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意渐浓，花草芬芳，位于祖国西陲的帕
米尔高原上，暖风裹挟着高山上的雪片从空
中拂过，与四周蓬勃的绿意交织成一副甜美
的画卷。驻守在这里的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
某边防团狠抓春季大练兵时机，充分利用驻
地丰厚资源。通过军民竞赛互提高、联手高
校聘外援和网上健身助成效等形式，多措并
举提升边防官兵的训练质效。

军民竞赛互提高
“预备，跑！”在迈丹边防连训练场 3 公里

起点处，连队官兵和护边员正摩拳擦掌、跃跃
欲试，随着值班员一声令下，参赛人员像离弦
的箭一般飞了出去。

这是官兵和护边员同台竞赛的一个镜头。
以前，连队官兵和护边员是分组训练的。而在
前不久的一次徒步巡逻中，为活跃执勤气氛，一
位护边员向官兵发起了挑战：“这里离连队刚好
有五公里的距离，我们比一比，看谁最先跑到连
队。”筋疲力尽的官兵不甘示弱，与护边员展开了

“生死殊博”。几名刚下连的新兵，最后由于高原
经验不足败给了长期生活在驻地的护边员。

知耻后勇，自那以后，连队官兵逐渐认识
到护边员在高原体能方面的主场优势。为充
分调动连队官兵的训练积极性，连队主官借
用“鲶鱼效应”原理，将官兵和护边员的体能
训练绑在一起，借助护边员高原体能的优势，
激发官兵体能训练的积极性，进而提升连队
官兵整体体能水平。

“第一名：赵志文，11 分 26 秒；第二名……
最慢的用时 12 分 42 秒。”二十分钟过后，在 3
公里终点处，值班员将统计好的成绩当场宣
读，“本次整体成绩较上次提高 18 秒……”取
得这样的好成绩，官兵们纷纷转身给对手护

边员点赞。

联手高校聘外援
“随着海拔升高，空气中的含氧量会逐渐

降低，这也是影响官兵体能提升的重要因素
……”在该团苏约克边防连的俱乐部中，一名
高校体育教师正为连队官兵讲解高原训练的
技巧和方法。

在前期的体能训练过程中，连队主官发
现训练过后官兵体能提升不明显，且训练伤
病居高不下。为解决这一问题，连队党支部
几次尝试改变训练计划和组训方式，但都没
有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官兵的体能水平、提升连
队在组训过程中的科学性，连队党支部积极与
驻地高校结成对子，采取“走进来”的方式，聘
请高校体育专业教员和大学生前来为官兵讲
解训练技巧，为每名官兵量身制订一套高原训
练套餐，从而有效提升官兵的训练成绩。

在教学过程中，连队官兵通过理论学习、实
践感悟、计划拟制等多个步骤，学习高原训练的
科学原理和组训实施办法，改正了之前对高原
训练存在的认识误区。随着将所学内容应用到
实际训练中，连队前期存在的训练伤突出、训练
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网上健身助成效
“连长，我上次线上马拉松跑出了个人最

好成绩，这是我刚拿到的奖牌。”战士马蓉拿
着一块广州线上马拉松的奖牌激动地跟连长
讲道，一旁的战友们也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随着健身手机 APP 逐渐变得火热，该团
玉其塔什边防连的官兵们也紧跟潮流，一时
间比拼健身软件里的成就成了边防官兵们的
课余乐趣。为了充分利用这份热情提高官兵
们训练的成绩，该连主官精心选取了多项健
身内容在连队进行推广，将线上平台的活动
开展到了连队所在的大山之中。

“来来来，今天我就要跟你比一比，这次线上马
拉松我一定要比你的排名靠前。”体能训练前，战士
张瑞荣走到战友马蓉面前说道。此时，两人一同点
开了APP，随着传出的“开始”声冲了出去。

为了方便连队官兵使用健身软件进行训
练，进一步提高了官兵参与训练的积极性和
训练的效果。俯卧撑、高抬腿、间歇跑……如
今训练场上、宿舍里满是利用 APP 进行健身
的官兵，在连队掀起了一波训练热潮。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连

官兵不畏高寒缺氧，采取乘马

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前往某

重要山口执勤点位进行武装

巡逻，闯险峰、翻石滩、趟冰

河、过达坂，加大对高海拔防

区执勤管控力度，确保边境安

全稳定。

图为官兵在边境巡逻。

通讯员 田伟强 刘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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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春分时节，内地已是春暖花
开，而祖国边陲依旧雪裹冰封。

躲过峭壁上的落石，走出大面积
的冰川。在翻越海拔数千米的达板
时，山口阵阵狂风挟裹着冰雪吹打在
女兵的脸上，像刀割般的疼痛。日前，
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 8 名女
兵跟随执勤分队冒着危险、顶着寒风、
忍着强烈的高原反应，深一脚浅一脚
艰难向界碑攀爬。

前不久，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
边防团 8 名女兵联合写下巡逻申请
书，签上自己的名字，摁下红手印向团
首长提出赴边关一线参与巡逻。这批
女兵分别来自福建、山东、河北、辽宁
等地，自去年 12 月到该团以来，一直
在为成为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而努力
拼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8 名女兵
利用下连之际，立下“巡逻到国界、亲
手描界碑、巾帼护边防”的誓言。

为了圆满完成这次巡逻任务，团
里事先为她们做足了“功课”。 短短
的 8 天时间里，女兵们自我增量加压，
在完成连队正常训练外，还将高寒耐
冷、高原防病、抗缺氧等内容纳入到训
练课目中去，每天“戴防毒面具跑步、
增加训练强度、加压开展辅导练习”等
抗缺氧训练穿插进行，一系列训练措
施下来，女兵们预先适应了高原缺氧
环境，虽然女兵们每天都会把自己弄
得筋疲力尽，晚上回到宿舍倒头便睡，
但她们内心兴奋不已，目标离她们也
越来越近。

上边防的前一天，8 名女兵兴奋的
一晚上都没有合眼，脑海中不停地幻
想着边关界碑的雄伟与庄严。第二天
天还没亮，她们便早早起了床，整理个
人装具、领取枪支、登车出发……

踏入连队，走进荣誉室、听讲五星
杨、同浇扎根树。第一堂课便是接受
戍边教育，通过红色洗礼的熏陶，女兵
真切感受到老一辈戍边人的豪迈气概
和新一代高原官兵不畏艰险的忠诚
担当。望着一幅幅艰苦建连的黑白
照片，看着一块块来之不易的镏金奖

牌，听着一个个感人戍边动人故事，
女兵们个个为之动容泪流满面，也更
加坚定了她们扎根边疆、建功西陲的
戍边信心。

不上边防哨，就不算合格边防军
人，不走巡逻路，就不算真正破茧成
蝶，不到界碑，就不算完成戍边使命。
踏上巡逻路，2 公里的冰水路面、6 公
里的雪山达坂，犹如一道道拦路虎横
在女兵面前，她们面对艰难困苦没有
屈服退缩，而是相互鼓劲手牵手一个
一个攻破。在冰面上滑倒了爬起来、
在雪地中陷进去了拔出来，渴了饮冰
雪、饿了啃干粮……一路上，翻雪山、
过达坂、趟冰河，女兵与男兵一样。

“到界碑不到 1 公里多，这里是一
个避风港，你们可以在这里简单地休
息休息，前面海拔更高，路面积雪更
厚，我们过去完成观察任务，回来后，
你们再跟我们一起返回！”虽然是出于
关心，但是女兵们却并不领情。只见
班长程文娟吃力地将已经结了冰的口
袋撕开，掏出一张折叠起来、已经被冻
成冰的皱巴巴的纸，小心翼翼地打开
后，上面 8 名女兵个人与界碑的素描

合影像已经模糊，但是 8 个红色手印
却依然清晰。这是她们在一个月前共
同完成的作品。

“红妆也可护边防，巾帼也要走边
疆！”程文娟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却用
一股异常坚定的口气说出了这句话。

“再给我们五分钟时间，五分钟后我们
一起出发！”森巴提丢下氧气面罩，语
气坚定地跟带队干部刘念术说道。

整理着装、检查武器装备，她们用
意志拖着沉重的脚步又迈进了风雪
中。“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心中充满
了欢乐喜悦，我自豪我成为一名威武
军人……”为了缓解身体的疲惫，她们
一边走，一边唱起了军歌，歌声震荡在
雪山冰谷之间，也振奋起了她们的精
神。好景不长，一条冰河又横在了巡
逻分队的面前，巡逻分队只能小心翼
翼地扶着一侧的山体、踩着光滑的冰
面继续牵手缓慢前行。

“小心！”话音未落，只听到“啪”的
一声，横渡冰河的时候，走在中间的刘
玉椋脚下一滑，趴在了冰上，随后便顺
着冰面开始向下滑去。走在她后面的
张启辰立即上前抓住了她，但是冰面

的抓力很小，在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
来 的 时 候 ，她 们 已 经 滑 出 的 十 多 米
……

紧急时刻，走在最后的战士将一
段一端绑在岩石上的绳子用力丢给她
们，才解除了危机。

经历一段险情后，本以为女兵们
会打退堂鼓，但出乎意料的是她们顶
着寒风紧跟在队伍后面，踏着边防官
兵踩出的脚印继续向前走去……这让
边防连官兵无不钦佩，就这样她们相
互搀扶着、鼓励着，一步又一步挪到了
边界线上。当在距离边界还有一百米
的时候，她们翻过一个山坡，界碑瞬间
出现在眼前。

“前进！”一声口令过后，女兵们仿
佛又焕发了斗志。那一刻，她们所有
的艰辛和疲惫仿佛都被吹散，整齐地
列队向界碑走去。走到界碑前，她们
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感情，快步跑到界
碑前，紧紧抱住界碑，久久不愿松开，
她们小声啜泣着、相互擦着眼角的泪。

清扫积雪、描红界碑、国旗宣誓、
检查边防设施，这些日常的工作换到
界碑前变得异常神圣，她们小心翼翼
的做着，做得很轻、很缓，生怕落下任
何一个环节。寒风中“我站立的地方
就是祖国”那句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
中。离别的那一刻，女兵们依依不舍，
抱着界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斜阳
下，雪地里那一串长长的脚印见证了
她们奉献边关的决心。

上山容易下山难，回去的路依然
艰辛。雪地里，8 名女兵的状态却比
来 的 时 候 更 好 了 、步 子 也 踩 得 更 实
了。8 个小时的艰难巡逻历程，见证
了女兵们对边关的忠诚担当与无私
奉献。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巡逻，但这绝
不会是最后一次，虽然我们的岗位不
在边防一线，但作为一名边防女军人，
保卫边疆安全稳定我们义不容辞，我
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祖国的边防线
会更加牢固。”巡逻回来后，女兵张启
辰在感悟体会中这样写道。

边关兵花“绽放”雪域高原
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首批女兵第一次赴边防一线体验巡逻见闻

□通讯员 刘慎 周超 高绪山

连日来，位于祖国最西端的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大力开
展“读好文、强素质、固边防”活动，大力营造全团官兵积极向上的良好
氛围，培养官兵养成“学、研、用”的良好习惯。

以“精品好文”养为军素养
前不久，该团官兵的手机朋友圈里一条微信推送霸了屏。为推动

身边“精品好文”活动开展，该团结合官兵周末“手机不离手”的现状，利
用微信朋友圈，一连推送出 3 至 4 篇好文章。看到这些推送的文章，各
连队主官不甘落后，迅速抓住机会，将这些文章推送给官兵。

“怕你不甘平庸，却又不去行动！”战士张兴海正兴致冲冲地与另外
三名战友“开黑”时，屏幕上方突然冒出了这句话。激战正酣的他被突
然的打扰弄得有些不高兴，当他扫过这句话时，却对这句话产生了极大
的好奇。于是他不顾“刺激战场”上激烈的厮杀，在其他几位战友的责
备声中，打开了这条推送。

“别在应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还打什么打？”耳边不时传来的
催促声让他有些不悦，但是他还是在看完后把文章推送给了其他几位
战友。

几个战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时愣在那里。于是他们在张兴海
的催促下打开了那些文章，等几人好奇地看完这些推送后，已经到了开
饭的时间。看着几位战友，张兴海感慨道：“或许在军营中，这才是手机
的正确打开方式。”

从此以后，他的抽屉里便多了一个精致的蓝色笔记本，笔记本的扉
页上则是那句带他走进阅读的“别在应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慢
慢的这个曾经在连队号称“吃鸡”战场上的“王者”逐渐隐没，取而代之
的则是带领曾经一众“低头族”深读好文的背影。

渐渐的官兵宿舍里喧闹的“枪”声少了，而轻声的讨论声多了；休息
时蹲在房间里打游戏的少了，坐在图书室里如饥似渴地读书的多了；官
兵中没有营养的玩笑少了，相互之间的请教多了。

用“红色文字”固边关真情
每到星期五，迈丹边防连的官兵都会手拿教学资料、迈着整齐的步

伐走出营区，来到了距离连队不远的迈丹村小学，按照教学辅导计划，
为他们开展国防教育。

像这样的宣讲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自“军读伴我成长”活动
开展以来，该连官兵与当地迈丹村小学结成教学对子，同时结合迈丹村
的实际，号召官兵走进迈丹村传播红色文化、传授致富知识、巩固军民
深情。

走进学校，官兵进入到各自负责的班级后，便开始用学生能听得
懂、易理解、可消化的语言传播全国两会精神，为让学生更直观细致的
了解，还专门制作了讲解宣传板帮助学生加深印象。

与此同时，由另外几名官兵组成的宣传队也在迈丹村中活跃开
来。在一个牧民老乡的家中，官兵和几名柯尔克孜族老乡围坐在一起，
官兵掏出事先摘抄好的惠农惠民政策读了起来，牧民群众越听越有精
神，越听幸福感越强烈，不时传出的啧啧称赞和鼓掌声，吸引了越来越
多牧民加入到学习之中。

“今年团里计划进一步加大力度帮助你们脱贫，继续帮助村里学校
的建设和孩子们的教育……”战士艾克热木将村民最为关心的内容和
该团下一步的扶贫计划向他们进行了细致的讲解。

“如今党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幸福了，感谢党中
央，感谢习主席！”听完关于定点扶贫的内容后，一直在现场认真聆听的
柯尔克孜族老乡托合提开口说了这句振奋人心的话。他之前一直是村
里贫困户，在参加连队在村中开展的读书活动中，他掌握了不少理论知
识和技术，借助该团定点扶贫的机会，加上自己的勤劳和努力，在当地
做起了收购羊毛的小生意，仅去年一年，便让他的家庭实现了脱贫致富
的目标。

你帮我脱贫，我助你守防。如今，迈丹村的越来越多的牧民自愿加
入护边员队伍，自愿为边关稳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向“研读精论”要强军本领
“班长，让我来试一试吧。”指挥自动化办公室里，新兵刘玉椋看着

焦急而又无奈的孟统班长说道。只见，她走到电脑旁，试探性地输入了
一串代码。片刻之后，连队的网络便恢复了与团部的联系。

孟班长惊喜而诧异地说：“你是怎么做到了，快跟我说说。”
“我是在图书室的一本书中看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就随手记了下

来，没想到……”刘玉椋慢声细语地说道。
原来，自去年第一批女兵补充到连以后，当看到连队图书室里每到

休息时间便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时，她们也不由自主的加入到其中。
刘玉椋所在的连队主要担负各类保障任务，由于岗位种类多、技术

要求高，因此通过自学研究学习理论和操作技能就成了该连官兵提高
综合保障能力的一种最为便捷有效的途径。为提高学读效率，该连还
每利用每周二、周四晚上时间，组织全连官兵对近期学到的内容进行讨
论总结，在讨论过程中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改进连队训练和管理
的方式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连队的全面建设和保障能力。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成为我们提高战斗力的有效途径！”这是该
连连长孙旭海经常对官兵说的一句话。在他的鼓励和带领下，“爱读
书、精钻研、提素质”已经成为该连官兵的一种常态。越来越多的官兵
通过精研专业书目学到了专业岗位上的新技术、新方法，从而进一步提
高了官兵的综合能力水平。

读是基础，研是态度，用是能力。该团越来越多的官兵在活动中体
会到读书的重要性，同时更在其中学会了读书、懂得了读书。该团政委
谢建乐在常态开展读书活动部署会时说道：“读书是一种行为，同时也
是一个人不断追求的生活状态，这个活动不仅充分调动了官兵的积极
性，更有效的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巩固了边关安宁与稳定。”

边关“好”读引风尚
□通讯员 周超 刘慎 刘茂斌

春 季 练 兵 正 当 时
——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多措并举提升官兵训练质效

□通讯员 周超 刘慎 白颜玮

界碑前庄严宣誓界碑前庄严宣誓

加强执勤管控
保边境安全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