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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星，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反劫
机中队中队长，被评为第二十一届“中国
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先后荣立一等功1
次、三等功 4 次，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
一等奖”“武警部队中级反恐特殊人才”
荣誉称号，6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3次摘得“勇士徽章”，出色完成 40余次
急难险重任务。2019年，获得第二十三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彭星，平凡的兵，不凡的“星”。14
年的军旅路，他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
战友心中的榜样、“明星”。

战士，青春的选择

彭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兵味十
足，小平头，皮肤黝黑，眼神坚定，肌肉结
实，腰杆挺拔；干练的外表背后是他那颗
炽热的兵心，澎湃的热血，燃烧的青春。

做一名军人，是彭星年少的梦想。
1998年，11岁的彭星看到电视里抗洪战
士在洪水中筑起钢铁长城的一幕，心里
就种下了梦想的种子。18岁那年，彭星
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14 年的军旅
生涯，彭星从反劫机中队一名普通战士
成长为中队长。

当兵是彭星青春的选择，也是他对
爱人食言 10 年的“最美借口”：等我 2
年，等我 3 年，再等我 3 年，再等我几年
……就这样，彭星从18岁的战士变成28
岁的队长。10 年恋爱伴随着 10 年军
旅，彭星成了妻子心中不折不扣的英雄。

如今，已经做了父亲的彭星，经常隔
着屏幕给女儿唱军歌。“选择军人这个职
业就选择了比普通人更多的责任与担
当。”彭星说，“我在最好的青春选择了做
一名军人，就永远要做一名优秀的军人
——这是每名军人不忘的初心与不变的
本色。”

战斗，青春的旋律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对于彭星来
说，军人的青春不只要奋斗，更要战斗。

在新兵连时，一次训练中，彭星看到
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喊着震天的口号从
自己身旁跑过，他被深深吸引了。看着

“反劫机中队”的队旗，彭星心中有了奋
斗目标——到那里去！从此，“特战”二
字就与彭星紧紧联系在一起。

想要成为特战队员，首先要过素质
关。外表看上去腼腆内向的新兵彭星到
了训练场像变了个人。“只要练不死，就
往死里练”成了彭星心中的呐喊。延长
训练时间，加大训练强度，提高训练难
度。早起晚睡加小操，5 公里速度不够

快，就加负重练 10 公里，科目动作不标
准，就以熟胜巧，别人“以一抵百”，彭星

“练百抵一”。
战斗的青春是军旅中最美的旋律。

经过不懈努力，新兵连结业考核，彭星以
综合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顺利进入反劫
机中队，向他的“特战梦”迈出了第一步。

反恐特战队员要想打场漂亮仗，不
仅要拼体力，更要拼智力。反劫机中队
训练科目繁多，习惯争第一的彭星突然
感到压力倍增。在确定了“超同年兵、
比肩老兵、紧追标兵”的目标后，彭星
给自己制定出新的战斗计划——学习、
训练、考核，再学习、再战斗。带着训
练教材到训练场，反复研究，反复对
照，反复纠错，在一次次实战中摸索经
验，先后总结出“模拟推拉套筒法”

“意念集中训练法”。
彭星有一个外号叫“星不怕”。腰扭

伤了，贴几块膏药继续练；手腕脚踝练肿
了，拿绷带扎紧，降低痛感，训练休息后
再松开回回血。彭星的左脚患有甲沟
炎，因为高强度训练，常常出现脓血与鞋
袜粘连，而他每次只是利用间隙，躲进厕
所用酒精进行简单消毒处理。他的付出
得到了所有战友的认可——在同年兵
中，他第一个入党，第一个被选为骨干，
第一批进入教导队，凭借全面过硬的军
事素质，彭星由一名战士成为一名军
官。他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如果
可以，我愿意一直战斗在这里”。

战场，青春的舞台

2012年，从特警学院毕业的彭星再
次以综合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回到反劫
机中队，成为一名特战排长。从一名战

斗员走向指挥员，走向一次次反恐特战
集训营，走向比武赛场，走向一线任
务中。

“武警部队反劫机分队干部骨干比
武竞赛”高手如林。在备战比武的60多
天里，彭星每天身着钢板防弹衣进行“超
负荷 10 公里越野”；为补齐爆发力不强
的短板，他每天在 30 余米高、120 多级
台阶中练习冲刺；为锻炼复杂环境下的
射击能力，他背着枪冲山头、过障碍、踏
火场，不仅要完成，更要完美据枪、瞄准、
射击等一系列动作；为提高“手持防弹盾
牌射击”科目成绩，他把折叠凳当防弹盾
牌练习，一直练到手指流血，指甲脱落。

这次比武，彭星和他带领的特战队
员们从 10 个单位 100 名“高手”中脱颖
而出，一举获得5个科目的桂冠，彭星也
获得个人指挥专业总分第二名，成为名
副其实的“岭南猛虎”。

练为战，战必胜。能够作为武警部
队代表参加“全军特种作战青年军官联
合培训”，是彭星军旅生涯不可磨灭的记
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与各军兵种特
战队员同台竞技的机会，也是一个没有
硝烟的战场。

在陆上比武科目中，彭星包揽了
400米障碍、攀登、城市反恐作战三个科
目的单项第一；在特种作战理论、攀登技
术、极限体能、指挥能力、特种装备运用
等科目中，彭星保持着总评第一的好
成绩。

可是，没有受过正规游泳训练的彭
星，是一只“旱鸭子”，他在武装泅渡科目
中瞬间“傻眼”。于是，彭星又开始与自
己较劲。怕水怕高，他就从高台跳水练
起，第一次跳，他直接上到15米跳台，他
戏称这叫“恐惧刺激法”——越刺激，越

有效。经过一段时间苦练，只有62公斤
重的他瘦到了55公斤。终于，“旱鸭子”
彭星在 3000 米徒手蛙泳和 1000 米武
装泅渡竞赛中逆袭成功，取得单项第
一。在与来自陆、海、空 13 支特种部队
的81名代表竞赛中，他取得了综合排名
第二的成绩，为武警部队争得荣誉，成为
名副其实的特战之星。

如果说比武场上的较量是为了军人
荣誉而战，那么执行任务，就是真的战
场，是生与死的较量。

在广东汕尾“雷霆扫毒”专项行动
中，彭星带领突击队员奉命对贩毒集团
2号人物蔡某实施抓捕。蔡某作为该地
区贩卖毒品重要负责人之一，生性狡猾
多疑，警觉性与反侦察能力很强，稍有不
慎，就会打草惊蛇。

任务中，彭星带领队员荷枪实弹连
续作战30多小时，一举抓获贩毒团伙重
要成员10余人，缴获成品冰毒100多公
斤，半成品冰毒300多公斤，毒资200余
万元，成功完成了这场与毒贩间的生死
较量。

军旅 14 载，彭星几十余次参加全
军、武警部队及总队的比武竞赛，十余次
参加“魔鬼周”极限挑战，奖杯与勋章背
后写满了特战队员的顽强与拼搏；多次
担负春运执勤、博鳌亚洲论坛反恐备勤、
广交会安保执勤、珠海航展反恐备勤、香
港回归20周年反恐前置备勤等任务，一
线任务背后承载着青年军官的使命与担
当；南方冰冻雨雪、深圳光明新区山体滑
坡、珠海台风，自然灾害面前彰显着一名
军人的风采与本色。

军人生来为战胜，彭星和所有青年
军人一样，用青春之我，为人民而战，为
祖国献身。

“长大后，我也要像李叔叔那样，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江西南昌市青
云谱区五年级学生刘琴眼里，29 岁的
李林就像亲大哥，让她感受到了浓浓的
关爱。

李林是南昌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副秘
书长，南昌市青云谱区团委兼职副书
记。2016 年暑假，当地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有个小女孩家中非常困难，便
找到李林，希望能有人帮助她。

这个小女孩就是刘琴。周末的一
天，李林和志愿者一起去看望刘琴一家
人。“简陋的房子里，瘦小的刘琴正在
写作业，身上满是蚊子叮咬的痕迹，脖
子上长了很多痱子……”眼前的情形，
让李林的心情格外沉重。

李林一行人的到来，让刘琴一家人
格外感动和高兴。刘琴的父母几年前从
农村老家来到南昌郊外，以种菜、卖菜为
生，刘琴跟着父母在这里生活读书，一家
人生活得很拮据。李林问刘琴有什么愿
望，刘琴告诉他：想参观南昌市、想去动
物园、想坐地铁。“有些愿望放在普通家
庭不算什么，但在刘琴身上是不容易实
现的心愿。”李林说，做志愿服务，既要有
爱心和兴趣、更要有专业技能和水平，方
式方法上也要讲究精准，既要关心帮扶
对象生活上的需要，更要关注其内心
需求。

第二个周末，李林和几个志愿者一
起，陪刘琴在南昌开开心心地玩了一
天。这之后，刘琴逐渐变得活泼开朗起
来，学习成绩稳步提升。为了更好地帮
助刘琴一家，李林把她的情况发到朋友
圈，并联系“南昌益路阳光”公益组
织，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一名

爱心人士也与她结对，将一对一帮扶刘
琴至高中毕业。

李 林 第 一 次 参 加 公 益 活 动 是 在
2009 年，那年他刚从老家来南昌上大
学。一次偶然机会，他加入了学校的青
年志愿者协会，经常和同学到社区、车
站等人流较多的区域开展公益活动。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协会组织我
们去青云谱区的一所聋哑学校支教。我
们与聋哑学生的交流只能用笔，但上课
时，他们听得格外认真。那一刻我突然
意识到，还有很多人需要我的帮助。”
李林说，也正是这一刻，他萌生了把公
益事业当作职业干的想法。

2013 年大学毕业，李林来到南昌
慈善义工协会做起“专职”义工。刚开
始，义工协会每月600多元的补贴，让
刚入社会的李林感到压力较大。生活方
面不算问题，但来自家人和周围人的不
理解让李林很纠结。“我爸妈开始极力
反对，认为公益可以做，但不能当职业
干，还是要找个踏实的工作。”李林
说。此外，周围的人总认为李林这样帮
助别人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宣传炒作自
己。每当这时，李林总是用“但行好
事，莫问前程”来鼓励自己。看到儿子
从事公益服务，收获了快乐，得到了社
会认可，李林父母的态度转变了。“父

母的理解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让我心无
牵挂。”李林笑着说，现在，每当他把
公益活动的信息发到朋友圈后，远在老
家的父母总是第一时间点赞。

社区、学校、福利院、偏远乡村，
处处留下了李林的爱心足迹，他与志愿
者一道，为残障儿童、农民工子女、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各类
志愿公益服务。从 2009 年加入南昌慈
善义工协会至今，李林的志愿服务时间
近 12000 小时，在许多公益小伙伴眼
里，他是真正的“公益达人”。

李林明白，做公益，个人力量有
限，集体力量无限。为让更多的人了解
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李林开通了个人
微博，解答网友提出的各类问题。他还
考取“中级社工师”，创办南昌益源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探索用社工的专业方
式指导、介入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普
遍化和社会工作专业化相结合。

2018 年 6 月，南昌市志愿服务联
合会聘请李林为副秘书长。在李林和同
事的共同努力下，南昌市志愿服务氛围
日益浓厚，目前，仅在南昌市志愿者服
务网注册的志愿者就达 60 多万人。十
年来，李林以各种方式帮扶的困难人员
不计其数。在他看来，做公益，就是要
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召他人，让更多人自
愿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让更多正能量
传播开来。

“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幸福，我会
一直奋斗在公益事业的路上。”李林说。

以青春之我，为人民而战
——记“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彭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彭星在进行反劫持训练。 唐凌云摄

“ 公 益 达 人 ”李 林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邹文斌

48 岁的李锋是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侯家庙乡大慢岭村
人，13 岁时因患“骨纤维异常综合征”致双腿严重扭曲变形，
被鉴定为一级残疾。

1988 年，18 岁的李锋从北方残疾人技校中医专业毕业
后，回到村里开了一家诊所，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一干就是
30年。

守护乡亲健康
陈晓东摄影报道

“一个人只要始终保持创业初
期的激情和斗志，没有干不成的
事。”多年的奋斗，乔仁蛟感受最深。

1966年出生的乔仁蛟，是山东
莱阳人，从小就爱捣鼓制作点什
么。初中毕业后，他一边干农活一
边谋划创业。1990 年至 1994 年，
他抽玻璃丝织布、经营海绵，很快赚
取了人生“第一桶金”。1995年，他
又增加了沙发、家具的经营，生意虽
然不错，但因为赊销问题，要不到货
款，到 1997 年，乔仁蛟已是债台高
筑，生产难以为继。

怎么办？另辟蹊径才有出路。
乔仁蛟考察市场发现，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消费观念日益
走进人们的生活。“当时莱阳已经出
现了一些硫酸软骨素的生产厂家，
效益很好。我当时也查阅了很多资
料，因为世界上一直没有该产品的
人工合成技术，所以没有替代品。”
乔仁蛟说。

1998 年至 2000 年，为了学习
软骨素的生产技术，乔仁蛟和妻子
去了一家生产软骨素的企业义务打工。这期间，夫妇两人一
边工作，一边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乔仁蛟很快掌握了软骨
素的生产制作原理和生产技术，并于2000年开始创业。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2001年一场车祸给他的事业蒙上
了一层阴影。车祸导致他视神经受损，什么都看不清。

在医院的第 33天，他顾不上医生的劝告、家人和亲朋好
友的劝说，硬是让人把他从医院抬了回来。

他要继续干事业。为了让原料受热均匀，加大油脂去除
率，增加产品产量，提高产品质量，他不断改造设备，改良反应
釜和搅拌桨……拆了改，改了拆。

企业要壮大，环保设施必须跟进。2005 年，莱西市配套
齐全的工业园区吸引了乔仁蛟，他决定定居莱西，并在莱西经
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建起了 37亩的青岛万图明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

他凭借记忆和实践，不断推陈出新。于2014年发明了新
的软骨素制备方法，并取得了国家专利。截至目前，他共取得
24项发明专利。2017年9月，为进一步加强胶原蛋白肽等产
品的研发，公司与中科院成立联合实验室，并取得了全国首张
禽类胶原蛋白肽的生产许可证，填补了国内空白。

“我们未来除了要上市，还要打造莱西首家大型医药联合
体。”乔仁蛟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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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锋（左）在为村民诊病。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李锋经

常忍受着时常发作的病痛，接诊、出诊不分昼夜，尽心竭力为

村里1000多名乡亲服务。

李锋在抓配中药。通过多年的诊疗经验积累，李锋摸索

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多种疑难杂症，不少村外患者闻名

而来。

乔仁蛟（右）在生产车间查看生产情况。 李焕青摄

李林（中）为南昌市松湖镇和平小学学生教授美术课。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