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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父亲与边防官兵只能靠
着人背马驮牛驮将物资运送到山上。
现在只要一脚油门，物资就能轻松运
上山……”10 月上旬，新疆军区某边
防团团长韩界峰在新毕业学员岗前培
训课上，讲述了自己和父亲同守一座
山的不同感悟，引发大家强烈共鸣。

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韩界峰的父
亲韩世禄担任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外事
侨务办公室主任，每年都要与边防官兵
一道对位于北塔山的边界地域进行勘察
并对边境设施精心维护，直至 2004 年
退休。2016年 3月，韩界峰来到位于北
塔山下的某边防团任团长，在父亲曾经
战斗过的地方执勤巡逻。
“那个时候边防路特别难走，很

多地方压根就没有路。有一次父亲和
边防官兵走了整整 3 天 3 夜，还差点
迷失方向……”说到动情处，韩界峰
向大家展示了边防公路近照，“近年

来，北塔山不但有了顺畅的边防公
路，随着新式巡逻车、无人机等一系
列装备的陆续配发，巡逻方式也有了
很大改进，不到一天时间就能巡遍防
区所有点位……”

边关的变化体现在各个方面。韩世
禄和同事开展边界勘察时吃住在一线边
防连队，一入冬就连罐头都成了奢侈
品，大家分着吃，更谈不上新鲜蔬菜和
肉了。现在隔三差五供应商就会把新鲜
的蔬菜和肉、蛋送到连队，一线连队也
建起了蔬菜大棚，官兵再也不用为吃不
饱吃不好而发愁。

2017年，年过古稀的韩世禄来到该
边防团，与这个边防团老政委张恒清回
到单位参观，看着林立的新式营房和崭
新的信息化办公设施，不禁感慨连连，
“我们那时住在保温效果不佳的平房内，
入冬后大家半夜被冻醒是常事……”这
几年，边防官兵不但住进了新式营房，

还能在多功能室内训练馆运动、娱乐。
随着4G信号的全覆盖，即便在飞雪漫天
的日子，官兵也不用像过去那样经受
“等不来一封信，也寄不出一封信”的伤
感落寞。

变化的是戍边条件，不变的是强边
固防的使命担当。韩界峰告诉即将奔赴
基层带兵岗位的年轻军官，这些年，单
位一茬茬官兵积极投身练兵备战，涌现
出了“金牌士官”雷朝蕾等训练尖子，
更有多名官兵在国际赛场和陆军、新疆
军区比武中摘金夺银。

时间一点点流逝，掌声一次次响
起。“边关建设一日千里，祖国发展日
新月异。有了这么好的条件，更要练强
练精打仗本领。”今年 7月从陆军边海
防学院毕业的维吾尔族排长木尔扎提·库
鲁万说，边关的发展变化见证着祖国的
繁荣富强，也激励着他们扎根边疆、建
设边疆。

父子同守一座山 今昔感悟大不同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通讯员 张紫辰

前往新单位报到的路上，祁龙的心
情五味杂陈，激昂的、悸动的、憧憬的、
感恩的，甚至还有那么点羞涩，像是亲
友久别即将重逢，亦像是游子思乡急归
故里。

这一刻，祁龙等了 10 年。他埋藏
在心里 10 年之久的“特战梦”，终于实
现了。

八闽大地，天朗气清。9月 16日，祁
龙按通知要求，来到东部战区陆军某特
战旅报到。下车时，记者留意到，祁龙
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那笑容好
像在说：特战旅，我来了！

常说十年磨一剑，对于祁龙来说，
是十年筑一梦。

10年前，还是高中生的祁龙就有一
个“特战梦”，抱定了毕业便参军的信
念，却迫于家人反对未能如愿；大学毕
业前夕，一则征兵信息再次点燃了祁龙
的从军梦，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选择
投身军营，来到某海防旅；两年后，各项
成绩优异的祁龙又成功考上军校；毕业
回到原单位，祁龙主动申请到训练强度
大、素质要求高的侦察连任职。

虽然穿上了军装，也多次写了申请
书，但祁龙始终没有机会进入特种部
队。今年 5月，心有不甘的他向《解放军
报》编辑部寄去一份申请当特种兵的自
荐信，让他没想到的是，信件竟然刊发
了，还引起了东部战区陆军领导的关
注，并对此持支持态度，指示干部部门
按规定积极办理，早日让祁龙实现这个
愿望。

不仅领导关注，东部战区陆军所属
几个特战旅对祁龙也颇感兴趣。某特
战旅领导看到自荐信后，当天便让人力
资源科与祁龙取得联系，询问相关情
况，有意把这名执着于特战梦想的排长
“挖”过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祁龙激
动地说道：“那种感觉就好像我的眼前
突然一片光明。”

然而，追梦路上无坦途。有战友劝
他：别人当兵提干都想着换个相对宽松
优越的环境，你倒好，不走寻常路，自找
苦吃！

面对战友的不解，祁龙当时思想确
实有一点点波动。但如今谈及这件事，
祁龙的平静让记者有些诧异。他说：
“实现梦想的过程必然要舍弃一些东
西，吃点苦、晋升慢又何妨？”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祁龙曾

这样向海防旅领导和战友们说道：如果
选择权在我，我会翻山越岭，义无反顾。

幸运的是，在上级干部部门的积
极协调下，祁龙最终如愿调到了某特
战旅。

好刀要在石上磨，好钢要在火中
炼。该旅领导介绍，为了让祁龙更快更
好地适应特种兵的训练生活节奏，旅里
专门将他安排到荣誉连队“特战尖刀
连”，让他从战士、副小队长到小队长逐
个岗位锻炼，同时指定营连主官手把手
帮带，锤炼他的特战思维、特战指挥和
作战技能，让祁龙早日完成从一名侦察
排长到特战小队长的转变。

祁龙的梦想实现了，但此事带来的
影响和讨论仍在继续。

现任该旅某连小队长的黄运泽是
祁龙的大学同学，他对祁龙的选择则多
了一份理解。黄运泽说，祁龙在大学时
就多次申请到特种部队未能如愿，现在
好不容易争取到圆梦机会，让他放弃绝
不可能。“虽然这在外人看来会有担心、
有惋惜，但在他的‘特种兵梦’面前，这
一切都不值一提。”
“特战尖刀连”一小队小队长王维

银原本是该集团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
连”战士，由于军事素质过硬，4年内 3
次荣立三等功，提干后的他同样积极申
请来到特种部队。王维银比祁龙幸运，
他毕业分配时正好赶上改革，老单位已
经满编，正好特战旅缺编，调动申请交
上去很快被批准了。见到祁龙，王维银
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敬佩祁龙这
种不断挑战自我，为了实现梦想不懈拼
搏努力的人，他表示很乐意把自己这几
年的所学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分享给
祁龙。

听说“网红”排长来到连队，“特战
尖刀连”连长杨三毅喜不自胜。他一边
翻阅着《解放军报》之前的两篇报道，一
边对记者说，客观上讲，现在特战旅作
战连小队长竞争压力大，对于他们安心
服役确实有一定的冲击，而祁龙那句
“不为军衔只为战，哪怕让我一直干小
队长，我也觉得值”对所有小队长都会
形成一种正向激励效应。

梦想只有被尊重、被追寻，才能更
快地开花结果。祁龙是幸运的，他遇
上了一群帮他圆梦的人。对于前路，
他现在的想法非常纯粹：先打基础，努
力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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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排长，初到营区，便被野
战部队热火朝天的训练氛围所感染。
当时，我的心中除了激动之外，还有
几分不安——体能并不出色的我该如
何踢开头三脚？
“排长，今天跑步你站排头吧。”

五班长在体能训练前对我说道。这让
当兵锻炼第一天的我心里起了疑：这
是在考验我吗？
“别担心，五公里慢跑训练。”见

我有所犹豫，五班长低声解释。看着
他略带鼓励的目光，我大步跑到排
头，最后顺利带领全排跑完全程。从

那以后，不论训练还是队列行进，班
长总会对我说一声“排长，你站排头
吧”。渐渐地，我也习惯性地站到排
头，但我一直心存疑惑，为什么总让
我站排头？

不久后，在一堂“新排长该如何
迈好第一步”的讲座上，我向授课
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授课领导听
完后说道：“踢好头三脚，不一定非
得一鸣惊人；迈好第一步，应当用
实际行动表明态度。作为带兵人，
只有擦亮自己，才能照亮别人。”领
导的一番话点醒了我，我也明白了

班长为什么总让我站排头，因为只
有这样，即使我喘着粗气，身后的
战士也能看到一个不曾停止脚步、
始终前进的新排长。

当我再次向班长谈及此事，班长
告诉我，连队每年都会分来新排长，
战士们也会在无形中作对比。大多数
新排长一开始干劲十足，但后劲不
足，你的路还很长，贵在坚持……

眼下，一场建制连武装 3公里考
核即将来临。体能训练时，在排头领
跑的我，咬牙加快频率，带领全排以
更快的速度向前奔跑。

“排长，你站排头吧”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排长 冯旭鑫

排长方阵 一线直播间

带兵人手记

今年 5月 27日，本版刊登了时任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侦察连排长祁龙申请当特种兵的自
荐信。6月 21日，本版又刊登了记者对祁龙排长的专访。如今，在各级组织的关心下，祁龙终于如
愿以偿，调到了梦寐以求的东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本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赶赴该旅，见证了祁龙
的“圆梦时刻”——

排长祁龙手执行政介绍信到新单位报到。 李洪顺摄

一样的身高，相似的长相，相同的
橄榄绿，炙热的军旅梦……这就是来自
武警北京总队某机动支队的双胞胎兄弟
刘国、刘庆。

高考后，兄弟俩不约而同报名参
军。但爱子心切的母亲舍不得两个孩
子都不在身边，于是想出抓阄参军的
办法。

看着左右为难的两个儿子，一直没
有发话的父亲拍了板：“两个人本来就
是孪生兄弟，十几年来从来就没有分开
过，不能一个穿了军装不让另一个穿，
要当兵就一起去，保家卫国，当个好
兵。”就这样，从小就向往军营的兄弟
俩携手参军入伍。

入伍后，兄弟俩幸运地被分到同一
个新兵连，一个在二班，一个在六班。
训练中，不管什么课目，兄弟俩总是要
比试一番。“引体向上 8个、手榴弹投
掷 32米、3000米跑 13分 40秒……”刘
国的笔记本，记录的不是自己的成
绩，而是弟弟的训练成绩。“下次我一
定要在 3000 米跑上超过弟弟！”刘国
发奋在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训
练计划。

新兵下连后，兄弟俩照样处处争
高低，训练比素质、内务比标准、
生活比作风。哥哥说：“我必须得带
好头，给弟弟当个榜样。”弟弟说：
“出生的时候我比哥哥慢一点，但不

能处处都落在他后边。”弟弟在团队
“龙虎争霸”五公里武装越野赛中得
了个满堂彩，哥哥便在休息时间给
自己“开小灶”、练耐力；弟弟在障
碍训练场上打破了纪录，哥哥就要
求自己每天多冲刺 10 趟。功夫不负
有心人，在你追我赶的较劲和互相
帮助下，兄弟俩的兵味越来越浓，
军事技能也越来越好，在年终优秀
士兵的评选中，双双被表彰为“优
秀义务兵”。

如今，已经是连队尖兵的兄弟
俩，在今年新兵入伍前夕主动请缨担
任新训班长，一场兄弟间带兵能力的
比拼开始了。

兄弟共圆军旅梦 同台比拼决高低
■杨艺哲

上周，新疆军区

某炮兵团在野外陌生

地域开展火炮实弹射

击考核，火箭炮二连

一班取得全中的好成

绩。打靶结束返营

时，得知当天恰巧是

瞄准手李东航 21岁

生日，班长王圣就地

取材自制“鲜花”送

给 李 东 航 ，为 他 庆

生。瞧！李东航和大

伙儿脸上都乐开了

花。

陆文山、李仁锡

摄影报道

“战地”生日

扫一扫，回看排长

祁龙的圆梦之旅

10月中旬，参加

国庆阅兵的陆军第

81集团军某旅下士

张浩（左）走进新兵团

与新战士分享参阅经

历与感悟，激励新战

士走好兵之初。期

间，他将受阅时的迷

彩服亲手为新战士刘

宇涛穿戴整齐，让新

战士间接感受参阅荣

耀。瞧，刘宇涛穿上

受阅迷彩服的样子真

帅气！

陈 俣 林 、曹 壮

摄影报道

“受阅”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