家：“手榴弹爆炸

的声音并不大，关键是心理要稳定，只要熟

记动作要领，一定能投出好成绩！”

实投开始了，爆炸声此起彼伏。杨凯

瑞默默背记着动作要领。轮到他上场，没

想到他还是心跳加速，脑袋一片空白……

无奈之下，他举手报告，以身体不适为由

退出实投。

这次经历成了杨凯瑞内心一道难以

逾越的鸿沟。每次一看到实打实投实爆

的训练课目，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

一次，班长李国鹏找到他，开门见山

地说：“又要实弹投掷了，你有什么想

法？上次投实弹的情况，在新战友间也

并非个例，一定要战胜自我！”

接下来几天里，在李国鹏带领下，杨

凯瑞一头扎进投弹场，掌握动作要领，锻

炼心理素质。渐渐地，他对投弹不再觉

得那么恐惧了。

实弹投掷训练的日子到来了。轮到

杨凯瑞上场，在战友们鼓励的眼神中，他

大步走向掩体，按照动作要领，取弹、拉拉

环、投掷、隐蔽……一套动作连贯流畅。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杨凯瑞的内

心如释重负——他成功了！

走下训练场，杨凯瑞的体会是：险难

课目训练,最重要的是突破心理障碍，

“只有首先战胜自我，未来上了战场才可

能战胜对手！”

实弹投掷，首先战胜自我
■刘昌文 本报记者 郭丰宽

6月，帕米尔高原依旧风带寒意。
天刚蒙蒙亮，从陕西家乡赶到边防

部队探望儿子的孙成就起床了。穿上儿
子提前准备的迷彩服，站在整容镜前，他
敬了一个军礼……

此刻，他的思绪飞回到自己年轻时
的那段戍边岁月。
“到边防一线去！”1986年，20岁的孙

成参军入伍。在接兵干部带领下，他和战
友们乘火车、转汽车，历时 9天来到西北
边陲。新兵训练结束后，孙成成为新疆军
区某边防团迈丹边防连的一名边防战士。

孙成苦练本领，执勤巡逻都冲在前
面，入伍第一年就被评为“优秀士兵”。
那年冬天，他因持续高烧引发高原肺水
肿。1990 年，怀着对边防的不舍，孙成
退伍回到家乡。

返乡后，孙成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餐
馆。又过了几年，他结婚成家。随着儿子
孙家奇的出生，他的生活总算平静下来。
“我要像爸爸当年那样，也要守边

防！”受父亲军人情怀的熏陶，孙家奇自
小就向往军营。2015年 7月，22岁的孙
家奇大学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一
名直招士官。

让孙家奇没想到的是，他幸运地分
配到了父亲当年的边防部队。集训结束
后，他毅然提出“到最艰苦哨所锻炼”的
申请。

机缘巧合，孙家奇最终来到了父亲
戍边的连队。

然而，追梦的道路并非一马平川。
小时候听父亲讲边防，父亲曾把边防

描绘得很美好。但高原恶劣的环境、部队
高强度的执勤训练，还是让孙家奇难以适
应……有段时间，他打起了退堂鼓。

在一次通话中，孙家奇向父亲倾诉
了自己的想法。
“只有担当过守边的责任，才能懂得

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电话那头，孙
成语重心长地说，正是当年在部队的锤
炼，让他拥有了战胜困难的底气，“吃苦
也是吃补，终会成为你人生的财富。”

那段时间，孙成只要一有空，便打电
话鼓励儿子，连队指导员彭国旗也经常
与孙家奇谈心。

渐渐地，孙家奇有信心了——从最初
对执勤生活的抵触，到“自我加压”参与训
练，战友们都说他晒黑了，性格变开朗了。

在半年考核中，孙家奇各项成绩在
同年兵中均名列前茅。听到这个消息，
孙成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再后
来，孙家奇在电话中讲的多是连队的变
化、边疆的美景，言语中充满快乐。
“回老部队看看去！”这个想法一直

在孙成的脑中打转……征得同意后，他
踏上了去老部队的旅途。
“变了，真是大变样！变得都不敢认

了。”踏进老部队的营门，漂亮的新营房、
先进的执勤装备，让孙成连呼“没想到”。

考虑到孙成作为连队老兵的特殊身
份和他的强烈愿望，连队报请上级特批
他参加一次巡逻。

那天，孙成再一次骑上军马，跟随儿
子和巡逻官兵踏上了巡逻路。一路上，
雪山巍峨，父子俩一前一后，策马前行。

在他们身后，连队哨所迎风飘扬的
五星红旗无比鲜艳，格外醒目。

上图：孙成(左三)和孙家奇(右二)在

巡逻中。 杜麒麟摄

父子两代人，策马巡逻路
■刘 慎 陆 宁

2017 年度新兵下连第 86天，西部
战区空军某场站警卫连指导员许宁帅，
从需要重点帮助的新兵名单上，划去了
列兵张宏岗的名字。

到了新兵下连第 110天，许宁帅又
将张宏岗的名字写在了连队“龙虎榜”
榜首……

仲夏的西北边陲，暖意融融。
听闻这一消息，场站政委张长财

长长舒了一口气：“看来，当初的安排
是对的！”

1、张宏岗的倔强
张宏岗在新训旅时就小有名气。
西北大学在读研究生、党员，一腔热

血自愿携笔从戎……得知连队“抢”到这
名高学历新兵，警卫连指导员许宁帅挺
兴奋：“多年来，他可是场站头一个。”

没想到，第一次摸底谈话，张宏岗
快人快语：“我不想分到这儿！”
“那你想去哪儿？”
“我想去通信连！”
张宏岗觉得自己学历高，应该去

技术连队。当初入伍时，他家里就有
反对的声音，而自己态度坚决——“越
是高学历，在部队越有大发展”，这才
说服了父母来到部队。

如今分配到警卫连，主要任务是站
岗，自己咋跟亲朋好友交代？

一想到这，张宏岗的心情十分沮丧。
指导员许宁帅多次找他谈心，从

强国梦、强军梦，谈到个人价值实现；
从一线岗位职责的重要性，谈到军人
服从命令是天职……张宏岗特别倔
强，就是一句话：“我服从组织分配，可
我想去通信连。”

经过连队支委会讨论，张宏岗被列
为“重点帮助新兵”，上报机关。

翻看连队的谈心记录，指导员、排
长、班长、连队思想骨干等与张宏岗谈
心交流多达 10余次，还不包括训练间
隙、饭后睡前的开导、恳谈，但张宏岗的
思想状态依然令人担忧。
“我只是有些顾虑。”张宏岗说，虽

然“可以重新选择岗位”一度让他打消
了顾虑，但警卫哨位让他有了“英雄无
用武之地”的情绪。

站岗很枯燥。张宏岗的老家在陕
西渭南，从未经历过边疆冬季值勤的严
寒。年初第一次跟班值岗，他站的就是
凌晨2点至 4点的外场夜岗。

在-30℃的空旷机场，哨兵只能在
半径 4米的范围内走动取暖。站了 2个
小时岗，张宏岗冻得直打寒战……

阵阵呼啸的西北风中，他的心情愈
加复杂……

2、越是好苗子，越
要蹲蹲苗

人若是泄了气，就像马达停了电。
张宏岗心里的失落情绪，许宁帅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想，虽然新战士
先到警卫连锻炼、再分岗是场站惯例，

但对这名性格倔强的新兵，是不是可以
破个例？

在月思想骨干会上，许宁帅正式提
出“把张宏岗转到通信连”的建议——
“咱部队条件艰苦，头一个硕士兵

就‘长歪了’，这让其他新兵怎么看？”
政委张长财没有同意。
其实，张长财十分关注这名硕士兵

的成长。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参军入伍，高学历士兵在一线部队如
何培养，他一直在思索。

张宏岗这个好苗子，该在哪块“试
验田”里发芽，不仅关系着他个人的成
长发展，也会对未来部队高学历士兵的
培养模式产生影响。

仔细翻阅了张宏岗的个人档案，张
长财相信：这名新兵能在大学时就入
党，就一定经得起各种考验。

他对许宁帅说：“发过豆芽没？刚
冒芽的豆子压块石头，出芽不只早半
天，还能长得粗壮几倍……警卫连最能
锻炼军人素质，越是好苗子，越要在这
里蹲蹲苗！”

3、想想当初为什么
要当兵

3月初，刚刚休假归队的内场警卫
排分队长、上士郝磊，接到了重点帮带
张宏岗的任务。

张宏岗的父母生活在农村。靠着卖
菜，他们把3个孩子培养成2个研究生、1
个本科生。了解了这一情况，郝磊为张
宏岗父母的付出所感动。

为了完成“带好张宏岗”的任务，他
不仅在政工网上查阅高学历士兵思想
工作案例，还跑了数次机关，摸清了上

级党委对高学历人才的倾斜政策……
几天后，郝磊拨通了张宏岗母亲的

电话。
“这两年，部队陆续分来好几名高

学历人才，在场站党委的关心培养下，
他们经过基层锻炼，都走上了重要工作
岗位。宏岗不但学历高，而且上进心
强，只要肯努力，一定会有他施展才华
的舞台。”郝磊言辞恳切。

几天后，原本并不支持儿子参军的
张宏岗父母，给张宏岗拨通了电话：“儿
子，想想当初为什么要当兵？既然去当
兵，就要勇于吃苦，接受锻炼，不然怎么
实现当初的梦想？”

父母语重心长的话语，“点醒”了张
宏岗。他想起在家的时候，父母为了抚
养两个姐姐和他，每天早上 4点多就出
门进菜，晚上 11点才收摊回家，春夏秋
冬风雨无阻。
“自己现在吃的这点苦，和父母当

年的艰辛付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张
宏岗还想起当初携笔从戎时内心的豪
情壮志，想到老师同学的嘱托，再想到
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情绪起伏、患得患
失，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
“警卫工作最能锻炼人的意志和素

质，从警卫连出去的战友，无不怀念这
段艰苦生活……你只是需要时间，我相
信你！”这是上士陈康对张宏岗说过的
一番话。

如今回味，张宏岗觉得字字在理。

4、走路都带着“小
马达”

看到张宏岗发生的变化，郝磊趁热
打铁。

4月初，郝磊特意安排张宏岗为战友
解读两会精神，希望他通过了解军队未来
发展规划、军人福利待遇政策，从而把个
人奋斗目标融入强军实践之中。

一直关注张宏岗成长情况的张长
财，在检查连队工作时也“添了一把
柴”：“小伙子，好好努力，早点儿给父母
报个喜！”

就这样，张宏岗开始了属于他的
“士兵突击”。

连队公差勤务抢着干，岗哨值勤积
极主动，体能训练成绩名列前茅，理论
学习更是刻苦认真、优势明显……

一个月后，张宏岗不仅不再需要战
友“帮带”，还因表现突出，登上了连队
“龙虎榜”。

“走路都带着‘小马达’！”这是战友
们对张宏岗的评价。听了这话，张宏岗
咧嘴一笑：“我浪费了太多时间，现在要
迎头赶上！”

5 月初，张长财再次到警卫连蹲
点，他看到了张宏岗的一段军旅感言：
“这段日子，是我把个人理想融

入强军实践的起点。我相信，迈过了
这个坎、吃过了这份苦，未来不管遇
到什么难关，我都能做到不畏惧不退
缩，用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决心去亮
剑！我要从练好每一个课目、站好每
一班岗做起，锤炼军人意志、苦练戍
边本领！”

看着张宏岗刚劲的字迹，张政委欣
慰地笑了：“这棵好苗，总算开始在边疆
发芽了！”

图①：列兵张宏岗；图②：郝磊为
张宏岗整理着装；图③：郝磊帮张宏岗
拍摄训练照，传给他的父母；图④：与
陈康谈心时，张宏岗表示“一定好好

干”；图⑤：和大家打成一片，张宏岗变
得更加开朗乐观。

一位高学历新兵的“士兵突击”
■肖 瑛 葛乐晨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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