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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新华社记者曾涛、王玉山

仲夏时节，苏北某地。
陆军第 12 集团军某特战旅训练场上空，十余名官兵

从直升机上跳下，打开降落伞，在蓝天下绽放出朵朵白
花。类似这样的伞降训练，在这个特战旅已经是家常便
饭。可谁能想得到，这个单位，在 3 年前还是一支摩托化
步兵部队。

3 年时间，如何实现从摩步到特战的华丽转身？

第一步：减编“瘦身”，引进人才

传统作战的步兵单位，编制人员比同级别的特种作
战单位多了一倍多。改特战，多出的人怎么办？

原先归属于摩步旅的炮兵团，划归给别的单位。再多
出来的人，继续分流；实在不能再分流的，那就转业退伍。

“一下子裁掉这么多人，确实难度非常大。”旅政治部
主任李德祥感慨。

光瘦身，身体里却没有特战的基因，怎么办？那就注
入几剂“造血干细胞”吧！

旅党委费尽心思，协调上级机关和相关单位，引进特
种作战各个专业的骨干人才。

王世周，原先是某部侦察营的特战指挥和组训专家，
曾参加赴北约特种兵集训，是全军优秀特战尖子；徐敬
文，原某部无人机工程师，在几类主战机型的操作使用和
维护保养等方面颇有建树；赵洪亮、张俊，曾经是空降兵
某部的优秀教练员，两人伞降次数都在 200 次以上……

如今，在第 12 集团军某特战旅的大力“挥锄”下，他
们被成功地挖了过来。

专家骨干引进了门，原先一抹黑的专业训练之路就
点上了灯。旅里区分专业成立了集训队，几名骨干勇挑重
担，立足现有条件，积极发挥酵母作用，把专业技能悉心
传授给全旅官兵。三年过去，王世周带出来的训练尖子遍
布各个连队，徐敬文带领无人机大队研发了好几套飞行
训练系统，而两名伞降教练也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徒弟。

当然，被请进来的也不仅仅限于王世周等人：外单位
的训练骨干，装备厂家、陆军院校的专家……凡是对专业
训练有促进作用的，这个旅都会下大力气邀请来授课培
训。专业集训队一个接一个，在这个旅基本就没断过。

除了请进来，送出去也是一条好路子。新课目开训前、
新装备入列前，他们都会选派人员到外单位和厂家进行培
训。无人机侦察队班长李勇回忆在厂家学习的情景时，用
了“没日没夜”这个词，为的就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指导。

经过 3 年的精心培育，这个旅的专业人才呈现“井
喷”之势。他们不仅有了一支专业素质过硬、教学能力突
出的骨干队伍，一个个后起之秀也在日常考核和重大任
务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第二步：改观“换脑”，更新理念

“不是穿上特战的衣服、挂上特战的标志，就是特战
队员了。”特战一营教导员胡秀良说，“最难的，还是要把
步兵的思维，更新到特战的理念。”

说到特战理念，二营营长王世周也深有体会。2 年
前，他还是作训参谋，去基层检察训练情况。战士们都在
练得热火朝天，连长却只是站在一旁进行指挥。当王世周
问这名连长为何不一同参与训练时，连长如此回答：“一
直以来，连长都只是负责组织指挥。”

王世周并没作过多解释，只是给连长出了个题目：与 2
名战士协作，翻越一堵 7米高墙。结果，这位连长没有成功。

在步兵单位，通常是班长就能把单位的训练带起来，
排长连长也只是充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不过在特战部队，
讲究的是模块化，营长也可能是模块中的一员，要随小组
遂行作战任务。

这个旅的兵，还真是不好当——— 所有特战课目必须
全部考核合格，过不了就集训，直到过了再放人，再不行
就调整岗位，甚至淘汰。“要进炊事班，先劈五块砖。”上士
顾立保说，在他们特战旅，没有轻松的岗位。

记者在伞降模拟训练场，见到了宣传科长邱小飞，他
正随着一营的官兵在训练。副旅长刘勇介绍，如今，他们
旅不仅仅是基层政工干部要学特战，就连旅领导和机关
干部都要求一人不落，把特战课目训完。

让指挥员参与训练容易，可让他们升级指挥理念却

并非易事。转型之初，连队在战术训练的时候，还是步兵
的老一套———“一班左，二班右，三班中，四班殿后。”

“特种作战是区分火力，按照班组编排，使用的是无
人机、夜视器、大口径狙击步枪等高精尖武器，与传统步
兵作战相差甚远。”旅党委一班人很快认识到这个问题，
他们以担负的战备任务为牵引，加强对作战问题的研究，
借鉴全军一些成熟的特战经验，慢慢让特战思维在各级
指挥员脑子里生根发芽。

三连长潜正是在这个旅当了 5 年步兵后提的干，既
是旅转型的见证者，又是参与者。他说：“现在连里一拨刚
集训回来，另外一拨又要出去，长期在位人数不到三四
十，流动性很强，跟以前手下带着一百多号人完全不是一
个感觉，管理模式也不一样了。”

旅东营区的攀登和射击训练场，在 2 年前还是一片
蔬菜种植大棚。这是前几届党委班子留下的家底之一，为
改善官兵伙食作了不少贡献。特战训练展开以后，旅里毫
不犹豫就把菜棚夷为平地，建起了标准化的特战训练场。

思想理念正了向，部队建设才算起了航。在这个旅，
从普通战士，到党委常委，人人都学特战理论，谈论起来
也是特战话语体系，全旅上下形成了一种学特战、研特战
的浓厚氛围。

第三步：猛练“增肌”，铸就精兵

女子特战班班长杨旭娇左手背上一块暗红色伤疤特
别扎眼。在一次考核中，她在匍匐穿越火障时不慎被烧
伤，可她全然不放在心上，紧接着又把涉水课目完成了。
这个浙江女孩并未觉得伤疤让自己的颜值减了分，反倒
认为这是自己的荣誉勋章。

“组建女子特战班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杨旭
娇之前在集团军某通信团话务班，虽然工作辛苦，却用不
着在训练场上冲锋拼杀，这是很多女兵理想的岗位。从小
听爷爷讲抗日经历的杨旭娇却不这么想：“我要的部队生
活是充满汗水和激情的。”

这个曾经恐高的“90 后”姑娘，现在攀登、滑降、伞降
等都练得得心应手，其它课目更是不在话下。就在今年，
她还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不仅仅是杨旭娇，女子特战班敢打敢拼的“女汉子”
太多了。生理期遇上考核，钱仁谁也没告诉，忍着剧痛划

完冲锋舟、游完一公里，再冲刺到山顶。到达终点时，她
脸色煞白，人都快虚脱了。

为了练胆量，旅里组织女兵比杀鸡。黄安琪第一次
见到血都害怕，现在是能一把抓住鸡脖子，一刀下去割
个大口子，再用手往肚子里一伸，把内脏一掏，翻过来
洗洗，5 分钟不到就解决“战斗”，真的是“杀鸡不眨眼”。

在旅里，大家都开玩笑说，他们是“女兵当男兵练，
男兵当牲口练”。官兵们格外能战斗、格外敢牺牲。

“我们全旅所有特战连队全部都是红军连队，身
体里有着不畏困难、敢于冲锋的红色基因。”旅政委唐
开喜说。

确实，旅里的官兵们真是够拼的！冬天射击，有时
会要求大家在冷水里把手泡得麻木了再拿枪，“谁敢保
证以后战场上你的手一直是温暖状态？”新兵野外生存
训练，让大家抓蛇、吃生肉，夜间行军还专门挑坟地多
的路线。信任射击，让战友在靶标前行走，刚一走过目
标时就得抠下扳机……

特种作战，不仅要敢拼，还得“走心”。
无人机大队，2014 年把两型“宝贝疙瘩”接回了旅。

他们在厂家人员走了之后，主动探索、胆大心细、攻坚克
难，从装备原理入手，练操作使用、研战场指挥、钻情报分
析，短短 4 个月就实现了首飞。不到 2 年的时间里，他们
整理出飞行操纵、维护保养、情报研判等手册 30多本。

某型无人机有理论极限飞行时间，他们科学调整
飞行角度、把握飞行姿态，紧盯着剩余油量，硬是飞出
了比理论值只少半小时的飞行时间，创造了该机型在
全军的飞行纪录。

3 年时间里，这个旅的训练有了质的提高，特种作
战能力实现了从零到强的飞越。不久前，他们参加作战
能力评估，各个课目均为优等。作为新型作战力量，他
们也先后参加了各类实兵对抗演习十余场，打出了实
力、打出了名声。

“草地党支部”、夜袭阳明堡……营区广场，一尊尊
重现部队经典战例和历史故事的雕塑，时刻提醒官兵
们：这是一支根正苗红的红军部队。

80 年前，长征路上那群穿着草鞋、扛着土枪的红
军，哪里能想到，80 年后的今天，他们的队伍会转型发
展成一支现代化的特种作战部队？再过 80 年，这支老
红军部队又会展现出怎样的面貌？

“百将劲旅”：从摩步到特战的华丽转身

▲ 2014 年 6 月 27 日，战士示范穿越火障训练。 （照片由部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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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沙粒

1935 年深秋，茫茫草地上
沼泽密布，年仅 13 岁的父亲追
随大部队走了整整 27 天，因为
长时间在黑水里浸泡，父亲的
脚已经烂了，起初还能一瘸一
拐地跟着部队，但因为好几天
没吃东西，禁不住头晕、肚饿、
脚伤的多重煎熬，父亲掉队了。

天色渐黑，人也越来越少，
父亲越走心中越忐忑，最后，他
索性坐了下来，心想完了，粮食
没有，伤口又疼，什么时候能出
草地也不知道。万一遇上国民
党的骑兵队，或藏人中的反动
家伙，也是一样没命，想着想
着，眼泪开始在眼眶打转……

“小鬼，你是哪个单位的？”

忽然，父亲听到有人询问，他抬
头一看，只见一个拄着拐杖的
人正瞪眼看着他，这人的右腿
已经受伤，不时渗出殷红的鲜
血。不等父亲回答，他已经一把
把父亲拉了起来，父亲发现，在
他们周边，东倒西歪着二十多
个掉队的战士，都筋疲力尽。

“同志们，要咬紧牙关，坚
持到底就是胜利，我是四方面
军二十八团三连副连长。”因为
时间久远，父亲已经不记得那
位副连长自报的姓名，直到后
来多方查探，才知道副连长的
名字叫李玉胜。

山上有一棵四五人合抱不
住的大树，中间都空了，大树周
围有一块较干燥的地方，大家
就在那儿休息，一两个斜倚着
枪，伛着腰，蜷着腿，闷声不响
地坐了下来。听不见往日的歌
声，看不见黄昏的营火，心里沉
甸甸的……

看见大家无精打采的样
子，李副连长发火似地冲着他
们说：“干吗这个模样！铁尺男
儿，怎能垂头丧气！我们要活，
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他给大
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提议
成立临时党支部，“只有团结起
来，靠组织的力量才能把咱们
带出草地，请党员、团员举手！”

大家一致选举李副连长为
支部书记，统计结果出来，29
名伤员中，有 13 名正式党员，
4 名预备党员，6 名团员，父亲是团员，也被编到了
小组中。

“同志们，今夜我们就在这里宿营，现在，我召集
开我们支部第一个会。”父亲说，李副连长讲的不多，
但是意思大家都很清楚，大伙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
但同属于红军这支大队伍；部队按行动方案北上前
进了，我们要努力跟上不能掉队；临时党支部对 29
名伤员统一领导，带领大家先走出草地再赶上队伍。

接着李副连长和几位支委具体分配了任务：找
野菜的找野菜、拾草的拾草、烧火的烧火……父亲告
诉我，那一刻，临时党支部就像那刚点着的篝火一
样，在大家心中燃起熊熊的希望。

从那时起，他们相互扶持，忽然感觉自己又有了
依靠，因为有了副连长这个主心骨，他们又能众志成
城与死神相抗争。

茫茫草地上，危险总是不期而至，但最大的危
险，还是饥饿。

一天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烧水煮野菜，焦急地
等待着李副连长。说是煮野菜，不仅野菜味道难吃，关
键菜叶还少得可怜。但大家都没急着吃，因为李副连
长还没回来。

正在这时，在黑乎乎的天光中，看见他和另外一
人回来了，身上斜挂着枪，还拖着一只死山羊。大家一
下乐开了，真是好多天来没尝过油腥味了，于是又忙得
不亦乐乎，七手八脚地剥开皮洗干净就整只烧来吃。

当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山羊肉的时候，李副连
长却一声不响地躲在一边光吃野菜，被父亲发觉了，
父亲一定要他来吃，李副连长却说：“让伤重的同志多
吃点吧，我还能动呢！”这下更弄得大家也不吃了，后
来还是通信员给他分了一块羊肝，他接了过去啃了
起来，大家才像如释重负似的，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接下来的行军，大家走得精神了些，可到傍晚，
战士小张还是饿晕了过去。

“副连长，小张是饿的，吃羊肉的时候，小张为了
照顾伤病员，吃得最少。”李副连长二话没说，掏出树
叶包裹着的羊肝，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副连长只在
羊肝上咬了几口，趁大家不注意便偷偷藏了起来。最
终，一块羊肝你传我，我传你，还是传到副连长手上。

“草地虽然大，但总有一天会走到头的！”一次休
息，副连长主动和父亲聊上了天，说以前有个飞毛
腿，本事很大，一天能跑好多里，在草地上疾步如飞，
身上负了伤还和敌人作战，副连长的话让父亲充满
了斗志……

终于一天，几个支委带着小组在前面发现了大部
队的足迹，队伍里大家都高兴极了，鼓足精神向着茫茫
无边的草地边沿继续前进。就这样一路走，饿了就吃野
草，过了三天，父亲他们终于在李副连长率领下走出了
草地。

罗沙粒(女)，其父罗玉琪长征时是红四方面军
4 军 10 师的一名战士。

(万学林、陆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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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 12 集团军某特种作战旅是一支与人民军队
同龄的老红军部队，前身由 1927 年 11 月黄麻起义组建
的红 28 团。1985 年 10 月改称为某摩托化步兵师，2003
年 12 月改编为摩托化步兵旅，2013 年 12 月整编为陆军
第 12 集团军某特种作战旅。

战争年代，这支部队先后参加战役战斗 1500 余次。
抗战时期参加了夜袭阳明堡、响堂铺伏击战、百团大战、
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斗，被刘邓首长亲切地称为“太行
山上的拳头、主力中的主力”。

自创建以来，部队先后涌现出“草地党支部”“党支部
建设模范红三连”“军事训练模范红四连”“神炮连”“史玉伦
班”等 17 个著名英模单位和“战斗英雄”李长林、“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胡修道等 60 个英模个人；走出了
王树声、陈锡联、李德生、王近山等 165 位共和国将军。

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和平建设实践中，部队涵养出丰
厚的传统底蕴和鲜明的建设特点。

一是传承“一魂”。锻造形成了“铁心跟党、勇挑重担、
百折不挠、敢打必胜”的旅魂，孕育了“铁心跟党走、一步
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

剑”精神以及“倒也要向前倒”的“上甘岭”精神。
二是升华“两气”。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打头阵，始终

充盈着“压倒一切困难的虎气、战胜一切敌人的杀气”。
三是恪守“三实”。教育激励部队官兵，老实做人、扎实

做事、务实建设，坚持“举步为战、步步为战、全员为战、全

程为战”。
四是坚持“四敢”。党委班子坚持躬身践行“工作标

准敢站排头、廉洁自律敢拍胸脯、较真碰硬敢严规矩、
敬业奉献敢舍名利”的“四敢”精神，在坚持原则中扬正
气、树导向。 (曾宪发、刘家荣整理)

“太行山上的拳头，主力中的主力”

 1937 年 10

月，特战旅前身八

路军 129 师 769 团

夜袭阳明堡日军飞

机场油画。

（照片由部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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