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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入伍不到5年的年轻士

官，但是在大大小小的考核中，我的成

绩总是名列前茅。战友们时不时问

我：“小毛，你怎么总是赢我们？”今天，

我就跟大家说一说我的秘诀。

“毛琛杰，3公里16分50秒，引体

向上0个……”这是新兵连第一次组

织体能考核时，我的成绩。“这也太弱

了”“引体向上竟然‘挂零’”……听着

大家的议论，我暗下决心：新兵下连之

前，我一定要“逆袭”！

每天的体能训练，别人跑完3公

里便带回洗漱，我会独自绕着营区再

跑个5公里；面对“挂零”的单杠，我决

定先从上肢力量练起。“98、99……”训

练完额外多加的100个俯卧撑让我精

疲力尽，但我依旧每天咬牙坚持。

“3公里11分02秒，引体向上20

个……”这是新兵连最后一次体能考核

时，我的成绩。“小毛提高非常大，跟大

家交流交流训练‘秘诀’！”听到班长的

表扬，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知道

“秘诀”很简单——正是心中那股不服

输的劲儿，换来了好成绩。

“陆军即将举行电子对抗专业比

武，有参加意愿的同志及时关注。”去年

3月，刚转完士官没多久的我，听到这个

消息时，内心澎湃起来。一直以来，在比

武场上摘金夺银是我的梦想，我当即决

定参加短波组比武。

报名后不久，我参加了集训。集

训队中，很多都是有着十几年兵龄的

老班长，经验丰富，而我只是一个刚转

士官的“新手”。由于对设备不熟悉，

加上经验不足，几次上机模拟考核，我

的成绩都是垫底。“小毛，你还年轻，下

次再来！”“以后机会还很多，回去再练

练，没事儿……”听到这些话，我一度

丧失了当初报名参赛时的信心。

我真的不行吗？难道就这样回

去？不！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又冒出

来：我要用成绩面对挑战、回应质疑！

对设备不熟悉，我便利用一切闲暇

时间泡在机房，反复练习相关课目。由

于集训采取高强度连贯考核的方式，为

练就过硬的承受力，每次上机前，我都会

先进行一组百米冲刺，再进行上机训

练。夜深了，白天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很

疲惫。为了不在加班复习理论知识时

犯困，我便掏出口袋里的风油精，在脑门

上抹上一点，再小小地抿上一口……

集训时光转瞬即逝。那天，我终

于站上了比武场。理论考试和技能考

核，大家旗鼓相当，难分高下。竞争最

激烈的课目，要数信号判别。这一课

目要比3轮，要求选手根据设备屏幕

上出现的电子信号特征、时长、频次写

出内容和名称。经过前几轮高强度考

核，参赛选手们的体力消耗都很大。

信号判别两轮比拼过后，就有不少老

班长摇头叹息，放下了手中的设备。

场上只剩几个人还在坚持。我知道，

成败就取决于最后一轮每组时长0.1

秒信号的记录。

炎热的天气、疲惫的身躯……我

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状态不佳，我努力让

自己平静下来，脑海中回忆着集训时学

习的技巧。“开始！”考官一声令下，我立

即进入比武模式，双眼紧盯眼前的屏

幕，生怕错过眼前转瞬即逝的信号。

1组、2组……10组……20组……

一组组信号从屏幕闪过，此时我早已将

疲惫忘记，全神贯注、仔细辨听，脑海里

只有信号规律地闪烁……

“报告，记录完毕！”放下设备走出

考场，我的双眼酸涩不堪、流出眼泪，

迷彩服也已被汗水浸湿。最终，我以

信号判别、信号截获总评专业第一，基

础理论、基础技能满分的优异成绩，获

得短波组比武的冠军。

回到连队，战友们的掌声扑面而

来。很多人又问我，比武得胜的秘诀

是什么。我笑着说：“秘诀就是，‘小

毛’永不服输。”

“小毛”为何名列前茅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电子对抗营下士 毛琛杰

“三百六十行中，军人是用鲜血和
生命为国家服务的。”1988年 4月 19日，
时任营长的苏宁在述职报告中写下了
这句话。

31 年后，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苏宁
连”第 36任连长于大鹏，在年终述职报
告中同样写下了这句话。这一年，于大
鹏汗洒基层土地，枕戈渤海湾畔，驰骋朱
日和演兵场，带领的连队被上级表彰为
先进单位。

几十年来，“想现代化、钻现代化、干
现代化”的苏宁精神如同璀璨的星辰，为
后人指引前进的方向，又如一面屹立不
倒的旗帜，激励着官兵沿着红色足迹，不
断续写英雄故事。

一

周末，“苏宁连”俱乐部，一部名为
《炮兵少校》的电影正在播放。这是一部
1993年上映的老片子，却依然感动了今
天的官兵——

1991年 4月 21日，苏宁组织部队进
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突然，意外发
生了。一名投弹手由于挥臂过猛，弹体
碰撞到堑壕后沿，手榴弹落在不到 1米
外的监护员脚下。几秒后，手榴弹就要
爆炸！千钧一发之际，苏宁大喊一声“快
卧倒”，随后一个箭步冲过去推开监护
员，双手急速地抓起手榴弹。可就在他
要投出的一刹那，手榴弹爆炸了。两名
战友得救了，苏宁却倒在了血泊中……
“电影我已经看过很多遍，可每次看

到这个场景，眼眶还是发酸。”四级军士
长王赛，仍然记得 15年前自己当新兵时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就被苏宁“一腔热血
献国防”的事迹深深触动的情景。这些
年曾获得一枚苏宁金质奖章、两立三等
功的王赛感慨地说：“‘我们不是享受的
一代，而是奋斗的一代’，苏宁的这句话
早已成为我的座右铭。”

从军 22年、17年扎根基层、4次舍身
救战友、35万字军事论文……当官兵用
崇敬的目光追寻苏宁所走过的道路时，
无不为他那闪光的足迹所震撼，被他的
英勇故事所感动。“我曾经去过苏宁纪念
馆，印象最深的就是苏宁在特别简陋的
条件下钻研战法训法，十几年如一日枕
着专业笔记和衣而眠。一切为强军，一
切为打赢，这是我们身为‘苏宁传人’义
不容辞的责任。”在该旅强军故事会上，
“苏宁连”下士杨昌盛说道。去年夏天，
为备战集团军组织的专业比武，杨昌盛
冒着酷暑高温备战，激励他的就是苏宁

的精神。考核那天，他以优异成绩夺冠，
并创造集团军瞄准手专业赋予射向课目
纪录。
“苏宁连”宿舍楼道的尽头，是一个

特别的房间。推门而入，橘红色的灯光
暖人心扉。一条记载着基层经历的腰
带、一件锈迹斑驳的计算盘、一套海湾战
争录像片、一沓记录着冷静思考的军事
学术论文……这里是“苏宁连”的荣誉
室。一件件苏宁生前曾用过的物品，默默
讲述着主人公钻研现代化军事技能的专
注与热忱。近年来，这里是新战士入营
“第一课”的课堂，是开展传统教育的重要
场所，也是该旅官兵心中的一处“圣地”。
“苏宁创新的多项战训方法和器材我们至
今受益。”又是一次“微课堂”，指导员董广
宇的话音，从荣誉室内传了出来，回荡在
连队整洁的楼道间。

二

今年 4月 29 日，渤海湾畔，黄沙滚
滚。该旅官兵全副武装，整齐列队，一场
特殊的缅怀仪式在演训场举行。这一天
是苏宁牺牲29周年的日子。

2017 年 6月，“苏宁传人”部队转隶
移防。来到陌生环境，连队建设遇到新
装备技术难题、战士思想波动等瓶颈。
“苏宁当连长时条件那么落后，却先后带
出两个军事训练先进连。没什么难的，
干就完了！”时任连长的苏宏宇在支委会
上掷地有声地表了态。

实践中，他与四级军士长国帅一起，
手拿新装备的说明书，钻进炮车，逐个零

件、逐个按钮、逐项技能对比学习，写出
了3大本总结笔记。在试点任务中，他带
着 35名战士在“桑拿天”里奋战 1周，几
度中暑晕倒，最终在示范当天以优异成
绩赢得全场掌声……就这样，“苏宁连”
官兵在他的带领下，勠力同心、以苦为
乐，在各项任务中捷报频传，在当年年底
被评为旅“军事训练一级连”和集团军
“基层连队建设标兵”。

“英雄精神，我们要走到哪、带到哪、
传到哪。”苏宏宇说，“我们要用过硬的成
绩，让苏宁精神这面旗帜屹立在新时代
的土壤上。”

一个人走了，如同一盏灯熄灭；苏宁
走了，留下的却是一盏长明灯。这些年，
该旅一直在弘扬和传承苏宁精神上下功
夫。2018年，他们隆重举行迎苏宁雕像
入营仪式；去年，他们在“苏宁连”举行十
大英模挂像入连仪式；今年，他们提出“传
承苏宁精神，建设一流部队”的口号。他
们注重挖掘和弘扬苏宁精神的时代特质，
评选“学苏宁先进个人”，引导官兵积极献
身岗位实践，激发练兵豪情；每逢大项任
务前，组织官兵寻找“身边的苏宁”，遴选
官兵代表登上讲台话英雄、谈感言，凝聚
“我是苏宁传人”的精神认同……一项项
举措让英雄的旗帜高高飘扬，让英雄的事
迹走进官兵心田，烙下深刻的精神印记。

三

2018年 5月的一天，西非马里，中国
维和分队营区，夜已深。一名中士从哨
位归来，躺在床上却迟迟无法入睡。

他叫陈鹤，来自“苏宁连”，是维和分
队警卫分队一中队的一员。让他心情低
落的是，在这里大家铆着劲、比着干，可
第一次随队出勤，自己就出了“洋相”。
这该怎么办？
“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无论是丽丽

阳春，还是凄凄寒冬，都不应该留下遗憾
的足迹。”这是苏宁曾对战士讲过的话，也
是临行前指导员给陈鹤的寄语。第二天
一早，陈鹤把这句话写在纸上，贴在了床
头，给自己鼓劲：“苏宁连”的兵，不能怂！

体能训练中，他主动给自己“加
餐”。两个月后，他的武装 3公里成绩从
第 24名上升到第 3名。教育课堂上，他
主动请缨上台讲述苏宁的故事，落落大
方的台风、生动的表达赢得台下掌声阵
阵。维和部队组织迎新晚会，他既当导
演又当演员，十几天筹备过程中，平均每
天只睡4个多小时……

苏宁精神的旗帜为何久经风雨考验
而矗立不倒？正是因为有一代代“苏宁
传人”的接力传承。受苏宁精神的感召，
该旅涌现出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标兵李庆昆，技术大拿、二级军士长
武德勇等先进典型。“官兵身边的这些榜
样，丰富了苏宁精神的内涵，且更具可学
性、感召力。”该旅领导用了一个形象的
比喻——传承发扬苏宁精神，在该旅已
经产生了“共振”，达到“一石激起千层
浪”的效果。

英雄永不独行。在这片英雄热血浇
灌的军营沃土上，一茬茬“苏宁传人”正
在平凡岗位上谱写着一曲曲不平凡的青
春战歌……

英雄旗帜激荡青春战歌
■谢扶光 常皓博

1941年的 8月 1日，一二〇师各旅和
晋绥几个军分区的剧社，云集晋西北兴县
大善村举行联合会演。会演结束，贺龙师
长给文艺战士们讲了话。他讲到红军时
期文艺工作为战争服务的光荣传统，指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文艺工作的进展
有些跟不上战争形势的需要。他发出号
召：“你们要到连队去，到战士里边去！到
敌占区去，到斗争的最前线去！”

我们战斗剧社认真讨论了贺师长的
批评和指示，检讨了近期内较多在后方
机关演大戏和闭门造车搞创作等问题，
并立即采取行动：把剧社分成若干演出
组、辅导组，排出一批反映现实斗争的新
节目，大家分头到连队和农村中开展工
作。同时，我们从剧社抽出 11个人组成
一个精干的“游击剧团”，计划到晋中敌
占区边沿去做文艺宣传活动。

当我们去报告时，贺师长立即表示
大力支持：“你们是代表师领导机关去慰
问敌占区军民的，是为了去鼓舞士气、安
定民心的，是为粉碎日本鬼子的‘治安强
化运动’和‘蚕食政策’而战斗的。你们
没有直接的战斗任务，但你们得时刻准
备战斗。”他仔细嘱咐我们，到宿营地如
何看地形、放警戒，甚至还比画着教我们
夜间睡觉要抱着枪、头朝里边……我们
辞别他时，已经走出窑洞门了，他又追出
来嘱咐说：“我告诉周参谋长，从警卫营
抽一个班，跟你们一块去。”

游击剧团由欧阳山尊任团长，刘伍
任支部书记，成员有石丁、贺飞、萧孟、萧
明、薛海迎、高子良、路均一、王述文、佳
雨等同志。除两个女同志佩带小手枪
外，9 个男同志各带一支步枪、30 发子
弹、两颗手榴弹。同时，为了能迅速演
出，每人还背了一条夹被，演出时用背包
绳把夹被扯起来就是舞台。演出用的道
具、服装、乐器、化妆品等，也都分工背在
身上。另外，我们还带了一套简易油印
工具，准备随时随地印制宣传品。

1941年 8月中旬一个天高气爽的日
子，我们从兴县西集村出发了。一出村
口，周士第参谋长派来的武装班已经在
等着我们。这个班由副排长谷树荣同志
任班长，6名战士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
侦察兵。我们的队伍一下变成了 18个
人，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武装宣传队”。

这一路上，我们不仅加强战斗生活锻
炼，而且还加紧排练演出节目。排出的节
目有独幕话剧《陈平山回家》（王震之作）、
《宣传》（光未然作）、活报剧《参加八路军》
（崔嵬作）等，还有我们自己边采访、边写
作的独幕话剧《警备队长》、歌曲《冲锋向
前》《手榴弹开花》以及故事朗诵、口琴重
奏曲等。我们带着这些短小精悍的节目
去前方演出，受到军民热烈欢迎。

到了晋中敌占区的边沿地带，我们
先在文水和交城接界的东社、西社地区
活动。这里离日寇的据点很近。走在山
梁上向下一望，太汾公路两旁成排成行
的碉堡历历在目，附近经常有日伪人员
出没。武装班放好警戒，我们就在树林
里扯起舞台演出。此时正值苹果、葡萄
成熟的季节，轻风吹来，一阵阵浓郁的果
香沁人肺腑。这是多么美丽富饶的地方
啊，但同胞们却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下过
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想到这些，强烈
的民族仇恨在我们心里燃烧起来。

有一次，我们随同军分区部队晚上
到太汾公路以东去运粮。当时山区根据
地军民吃的粮，有相当部分要从晋中平
原的敌占区获得。完成运粮任务，也是
执行重要战斗任务。我们剧团的人，除
参加运粮工作外，有的人还手里提着糨
糊桶、口袋里装着宣传品，看准地方就张

贴，直至贴到敌人据点的寨门上。这些
宣传品的内容，就是我们当天编写并刻
印出来的《八路军告敌占区同胞书》。

紧张忙碌了一整夜，天亮后刚进到
山里，我们又马上去开展演出。周围很
多村子的群众，也不怕离几里路就是日
本鬼子和伪军的据点，纷纷扶老携幼地
赶来看八路军演戏。乡亲们看到戏中有
日寇残酷杀害我国同胞的场面，都流了
泪。有老大娘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演
的戏，全是我们受过和见过的真事。快
把这些日本鬼子打走吧。”我们后来还听
说，这天观看演出的还有好几个伪军家
属。他们看戏之后，回去向他们的亲人
做了不少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使有的
伪军干脆带着枪向我游击队投诚了。

我们在这个地区连续演出很多场，
常常是走几十里路，到了地方就演戏，演
完戏马上又走几十里，转到另一个地
方。更多的时候，是“进村就访，访了就
写，写了就演，演完快跑”。到了 9月末，
我们转移到清源、徐沟一带活动。这时
正遇上日寇对我根据地的“秋季大扫
荡”。我们便随着分区部队一块生活、一
块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跟我们同来的
武装班，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他们
不仅完全担负起侦察、警戒、通信联络等
任务，而且还参加演出和宣传工作。

有一次，我们随着工卫旅的二十一
团，从交城和清源交界的边沿山区出发，
要趁黑夜伸到汾河沿岸的敌人心脏地
带，迎接从太行边区越过同蒲铁路来的
一支兄弟部队。我们一口气赶到汾河边
上。部队一到就去做掩护渡河和封锁敌
人据点的准备。我们则一面贴标语、撒

传单、作口头宣传，一面到村头大庙里找
村里的负责人，动员运输力量。两支部
队会合后，正绕道高白镇旁边急步行进
时，镇内碉堡上敌人的机枪、步枪、小炮
突然“狂叫”起来。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
敌情变化，考虑要采取应急措施。但看
看部队，战士们对这些响声毫不理睬，似
乎司空见惯。这时只见部队领导人颜金
生同志，站在路旁大声说：“同志们，这是
敌人给他自己壮胆哩。他怕咱们攻他的
王八窝，吓死他也不敢出来。咱们不管
他，继续加速前进！”微明的晨曦勾画出
远山的轮廓，晓风吹拂着我们汗湿的衣
衫，任凭子弹在头上嗖嗖乱飞，我们毫无
畏惧地和战士们一起战斗前进。

10 月已经过去，吕梁山上的密林
里，已点缀了一片片红黄相间的颜色。
我们的单衣和夹被已敌不过嗖嗖吹来的
晚秋凉风。但是紧张的工作常使我们忘
记寒冷，敌占区军民的热情给我们带来
无比的温暖，我们还是坚持演出活动。
直到过了十月革命节，接到师首长催我
们返回的电报，我们才到军分区机关驻
地，做了最后一场演出，然后踏着山涧里
刚落下的一层薄薄初雪，踏上归程。
（本文由欧阳山尊、贺飞、萧明、萧

孟、刘伍等同志集体讨论，刘伍执笔。原

文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易之整理，有删减）

作者简介：刘伍，作家，1918年出生

于陕西华县，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

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任一二〇师战

斗剧社演员、西北野战军第1军文工团

长、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

员等职。

到斗争的最前线去
——忆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剧社“游击剧团”

■刘 伍 执笔

在大家眼中，我的驾龄已有10余

年，并已安全驾驶20多万公里，是一

个“老司机”了。有年轻战友曾跟我

说，我驾驶某型重装备运输车执行任

务的样子，特别帅气。但很多战友不

知道的是，当这种新型运输车刚列装

连队时，我也像新手司机一样，心头发

慌、一片茫然。

3年前，我所在的运输连队整建制

调整为重装备运输连。一系列的改变

随之而来，装备更新换代、专业领域拓

展、保障对象多样……新列装的新型重

装备运输车与之前车型有很多不同。

其中，车辆长度由7米剧增至18米，驾

驶操作更加复杂。而且我们没有现成

的教材、也没有经验可借鉴，一切都要

靠自己摸索。那段时间，我在老连长的

带领下反复研究新车型的技术参数，通

过相关网站学习借鉴地方大型运输车

辆的驾驶技巧，自己还专门买来相关杂

志钻研。在基本掌握了新装备的技术

性能后，我带领其他几名骨干，整天蹲

在车上、泡在训练场上，不断操练驾驶

技能、摸索训练方法。我们硬是凭着一

股拼劲，仅用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总

结出一套全新的训练教材。

转隶后，连队营房刻上了“重装铁

骑 投送千里”8个大字。我心里很清

楚，想要锻造投送千里的重装铁骑连

队，就必须让车队所有人早日掌握新

型重装备运输车的驾驶技巧。我担负

起教练员的角色，耐心帮带战友们。

从一窍不通到熟练掌握，从逐个过硬

到默契配合，整个车队的驾驶技术很

快有了突破性进步。

不久，连队接上级命令，将担任陆

军某旅新式装备接收的保障任务。我

被指定为接装的头车驾驶员，和连长

一起负责带领车队。说实话，一开始

我是信心不足的：大家毕竟是第一次

执行大型任务，路况是否复杂、是否存

在安全隐患……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费

这么大劲实现‘零的突破’，等的就是

这一天！要相信你们训练的汗水，不

会白流！”见我忧心忡忡，连长拍了拍

我的肩膀。

编队、出发，我们踏上了执行任务

的征程。满载着新式装备的车队整齐

地行驶在公路上，朝着目的地驶去。夜

幕降临，车队进入到夜间驾驶模式。突

然，天空中传来阵阵雷声，不一会儿就噼

里啪啦下起了大雨，能见度越来越差。

头车是车队的“领头羊”，我必须

控制好车速，整个车队方能“稳住阵

脚”。“各车注意，降低速度，保持车距，

保持队形！”见我全神贯注地盯着路

况，不断调整车速，一旁的连长在对讲

机里提醒着。

即将到达指定地点时，车队进入乡

间道路。车道变窄，路面也颠簸起来，

两边树木和障碍物影影绰绰，雨却丝毫

没有变小的迹象。这更加考验驾驶员

的判断力，但我反而越来越有信心——

之前雨天条件下的驾驶训练，大家都练

得非常认真，今天派上了大用场。

终于，车队在大雨中安全抵达目

的地。跳下车，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战

友们激动又兴奋地围上来，“没想到，

第一次执行任务，就遇到了这么多考

验”“老班长，咱们表现得还不错

吧”……连长也高兴地表扬我们：“虽

说插曲不断，但结果是非常圆满的！”

现在每当车炮场日时，我脑海中总

能浮现初驾新铁骑的一幕幕。那段经

历告诉我，制胜的信心来自平日的付

出，训练的汗水从来都不会白流……

（整理：胡建厚）

老班长与新铁骑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重装备运输连四级军士长 姚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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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宁

传人”走到

哪里，就将

苏宁精神传

承到哪里。

图为该旅官

兵在演训场

上，举行迎

苏宁雕像入

营仪式。

马开元摄

硝烟中的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