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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北疆，依然积雪环绕。新疆
军区某团“猛虎三连”荣誉室内激情涌
动，三名一等功臣正在为新兵们开讲“下
连第一课”。
“荣誉是咱们连的魂和根。”站在“攻

如猛虎”战旗前，一等功臣、连长刘威动
情地讲述着连队的辉煌战史，“我们连是
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创
建于 1934年的红军连队。兰州战役中，
三连官兵血战沈家岭，用‘攻如猛虎，战
无不胜’的铁拳打开了‘兰州锁钥’，战后
被第一野战军授予‘攻如猛虎英雄连’荣
誉称号。”

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1次、二等功 4
次、三等功 15次……对于连队厚重的荣
誉，大学生新兵廖清成既充满自豪又倍
感“压力”。去年 9月，已考上重庆第二
师范学院研究生的他携笔从戎。新训期
间，因军事训练底子薄，“单杠上不去、双
杠下不来”一度成了他的尴尬写照。他
担心自己分到三连这样的标兵连队会难
堪重任。
“像我这样年龄偏大、基础偏弱的新

兵能为连队建功吗？”互动环节，廖清成
第一个提问。
“没有天生的‘猛虎兵’，强者都是磨

练出来的。连队一等功臣朱立琪跨专业
参加防化兵专业比武时已经 25岁，在零
基础的情况下，他每天穿着密不透气的
防毒服在地表温度达 50℃的训练场磨
练技能……”刘连长用功臣标兵的成长
故事，打消廖清成的顾虑。

与廖清成不同，坐在第一排的新
兵张猛是同批新兵里的佼佼者。新兵
结业考核中，他以优异成绩打破了新
兵连 3公里纪录。来到“猛虎三连”，张

猛更加坚定了“争第一、当标兵”的信
心。这堂课上，他终于有机会聆听自
己的偶像——一等功臣、排长薛凡宇
分享“成功秘笈”。

薛排长围绕“奋斗”主题与新兵们分
享了成长经历。“入伍之初，我的军事素
质就比较好，但距离顶尖的训练标兵还
有差距。”他告诉大家，“从当兵到提干的
7年时间里，我每周都要加练两次万米
跑、一次核心力量训练。如果不是持之
以恒的吃苦奋斗，就不会登上国际比赛
的最高领奖台。”

2017年，薛凡宇代表中国陆军参加
国际军事比赛。为提高穿戴防毒面具条
件下的射击精度，他每天射击练习都不
少于 1.5 小时，卧倒起立不低于 150 次，
空枪击发不少于 200 次，每次训练结束
后，“整个人感觉像脱水一样”。

培育新时代的“猛虎兵”离不开红色
血脉的传承。在筹备“下连第一课”时，
指导员明生永想到了老连长——全军万
米长跑冠军、一等功臣孟龙。
“下面请我们的老连长孟龙，为大

家在线授课！”课堂气氛瞬间被推向高
潮。“我是 1992 年入伍，1994 年入党，
1996 年荣立一等功，万米跑的最好成
绩是 30 分 27 秒。”孟连长说，那时，他
和战友们总是天不亮就悄悄出去训
练，跑完 5公里或 8公里再跟着连队正
常出操。中午特别累，但大家都不舍
得休息，吃完饭又带着木柄手榴弹去
练投弹……
“下连第一课”结束前，新兵们在连

旗上郑重写下名字。一颗颗“猛虎连队
猛虎兵，铁血铁拳战必赢”的红色种子正
在新战友的心中生根。

对话一等功臣
■史建民 常曦蒙

春天里，又有一批新战友满怀热情与自信投入到战位。为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新环境、融入新战
位，不少单位精心组织了新兵“下连第一课”。连队的辉煌战史、岗位的使命责任、前辈的奋斗经历等
成为“下连第一课”的重要内容。通过这特殊的一课，新战友们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归属感、荣誉感
和战位意识，也让理想信念的火种播撒于心田。 ——编 者

下 连 第 一 课

结束新训，终于要下连了。别看我
们身穿“天空蓝”，但送我们去报到的交
通工具既不是飞机，也不是汽车，而是
轮船。

海况变化莫测，大雾弥漫。好不容
易赶上风和日丽的天气，正当我们为起
航后湛蓝的海面、泛白的浪花、盘旋的
海鸥心驰神往时，指导员的一句话却像
冰冷的海浪般将我们“拍”回现实，“每
个人都先吃点晕船药，你们的‘下连第
一课’就是要经历漫长的航行。”

船随着海浪颠簸，初次出海的我们
很快就感到不适，尽管吃了晕船药，但
胃里一直在“翻江倒海”。

看到大家有点萎靡不振，指导员
把我们招呼到甲板上。“万事开头难，
晕船是你们迎接的第一个挑战。我们
海岛兵要想上岛必须先征服这片海。”
随后，他给我们讲起了老班长们的守
岛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官兵住的是海
草房、喝的是苦咸水。海岛上需要开凿
坑道，可那时交通不便利，没有大型机
械，岛上的官兵、居民齐上阵，一锹一铲
挖出了工事。施工所需的水泥、钢筋、
沙石全是从岛外运到码头，官兵再挑起
扁担一筐一筐搬运到工地。
“施工就是打仗”“苦干不苦熬、奉

献有作为”……是前辈们当时喊出的口
号。在官兵不舍昼夜的奋战下，雷达阵
地提前完工，官兵内心深处的“精神高
地”也巍然屹立。

航船不断前行，手机信号一点点消
失，大海与天空仿佛融为一体。一望无
际的海面上，只有小小航船划出的一道
白线。

指导员接着说：“孤独是你们要迎
接的第二个挑战。要想在岛上扎下根，
必须学会以苦为乐。”

岛上的官兵天天与大海为伴。以
前通信手段不发达，大家过着近乎与世
隔绝的生活。听指导员介绍，连队兵龄
最长的老班长是一级军士长彭好奎。
从入伍至今，他像钢钉一样“钉”在岛上
26年，从未动摇。

岛上还有许许多多扎根十几年的
老兵，他们把海岛生活谱写成一首动人
的歌。几十年过去，一代代海岛兵以岛
为家、默默耕耘。如今，崭新的现代化
营房拔地而起，官兵战备训练、生活保
障、文化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连队建
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过几个小时的航行，我们终于远
远眺望到老兵们驻守的海岛。寂静的
海天间，穹顶般的雷达防风罩张开在小
岛之巅。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官兵就一代
接一代扎根在这艰苦、闭塞、寂寞的海
岛，用赤诚忠心编织着守卫祖国海空
的“天网”。

从摇晃的甲板踏上坚实的土地，
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远处连队的战
斗警报声突然响起。“快，跟我来！”指
导员一声令下，我们立刻跟随他飞奔
向山顶阵地。

看着老兵们在各自的战位上，娴
熟操作装备、沉着应对空情，我明白
这是“下连第一课”最重要的一项内
容。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岛兵，就
必须苦练本领、不辱使命。属于我们
海岛兵的“战斗”在登船那一刻已经
打响。

漂洋过海织“天网”
■赵 健 张修山

“走上‘废墟’的那一刻，我更加体会到
拯救生命是多么伟大，我为能成为一名救援
队员倍感自豪……”新兵程相昊激动地说。

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一
场救援综合演练正在进行，“废墟”训练
场上满是忙碌作业的红色身影。训练场
一角，刚下连的新兵们整装待发，一身崭
新的救援服在晴空之下格外夺目。
“我们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正在进行

救援，请各位不要放弃希望。”一架无人机
循环播放着广播从低空掠过。凌空而下的
悬垂索、溅起火花的无齿锯、精巧灵敏的探
测仪，把救援现场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
战场。对多数新兵而言，这样的场景以前
只在电视上见过。不少新兵踮起脚尖，生
怕错过每个细节，看着救援队员们专注的
神态、熟练的操作，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演练结束，指导员陈鹏庄重地说：“同
志们，欢迎加入中国国际救援队，你们刚
才看到的，就是模拟地震环境下开展的救
援演练。现在请跟我一起走上‘废墟’。”

第一次走上“废墟”，不少人感到激动

和新鲜，可刚一挪步，大家就傻了眼：四周
全是残垣断壁，没有一个安全的落脚之
处。身材高大的新兵李思杰说：“我真怕把
它踩垮了。”指导员陈鹏走在最前头，提示
大家：“轻踏慢踩，跟着我的落脚点。”大家
屏住呼吸，一步、两步……战友们互相帮
助，爬上倾斜的楼梯，穿过狭小的通道，终
于站在倒塌的斜楼顶上。走下“废墟”时，
很多人的脸上已挂满了细密的汗珠。

随后，新兵们走进了救援队荣誉
室。映入眼帘的是救援队南征北战的英
雄足迹和满墙的锦旗、奖章。“脱下救援
服，我们是身披迷彩、手握钢枪的人民卫
士。穿上救援服，我们又是无畏逆行的
救援勇士！”指导员讲道。

看着眼前的一项项荣誉，想起演练场
上不知疲倦、身手矫捷的老队员们，新兵
们理解了这一面面锦旗、一块块奖章的背
后，凝结的是每一位救援队员的汗水、勇
气和担当。新兵李思杰说：“下一次走上
废墟，将是一个更加勇敢的我！我一定能
成为一名合格的救援队员！”

走上“废墟”那一刻
■刘 凡 王 爽

“龙泉哨所第一任哨长安玉春，
哨所建成后第一个报名上哨所，儿
子安辉来到部队后，又主动申请到
父亲曾经执勤的哨所，接过父亲手
中的钢枪，在这平凡的岗位上继续
奉献。”新兵下连第一天，新兵们来
到浮雕墙前，教导员李忠意一边介
绍仓库的厚重历史，一边鼓励大家
要向老一辈那样，在这山沟里谱写
新的奉献之歌。
“百余次获得原军区、联勤部、分

部表彰，百余人次荣立二等功……”
看着墙上排列整齐的八块库史浮
雕，新兵们露出崇敬的眼神。在这
个相对封闭的山沟里，很多地方都
承载着荣誉，还有感人至深的人和
事。比如库区那道屹立在群山之巅
的“新长城”。

14年前，为了加强防御能力，仓库
决定在库区山脊上修建一道实体围
墙。因为山高坡陡，材料全靠手搬肩
扛，建设任务十分艰巨。10 余公里，

360余万块红砖，900余吨水泥，4530余
立方沙石……参加过建设任务的警卫
勤务连勤务分队队长张志旺告诉新
兵，这些数字是他们一点一点累积出
来的，围墙上的每一块砖都凝结着战
友们的汗水，有的战友直到退伍前一
天还在工地上。

该仓库领导介绍说，他们筹划的
新兵下连第一课包括多个环节。除
了让新兵真切了解单位荣誉历史和
战斗精神，他们还将组织新兵向军旗
宣誓、学习微党课等活动，引导大家
从辉煌党史、军史和库史中汲取力
量，进一步坚定扎根山沟、奉献军营
的理想信念。

在最近组织的“向新时代卫国戍
边英雄致敬”活动中，新兵卢圣敏听
完戍边英雄“以身许国，寸土不让”
的事迹后说：“作为守库兵，我们虽
然在后方，但同样有一颗赤胆忠心，
面对任何来犯之敌，照样会勇敢冲
上去。”

山沟绽放青春之花
■苏海洋 陶佳鹏

艺 境

在我国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军事题
材在新中国成立前占绝对优势，在新中
国成立后也占很大比重。著名的报告
文学作家中，军旅出身的不乏其人，如
刘白羽、穆青、魏巍等。

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门类不同，不
但不可以虚构，而且不能脱离当代的社
会实践而纯粹表现自我。比如：诗歌可
以有鸳鸯蝴蝶派，有朦胧诗，可以脱离
时空，尽情发挥作者的想象，报告文学
就不可以。具体到军旅报告文学的审
美特点，我想结合我的创作实践，说点
一孔之见。

军旅报告文学之美，美

在它直面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现实问题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反映的是
时代风云。它是以现实矛盾、现实人物
为写作对象，回答读者所关心的现实问
题。报告文学之美，首先美在它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能直面现实问题上。军
旅报告文学的题材是多样性的，但主要
写作对象应该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热
点问题。这并非“题材决定论”，而是“体
裁决定论”和“时代决定论”。反映时代、
干预生活是报告文学这一体裁的本质要
求。每个时代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群
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果不去写群众
关心的问题，写出来也不会有人关心。

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是与钱钢合
作的《蓝军司令》。第一次写，自然谈不上
有什么经验，但既然受到多方关注，就必
有原因。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搅动
了以往演习中一厢情愿的一团死水，“制
造”了一个热点问题。严格地说，上述效
果首先是由“蓝军司令”的新闻报道引发
的，报告文学把新闻的影响进一步放大
了，把新闻人物变成了文学形象。这说
明，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和记者一样有高度
的新闻敏感。事实上，我国许多老一代的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都是记者出身，范长
江、刘白羽、穆青、魏巍等无一例外。在战
争年代，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是不分家
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二者分家了，
乃至有“浅薄的记者，深沉的作家”之说。
其实，深浅与职业无关，报告文学作家如
果没有记者的新闻敏感是断然写不出名
作来的。

在《蓝军司令》之后，我写了不少报
告文学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是先写新闻
报道，然后写报告文学。凡是有点影响
的作品，写的都是现实中的热点问题。
如写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头》（与
钱钢合作）、写装备与人才建设的《好梦
将圆时》等。

军旅报告文学之美，美

在其人物是军中典型的“这

一个”

报告文学是用文学的形式来写报
告，自然就得遵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
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物的个
性化、典型化，即黑格尔所说又被恩格
斯强调的“这一个”。金圣叹在评《水
浒传》对杨志和鲁智深两个人物典型性
格的刻画时说：“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
个人。”杨志和鲁智深都是有几分粗鲁
的英雄人物，只有在高手的笔下，才不
至于写成一个模样。一般来说，军旅报
告文学中的人物应该是阳刚的，但弄得
不好，就可能“千人一面”了。一篇好的
军旅报告文学作品，即使是以写事件为
主的，也必须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
支撑。因为事是人做的，没有人就没有
事。稍有文学修养的人，一般不会犯见
事不见人的低级错误，但因为写不出典
型的“这一个”，致使人物“千人一面”的
毛病比较普遍。要避免“千人一面”，唯
有深入采访和提高文学写作能力。

报告文学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不能像
小说那样虚构，全靠采访来挖掘个性化
的材料，包括个性化的动作、思维和语
言。新闻写作课强调“七分采访，三分写
作”，对报告文学来说，七分采访还不够，
要八分、九分。细节体现个性，而细节是
再聪明的作者也编不出来的，而采访对
象往往不愿谈及细节，这就更需要作者
耐心地仔细挖掘。蓝军司令王聚生在一
次回老家探亲时，曾被人武部门聘请当
教练。他认为这件事“没啥意思”，不想
谈，我就问：“人家怎么想起请你当教
练？是因为认识你吗？”他一笑，说：“那
是因为我闯了祸才找我的。”于是他给我
讲了两个“闯祸”的故事。第一，当地一
段黄河从未有人泅渡，他不顾劝阻，跳下
去游了个来回。第二，有一天，他戴着草
帽，穿着背心、裤衩与几个哥们闲逛，见
一个战士带着民兵在练刺杀。他看动作
要领不对，便上前纠正。谁知人家不买
账，要与他比试。他对那个战士说：“我
先让你三枪，你要三枪刺不到我，我才还
击。”结果，按此规则战了三个回合，他三
次叫对手仰面朝天……这两件事生动地
表现了他独特的性格，正是写报告文学
所需要的。再如，他长期在野外训练非
常艰苦，怎么个苦法？没有细节就不生

动。最后他不好意思地讲出了一个细
节：演习结束回到家里，妻子为他洗换下
来的衣服，发现裤腰上有很多虱子，刚开
始用火烤，怕把衣服烤焦，又改为用开水
烫……虱子这个细节让“艰苦”两个字可
触可感了。

语言的个性化是人物性格个性化的
重要表现。只要留意，就会发现每个人的
语言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采访时不
仅要挖掘个性化细节，还要记录个性化语
言。须知，文学的全称是语言文学。语言
不过关，没特色，就入不了文学的堂奥。

军旅报告文学之美，美

在它表达的思想能引起共鸣

小说中最好不要有一句评论，纯粹
讲故事，报告文学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
很多时候要靠评论来提高它的思想性和
导向性。这是报告文学与小说又一个不
一样的地方。报告文学与新闻一样，不
论西方如何标榜其独立性，它的党性和
功利性其实是明摆着的。写一篇报告文
学作品，是想要表达什么思想？达到什
么目的？这是作者首先要弄清楚的问
题。比如，我写《奔涌的潮头》是要促进
干部制度改革；写《好梦将圆时》是为了
消除那种“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是装备
落后于人才”的误解，唤醒那些自我感觉
良好的人们……报告文学之美，美在它
表达的思想能引起共鸣。做不到这一
点，即使获了奖也谈不上成功。

但是，报告文学不能像写评论和论
文那样来表达思想，而应该是情理交融
的。《蓝军司令》发表后，我和钱钢应复旦
大学《中文自修》杂志之邀，写了题为《气
昌则辞达》的创作体会。其中说：“我们
所以要写《蓝军司令》，是因为久憋在心
中的一股气不吐不快，或者说是一种爱
憎的情感非要宣泄不可。”作者的情感宣
泄应该是理性的，议论是应该带情感的，
理性与情感应该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对
作者的理论功底是一个考验。如果是写
诗，产生创作冲动后就应立即动笔，而报
告文学则不可以，还要对素材好好地消
化，进行理性的思考。写这件事或这个
人物究竟有什么意义（即为什么要写）？
能表达我想表达的思想吗？思考过程中
最好要看看相关的理论、历史书籍，来一
点理论升华。比如在写《中国蓝军》之
前，尽管我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但仍然
要认真用理论武装自己，认真读了数十
篇相关论文，包括军科翻译的美军论文，
最后把蓝军的作用归纳成两句话：“蓝军
的地位和强弱其实是一支军队训练是否
贴近实战的标志，是一支军队训练水平
高低的标志。”

报告文学中的议论可以由作者直
抒胸臆，但最好是“借”文中人物的嘴巴
讲出来。如《奔涌的潮头》中对旧的干
部制度弊端的批判，就是由军区干部部
副部长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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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你95-1型自动步枪

一支，请接枪！”近日，武警江苏

总队宿迁支队某中队为新兵举

行了一场特殊的“成人礼”。新

战友们从获得“极限训练勇士”

奖章的特战队员手中接过钢

枪。他们希望通过荣誉激励、

榜样引领的作用，进一步激发

新战友争当标兵、建功军营的

热情。

“成人礼”
■摄影/文 吴佳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