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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导弹连：战场上，没人关心你的性别！
文/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记者到达第75集团军
某防空旅时，男兵连刚收到
女兵连———陆军首支女子
导弹连的“挑战书”。

“男女兵赛场较量是
‘家常便饭’。”营长王帅对
记者说，“春节前考核，男兵
以微弱优势赢了女兵，女兵
们铆着劲，决心扳回一局。”

上午9时，装备训练
场，比赛战幕拉开。

第一局，导弹装填。
男兵、女兵在装填车旁

整齐列队。“准备，开始！”裁
判员一声令下，号手迅速就
位，装填手刘庆欢手指精确
拨动吊装遥控器，数吨重的
筒弹集装架稳稳升空……

她忘不了第一次实操

训练，筒弹集装架刚刚升
空就差点失误。

“你手上握的不仅是
吊臂，还有战友的生命和
战斗的胜负！”班长冯丽芳
严厉地批评她。

“装填手操作吊臂，各
手指要同时以不同角度和
速度独立操作，还要不断
观察筒弹集装架和战友的
位置。”排长蒋丹青说，“发
射架大而重，加之存在盲
区，稍有不慎，配合吊装的
战友就有生命危险。”

为精准控制吊臂，刘
庆欢用绳子把螺丝刀吊在
吊臂上，一遍遍往矿泉水
瓶口里放，直到练出能用
长达数米的笨重吊臂，稳

稳地把螺丝刀插到瓶中而
瓶不倒的“绝技”。

这一局，刘庆欢力拔
头筹。女兵们比新大纲要
求快了近三分之一时间完
成导弹装填。

第二局，高架天线架
设。

本不是此专业岗位的
副班长符晓瑜主动请缨，
但以五秒之差，惜败一局。

“好惊险！差点输给非
本专业女兵。”虽然赢了，
但男兵选手还是紧张得流
汗。

“战场上，时刻都可能
有战友牺牲，我们必须‘一
专多能’。”中士符晓瑜说，

“我们女兵都是‘全能战

士’。”
在女子导弹连，每名

女兵都有“硬功夫”。
下士邹灿练出了“听

音调平”绝技———遥控操
作放下支腿，不用眼睛观
察，仅凭听声就能判别装
备是否水平。

“相同战位上，女兵遇
到的挑战比男兵多。”上士
林英告诉记者，由于女兵
力量小，装备展开撤收等

“力气活”曾让女兵犯难。
为练力量，她们拼命练体
能，增加饭量，苦练数月，
胳膊和腿粗了一圈。

“战场上，没人关心你
的性别。战斗连队的女兵，
要把自己当男兵！”范文佳

说。
第三局，装备展开。
装备展开的速度，取

决于面板操作熟练程度。
让男兵惊讶的是，女

兵覃春连完全“不按套路
出牌”：不看面板就完成了
操作！

这局，男兵输得心服
口服。其实，覃春连这招是
用教训换来的。

去年，一场夜间考核，
自信满满的覃春连却傻了
眼：为贴近实战，灯光全部
熄灭。“连按键的轮廓都看
不清，更别说操作了！”那
次考核她超时了。

“敌人进攻可不分白天
晚上！”营长的话深深刺激

了覃春连，她把操控面板画
在纸上，带在身边，反复练，
直到练出“盲操”本领。

最终，女兵“二比一”
获胜。

“你能想到女兵连刚组
建时，首批女导弹号手都是
话务员、卫生员、打字员
吗？”王帅对记者说，“许多
人担心女兵不能胜任导弹
专业岗位，结果，她们3个月
熟练掌握专业操作，7个月
打实弹，全部命中目标！”

女子导弹连组建以来，
她们苦练技能，创新战法，
战斗力快速提升。在上级10
余次军事考核中成绩全优，
实弹发射次次命中，创造了
多项全军纪录。

靶标前方竖立一把刀，
30米开外的女狙击手精准
地将子弹打在刀刃上，被劈
成两半的子弹击穿靶标，留
下两个孔。

精通这一绝技的女特
种兵，来自全军首支成建制
女子特种作战连———第82
集团军某特战旅女子特种
作战连。

艰辛

训练场上，女兵们依次
跃起、摆臂扣腕，然后扑
地———练“前扑”。

“这只是热身！”连长杨

彪指着旁边一幢4层楼房告
诉记者，攀登、滑降等课目
训练才是“正餐”。

在连部，陈亚男给记者
展示了以往的训练视频：在
城市反恐演练中，女兵们沿
着大楼外墙飞身而下，破窗
入室，一个背摔迅速锁住

“匪首”喉咙……
谁能想到，入伍前，这

些女兵都是青春靓丽的女
大学生、公司白领，父母身
边的“乖乖女”呢？

蜕变充满艰辛。
连队走廊墙壁上，记者

看到一张训练计划表满满
当当，射击、格斗、攀登、侦

察……男特种兵练什么，她
们就练什么。

“练体能，她们和男兵
一样摸爬滚打，扛圆木、背
沙袋、武装越野毫不含糊。”
连长杨彪说，练技能，女兵
训练强度不输男兵，机降、
驾驶、格斗样样拿手。野外
驻训，和男兵一样搭板房、
住帐篷、风餐露宿，她们从
来吃苦不言苦。

坚韧

“连续多日高强度行
军，脚上磨出了血泡，饥饿、
寒冷、疲惫同时袭来，全身

酸痛。”女兵陈烨向记者描
述自己第一次参加“魔鬼训
练”时的情景。

4天3夜、200公里行军、
30公斤负重、20余个课目演
练……女兵连高标准完成
训练，这让不少男特种兵感
到吃惊。

一次伞降训练，原副指
导员李承钰刚打开降落伞，
就发现由于风速突变，降落
伞操纵绳与伞绳缠绕。她快
速处置，但很难控制下降方
向。着陆后她滚出七八米
远，脸撞到土坎上，那种痛
刻骨铭心。

去年8月一次软梯攀爬

训练中，女兵王敏受伤却浑
然不知，直至训练结束，战
友看到她的迷彩裤被鲜血
染红，她才知自己受伤，从
此小腿上留下两道伤痕。

“训练，哪有不磕磕碰
碰的？”女兵们说，她们不仅
掌握了过硬本领，还磨砺了
坚忍的意志品质。

爱美

“哎呀，我腿怎么又粗
了！”每当试穿便装，穿衣
镜前，姑娘们总难免一阵
阵惊叹。

“我已经快两年没有化

过妆了。”彭双说，虽然头
盔、防弹衣、备用弹药、步
枪、手枪替代了她们的口
红、面膜等化妆品，但哪个
女孩不爱美？

“地方同龄女孩，绞尽
脑汁减肥，我们女兵根本
不用费那劲儿。”机枪手周
士欢对记者说，“因为体
胖，我当了机枪手，第一次
提枪拿不动。几个月训练
下来，体重减了近20斤，身
体更结实了，现在机枪对
我来说就像玩具。”

“虽然皮肤糙了，脸蛋
黑了，但从未后悔当初的选
择。”女兵周琴说。

“为便于大家记忆，我
将动作要领归纳为：一伸、
二转、三投、四蹲……”“90
后”新兵万禹豪讲解完某新
型手榴弹的投掷技巧，听讲
的老兵们就纷纷竖起了大
拇指。

“用语准确，逻辑清晰，
边讲解边示范，丝毫不显滞
涩，听了他的讲解后能对整
个流程了然于胸。”士官教
员李鑫评价。

为啥新兵训上老兵了？
原来，这是无锡联勤保障中
心某教导大队开展军事训
练教学创新，探索培养新兵

担任教学骨干的重要举措。
“这批分来的新兵素质

高，大学生士兵多，完全可
以发挥一下他们的优势。”
大队长方恒继说，“培养新
兵当教练员，既可以给老兵
施训立标准，还能很好锻炼
新兵的组训能力，充实教练
员力量，加速人才孵化。”

功夫从来不是一天练
成的。回想第一次指挥队列
训练时，“00后”新兵王清记
忆犹新：“我们做示范时，有
手脚不同步的，做小动作的，
表情不自然的，用语不规范
的，还有说话结巴的……”

为了有效提高训练效
率，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
力，从事军事训练教学十余
载的方恒继提出授课与自
学结合、讲解与练习结合、
脑力与体力结合、动与静结
合，运用专题授课、评比展
示、考核竞赛、研讨交流等
多样化方式，营造出了浓厚
的训练氛围。

———采取“小练兵、小
组训、小竞赛、小评比”的方
式，既利用点滴时间提高训
练质量，又不加班加点搞疲
劳战。

———轮流组织指挥、训

练、讲评，人人都当管理者、
指挥员，不断提高新兵的心
理素质和临场发挥能力。

———按照“会讲要精、
会做要硬、会教要活、会做
思想工作要实”的标准，安
排人人编写教案，按照个人
思路模拟组训流程、创新教
学方式，而后交流经验，促
进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那段时间，扯开嗓子、
甩开膀子、红脸出汗、大胆
创新已经成为新兵们在训
练场上的常态。“00后”战士
李颖达利用晚上休息时间
背诵教学法，本科毕业入伍

的“90后”战士耿丰泉大胆
提出对某一动作放弃模仿
练习的建议……从下达课
目到总结讲评，从教案编写
到专题授课，新兵们用过硬
的表现在大队树立了练兵
备战的导向。

记者在现场看到，队列
动作、障碍训练、单双杠练
习、自动步枪分解与结合、
手语与旗语……刚一个月，
他们就已经熟练掌握了10
多个共同课目的所有教学
内容，展现出了素质过硬的
教练员风采。

“我们不仅要做到人人

会教学组训，更要争当‘全
能战士’。”耿丰泉说。

新兵登上龙虎榜，让老
兵参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显著提高。“这对老兵们是
个不小的冲击，普遍产生了
能力恐慌与强化能力提升
的意识。”中士刘启灿说，目
前全队比、学、赶、帮、超的
训练热情高涨。

“下一阶段，我们要对
他们展开更复杂的专业课
目的训练，并根据个人特点
与岗位需求，择优选择他们
担任专业训练课目的小教
员。”方恒继说。

女特种兵的关键词
文/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为啥新兵训上老兵了？
文/王逸涛 仇伟杰 周兴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