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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刻 准 备 打 胜 仗
——记第 13集团军某旅参谋长黎登贵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第 13 集团军
某旅训练场上一派热火朝天的训练景
象。刚跑完 10 公里的参谋长黎登贵脸上
还挂着汗珠，又要投入下一个环节的训
练中。

坚持高强度训练，让黎登贵拥有超
人的力量、速度和耐力，精通 40 多类武
器装备，掌握 30 多项特战技能。38 岁的
他作为特种兵已不再年轻，但军人的血
性、强健的体魄和毫不松懈的战斗精神
让他时刻等待着祖国的召唤。

立功
2013 年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草原，

36 岁的黎登贵带领 12 名中国特种兵走向
国际赛场。在中国队三人组合射击时，
草原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滂沱大雨说下
就下，让人睁不开眼睛，步枪的钻孔和
防风镜被雨水雾化了。

“这种天气，中国军人敢打吗？”外
军同行投来质疑的目光。

只见黎登贵淡定自若，指挥队友调
整坐标尺，抬头猛吹钻孔，在雾气散开
的瞬间，迅速低头，连发 4枪⋯⋯

“4A!”当裁判员宣布成绩时，外军
队员全体起立为中国队鼓掌。

紧接着是 5 公里侦察兵小道。主办
方临时在最后阶段增设“打捞弹药箱”
这个高难度课目：嵌入 2.5 米深的湖底，
捞运 30 公斤重的弹药箱。几名极度疲劳
的外军队员由于体力不支，下水没多久

就被救生员打捞起来。
再看黎登贵，身背 12 公斤重的武器

装备率先入水，3 名队友紧随其后。他们
经过 10 次出入水面，黎登贵终于摸到弹
药箱，只见他一个漂亮的海豚式蹬地打
腿动作，将沉重的弹药箱拖出水面。裁
判长竖起大拇指：“在黎登贵的带领下，
中国军队团结得就像一个人在战斗。”

经过 5 天 4 夜 230 公里征战，黎登贵
和战友们斩获单项课目 16 个冠军和 5 个
亚军，勇夺比赛总冠军。入伍 19 年来，
他先后 3 次征战国际赛场，创下中国特
种兵出国参赛次数最多、前后跨度时间
最长、参赛队员年龄最大的纪录，以优
异的成绩展示了中国军人风采。

磨砺
按常理，特种兵过了 30 岁就过了

“黄金年龄”，可 38 岁的黎登贵“宝刀不
老”，秘诀是什么？“只要练不死，就往
死里练！”话语虽糙，却透着一股军人血
性。

掀起衣服，15 处伤疤就像 15 枚勋章
镶嵌在黎登贵的身体上。“为了打赢敢拼
命”，黎登贵认为这应是革命军人应有的
品格。

在某边防连队代职的半年时间里，
他攀高峰、跨深谷，靠双脚走遍 600 公
里边防线，战场每一处细节都印在他的
大脑里。为验证高寒山地武装泅渡的可
能性，他多次跳入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

湖泊试验，用生命测量训练数据。代职
归 来 ， 他 搜 集 整 理 的 500 余 条 兵 要 地
志、训练试验数据被旅党委确定为军情
研究范本，2 万余字的战场考察报告成为

“必读教材”。
在高强度的特战训练之余，黎登贵

还学习了 5 门外语。他买来军事外语教
材，常常自言自语地练习发音，在跑步
的时候也带着随身听。

有人对黎登贵这种“自讨苦吃”的
做法很不理解，黎登贵却说：“磨练特种
兵，就是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多掌
握一项本领，就为打赢未来战争多增添
一份底气。”“中国五四青年奖章”、“全
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全军优秀指挥
军官”⋯⋯每一枚勋章都写满了他矢志
打赢的人生追求，“为了胜利，我要永远
前进！”黎登贵说。

练兵
黎登贵认为，战争不是一个人的表

演，一个人也打不了胜仗。只有战斗团
队人人过硬，部队才能真正打赢。

他为提高官兵的实战射击技能，把
训练用的前方固定靶，改为多向隐蔽移
动靶，使人人具备“眼到手到、枪响靶
落”的真功夫；为增强练习的实战性，
他经常带小分队扮演蓝军，探军情、摸
哨卡、抓俘虏，组织开展武装泅渡、多
能射击等对抗性训练；为锤炼官兵的战
斗意志，他把极限体能、“猎人”障碍纳

入日常训练，磨练官兵敢打必胜的决心
勇气。

他还借鉴外军训练法，将教材规定的
炸药包捆法“四横三纵”改为“三横两纵”，
大大提高了爆破时间。他借鉴外军训练
模式创造的数十种手语姿势，让官兵在执
行任务时能够灵活地进行手语对话。

他带出的战士可以边走路边睡觉。
那是 2006 年“爱尔纳·突击”国际侦察
兵比赛最艰难的阶段，黎登贵和队友在
丛林中被“敌人”围追堵截 72 小时，极
度疲惫的他们已经 48 小时没合眼。前有
堵截，后有追兵，每个人都到了生理极
限，必须合理调整恢复体力，才有可能
突出重围。黎登贵当即下令：三人并排
走，两人架着中间的人走，这样，中间
的战士就可以养精蓄锐。就这样，每小
时轮换一次，他们创造了边走路、边睡
觉、边作战的奇迹。

他开展“一专多能”的集中轮训和“升
级过关”的专攻精练，先后培养机降伞兵、
水下爆破等专业骨干 200 余人，探索改进
了特种射击、攀登、捕俘等 13 个科目的实
战技能和训练方法，拍摄制作了 2 部教学
纪录片，撰写的远程渗透侦查作战、丛林
搜救战术运用等 6 篇研究成果，成为军区
特种（侦查）部队的经典教案。

黎 登 贵 带 出 来 的 兵 ， 大 都 身 怀 绝
技、英勇非凡，他先后带出 12 个一等功
荣立者、5 个二等功荣立者、57 个三等
功荣立者，部队连续 12 年被总部评为军
事训练一级单位。

4 月 30 日，广西百色市。傍晚时
分，农业银行百色市分行行长农成群叫
上记者，“走，带你去乡下走走。”记者
很惊讶：“晚上休息时间下乡？别人都忙
着过‘五一’节了。”出于好奇，记者上
了农成群的车，一车 5人，满满的。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我们来到
田阳县那满镇新立村共联屯。5 年前，
共联屯积极建设新农村，村容村貌发生
了很大变化。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农
民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
在村头下了车，一只大黄狗警惕地看着
我们，突然摇着尾巴，晃晃悠悠地从农
成群身边走过。“老朋友了，进村多了，
狗跟我都熟了。”农成群笑着说。

村支书罗朝阳见到我们时，一点也
不惊讶。“刚从田里干活回来，如果你们
早点来，肯定见不到我。”罗朝阳说，现
在正是采摘圣女果的最后几天，农民都
很忙。记者恍然大悟，农成群选择夜晚

下乡，是因为白天见农民要“预约”，否
则见不到。

“3 个金穗惠农通服务点能否满足村
民的转账结算需求？如果需要增加就打
报告，3 天之内我们就会派服务员办理
好。”农成群问罗朝阳。“3 个完全可以
了，前两天一个服务点资金流量就有 10
多万元，方便了村民转账结算。”罗朝阳
回答。

据了解，新立村共联屯共有 56 户人
家，截至今年 3 月，农行百色市分行共
发放贷款 35 万元，主要用于村民的种植
和养殖需要；发放农户金穗惠农卡 56
张，新立村共联屯入户率达 100%，成
为该屯服务“三农”覆盖最全面的金融
机构。为方便群众不出村就能享受到现
代化金融服务，在农资经销点、杂货店
设立 3 个金融便民服务点，布放 3 台金
穗惠农通。

“你们屯共有 56 户，现在家家户户
贷款，搞的都是小规模种植和养殖。能
否选择一两家大户或者经济能人，通过
农行贷款，扶持他们将产业做大，从而
形成规模化效益，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方向。”农成群向罗朝阳建议，“我们
有一款公司+农户的服务产品，农户能
够一次贷款 10 万元，一次授信，随用随
贷。”罗朝阳兴奋地说：“这太好了，这
太好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回到村口的
小卖部金穗惠农通服务点，一个铁架

上放置的 10 多份袋装资料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记者抽出一份，原来是农行

“零售业务主要金融产品推介函”，中
间有农户小额贷款、存贷通、家装分
期产品等 15 种金融服务产品的介绍和
联 系 方 式 。 在 旁 边 的 农 行 宣 传 栏 目
中，第一行就是农成群的手机号码。农
成群笑着对记者说，公布手机号码不仅
便于群众沟通，了解服务“三农”中急
需解决的问题，还便于监督各部门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来操作。“我每天接到村
民的电话不下 10 个，可谓实实在在的
信贷员。”

时间已是 21 点，农成群兴致勃勃
地说，走，再去一个我行重点扶持的种
养大户看看。“普惠制和重点扶持相结
合，这是农行服务县域金融的特点之
一。”农成群一面介绍心得，一面介绍他
们在那满镇的重点扶持对象——广西金
轮生态养殖场。

农成群说，“立体生态”养殖是金轮
养殖场的最大特点，产品不单一，能够
规避农产品市场的不良冲击。现在，上
万亩的基地已初具规模，形成水中养
鱼、水上养鸭、岸边山林养鸡、山坡种
植芒果和牧草的立体种养模式。去年以
来，农行已向养殖场发放 90 万元农村个
人生产经营贷款。

夜幕中，半小时车程后，我们到了
那满镇三同村。小汽车一直往山上爬，
到了半山腰停了下来。原来养殖场散养

的几万只鸡停留在山间的小路上，挡住
了汽车的去向。在司机小心翼翼驱赶
下，汽车又前行了 50 米，到达养殖场
场部。

负责人何少吉兴奋中带有惊讶：“农
行长，你不是 3 天前来过吗，怎么这么
晚又来了？是不是对我们新提出来的贷
款要求不放心？”

农成群笑着说，别人以为银行手握
信贷大权，是客户追捧的“红人”。要
这么简单就好了。其实做信贷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调查借款人及担保人的真实
资信情况。钱贷不出去不行，贷出去收
不回来更不行。“金轮养殖场立体化生
态养殖模式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了，但是
上个月你们提出想再贷款 300 万元种植
中草药的事情一直还没落实，想再来聊
一聊。”

为讨论如何落实 300 万元的贷款，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农成
群提出：“你们取得了养殖场的营业执
照，采取的是公司+农户+基地养殖模
式，我们可以采取给合作农户贷款的形
式解决。养殖场有 36 个农户，每户按规
定可贷款 10 万元，除去 6 个 60 岁以上
的，300 万元贷款不就解决了？”“这种
方式好，‘五一’节后就可以落实了。”
一同前往的农行田阳县支行李星文行长
高兴地说。

夜已深，我们在静谧的夜色中离开
了乡村。

夜 幕 下 的“ 信 贷 员 ”
本报记者 周骁骏

40 岁出头的曾维奋是海南省澄迈县永发镇中心
学校儒林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他克服了身体上的残
疾，将全部的爱贯注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

曾维奋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毕业于海南
省琼台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被分到澄迈工作，但在走
上教师岗位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中，因故导致腰椎骨断
裂。他一度想过轻生，但从小当教师的梦想支撑着他
慢慢站了起来。从站上讲台那天开始，他就恪尽职守、
默默奉献，在讲台上一站就是 13年。

在曾维奋的日记本里，记录着他的老师赠予他的
一句话，“绿叶是平凡的，但绿叶的事业是永恒的，让我
们选择绿叶的事业吧，世界将因此多增添一分春色。”
这句话，他铭记于心。“自己瘫痪后，感觉天都塌了，我
想这一生完了，当时不吃不喝，等待死亡来临。”回想起
20年前的意外，曾维奋心情沉重。

听闻曾维奋发生意外后，爱心与关怀从四面八方
涌来，来自同学、师长、广播电台听众的一声声问候、一
笔笔捐款，让曾维奋感动得热泪盈眶，梦想重新燃烧起
来，“我要走上讲台，我要自己站起来！”

在大家的关怀与鼓励下，曾维奋开始尝试扶着床
沿和窗台练习站立，一遍又一遍，摔倒了再爬起来⋯⋯

1997 年，经过两年的努力练习，他终于能靠自己
站起来了。于是，他想走上梦想已久的三尺讲台。

2001 年，曾维奋如愿成为一名教师，在澄迈南洋
教学点教语文、数学。第一天上课，曾维奋来到仅有一
间破旧瓦房的教室，孩子们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还有
好奇的村民和家长前来围观。曾维奋深知这个工作机
会来之不易，他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用心讲好课，用
行动证明我可以！”

“当时非常艰难，因为身体原因，迈上讲台、如何转
身、如何用单手支撑在黑板上写字都很困难。迈步、转
身、抬手，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都让我满头大汗。”
曾维奋说，为适应教学，他常常在放学后练习动作。

2001 年，医生告诉他，装进他腰椎的钢板已到 5
年期限，该取出了。可是，怕手术耽误上课，他决定放
弃。“我已经荒废了 6 年的光阴，钢板一取可能又要将
事业搁置，恐怕再也没机会上讲台了，我不愿意。”曾维
奋说。

如今，钢板已在他体内待了近 20 年，由于身体排
斥反应，疼痛常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曾维奋仍坚持讲
课，最多时一天有 6 节课。他从不为了自己方便坐着
上课，有时一站就是一天。“实在痛的难受时，我就想办
法转移注意力。”曾维奋说，每次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一
起学习，看着孩子们取得的优异成绩，他就能暂时忘记
身体上的疼痛。

因为努力和坚持，曾维奋很快打消了村民们的顾
虑，开始接受这个腿脚不便的老师，还有村民给他送来
一副拐杖。这副拐杖如今已陪伴他度过 13 年，拐杖的
把手上被妻子细心地缝上了皮革，但由于长期触摸，汗
水浸透了皮革，已留下了两个发黑的汗印。曾维奋的
双手虎口上，也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

2009 年，他被调到儒林小学任教。这里是他儿时
读书的地方，他对这所小学有着深深的感情，对每一个
孩子都倍加呵护和关心。“老师每天拄着拐杖来回教室
和宿舍好几次，上课时一直站着，太辛苦了！”四年级学
生曾梅花说，下课时，大家会主动收回作业本送到曾维
奋的宿舍，主动打扫教室，完成力所能及的事，让曾维
奋少操一点心。

“和他同事 8 年，他没请过一天假，每天都是第一
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他教的学生个个乖巧懂事、成
绩优异，他的教学水平在镇里是出了名的。”儒林小学
校长曾德聪这样评价曾维奋。

“我愿意一辈子当一名教师，为我的学生做‘绿
叶’，希望他们都能够成材，也可以代替我走出去看一
看。”曾维奋说，这是他一生的心愿。

海南省澄迈县教师曾维奋：

为了那份事业
本报记者 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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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在南昌西动车所检修库，邓国洪手持对

讲机与同事交流。

今年28岁的邓国洪是江西南昌车辆段南昌西动车

所专项修组的工长。邓国洪和年轻的机械师们在工作

中不断创新，总有充满创意的“金点子”诞生。邓国洪带

领团队改进 CRH380 动车组主空压机换油作业工序，

通过使用 1.5 元成本的塑料管，将原来耗时 1 个半小时

的作业时间缩短至10分钟。胡国林摄 （新华社发）

“金点子”工长邓国洪

黎登贵是第 13 集团军某旅

参谋长，他坚持高强度训练，精通

40多类武器装备，掌握30多项特

战技能。入伍19年来，他先后3

次征战国际赛场，创下中国特种

兵出国参赛次数最多、前后跨度

时间最长、参赛队员年龄最大的

纪录，曾获“中国五四青年奖

章”、“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

兵”、“全军优秀指挥军官”等荣

誉称号。

人物小传

图① 黎登贵（右）从国际特

种兵赛场载誉归来。

图② 黎登贵（中）带领部队

在海拔 5035米的边境山口巡逻。

图③ 黎登贵带领特战分队

对“敌”指挥中枢展开突袭。

高效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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