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震：用必胜信念守护战旗

7 月底的一天，在豫南某野外
训练场，中部战区陆军第 83 集团
军某旅正在组织多个实战化课目
考核。

指挥部的帐篷里，闷热难耐。
参谋部作训科参谋王震正在梳理
演练情况。“我们始终坚持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矢志精
武强军， 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
仗能力。 ”王震说。

“‘杨根思连’ 是我们的英雄
连队，‘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
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是我们的

老连长杨根思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发出的战斗宣言。 60 多年来，‘三
个不相信’ 的精神基因深植于代
代官兵的血脉， 已成为这支英雄
部队的制胜密码。 ”王震说，“无论
是训练还是执行任务， 我们常常
喊响老连长杨根思的战斗宣言，
用‘三个不相信’精神激励自己，
锻造‘逢敌亮剑、亮剑必胜’的尖
兵铁拳。 ”

王震 1988 年出生于商丘市
虞城县。2007 年 7 月，王震大学毕
业参军入伍。“军人生来为打胜
仗，当兵就要当第一。 ”王震的人

生信条是，不论做什么事，要么不
做，要么就做最好。

2015 年至 2018 年，王震担任
“杨根思连”连长，是该连队第 29
任连长。 其间，他带领连队圆满完
成跨区对抗演习、 军委临机战备
拉动、 南苏丹国际维和等重大任
务，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1 次、二
等功 2 次、三等功 1 次。 王震被集
团军表彰为“强军精武标兵”“优
胜指挥员”， 荣立二等功 1 次、三
等功 1 次。

2015 年 12 月，王震率领连队
官兵赴南苏丹朱巴执行维和任
务。“那是一段血与火的艰难岁
月，‘杨根思连’官兵置身战乱，直
面生死， 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
军人的铁血担当。 ”在南苏丹执行
维和任务的一年经历， 仍然清晰
地刻在王震的脑海中。

在南苏丹维和战场上 ，面
对大规模武装冲突， 王震带领
连队官兵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
“人在阵地在” 的铮铮誓言，受
到了联合国官员的高度赞扬，
王震被授予联合国三级“和平
荣誉勋章”。

2018 年 6 月， 王震被调整到
参谋部作训科任参谋， 面对新岗
位、新要求，他刻苦学习，凭着不
懈努力， 很快成为作训科的骨干
力量。

精壮的身材、黝黑的皮肤、刚毅的眼神，走在街头
的人群中，候国领的军人气质出众。 8月 8日，记者在
周口见到了回家探亲的陆军第 82集团军某合成旅侦
察营副营长候国领。

“走进军营，是因为我的父亲。 ”候国领首先向记
者谈起了他儿时的军旅梦。出生在河南省鹿邑县一个
普通农村家庭的候国领， 父亲是中国第一批武警兵。
深受父亲的影响，他儿时的梦想就是穿上军装保家卫
国。

2004 年，候国领参军入伍，他所在部队前身是素
有“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既然来到‘铁军’，就
不能给部队抹黑，我告诉自己必须努力拼搏，刻苦训
练，练就一身过硬本领。 ”

候国领刚入伍时，训练成绩只是中等水平，但他
坚信苦练出精兵。别人轻装跑 5公里，他就穿上 15 公
斤重的沙袋跑；别人晚上练习“3 个 100”，他就加量 2
倍以上……有付出就有收获，入伍第二年，他获得了
全师武装越野 5 公里、轻武器射击、武装泅渡和抢占
制高点 4个项目第一。 由于成绩优秀，候国领被选中
参加 2009年的“安德鲁波依德”国际特种兵比武。“当
时我感到使命在肩，一定要为国争光。 ”候国领说。

比武项目难度非常高，其中有一项是直升机 350
米侧门低空跳伞，跳伞过程中，坠空时间只有 6 至 7
秒，伞具极易被直升机尾翼击中，风险很大。

通过刻苦训练，比武当天，候国领在风雨交加的
天气中，凭借过硬的技能和心理素质，准确降落在指
定地域，拿下了这一项目的金牌。在比武对决中，候国
领与队友越战越勇， 最终以绝对优势勇夺 13 个比赛
项目中的 8个单项第一， 创下开赛以来多项新纪录，
被参赛的外军称为“神奇之队”。

2013 年年底， 候国领被任命为侦察营侦察连连
长。 上任时，首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一个血性
军人，希望你带出一个血性连队。 ”他牢记嘱托，坚持
从难从严摔打锻炼官兵的意志， 武装越野最少 10 公
里，40 米山地攀登不能超过 50 秒……高强度的训
练，使他所带的连队整体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在他的指导下，队员们的成绩不断提高。 2016 年
和 2018年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中， 候国领带领队员
连续两次打破射击比赛纪录， 特别是在 2018 年的比
赛中，参赛队员在满环 120 环的情况下，以 116 环的
绝对优势取得了第一名，他也因此被俄罗斯国防部保
障局授予“最佳优秀教练”称号。

候国领先后参加军事比武 36次， 参加国际军事
竞赛 5 次，在国际赛场上获得 14 枚金牌、23 枚奖牌，
获得“国际特种兵竞赛先进个人”“陆军首届‘四有’新
时代革命军人标兵楷模”等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 2
次、二等功 2次、三等功 6次。 当兵十五年，候国领拼
了十五年，并用一腔铁血书写出传奇。

彭铁柱：当兵就要当好兵当标兵
“稍息，立正，向左转，向后

转……”7 月 31 日上午， 从义马
市人武部训练基地传来一阵阵响
亮的口号声， 身着迷彩服的民兵
们正在烈日下开展队列、投弹、卫
生救护、 伪装车辆等课目的军事
训练，他们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

“练为战、训即战，我们要发扬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锻
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的基干民兵队伍。 ”义马市人武部
部长彭铁柱为大家加油鼓劲。

“我们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
把单兵战术基础训练、 伪装与防
护、 卫生与救护训练等课目作为
重点，进一步强化基层民兵‘兵’
的意识、‘兵’的责任。通过一系列
正规军事化集训拉练， 有效提升
队伍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集结、
快速反应、快速处置能力，达到平
时应急、战时应战、一专多能的目
的。 ”彭铁柱说。

29 年的军旅生活，历任战士、
机要参谋、机要科长、机要处长、
人武部部长， 彭铁柱历经多个岗
位， 一连串闪光的履历见证了他
冲锋的足迹：荣立二等功 4 次、三
等功 1 次；荣获“全军机要专业训
练标兵”称号；2015 年，参加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仪式，被
徒步方队指挥部评为优秀领队；
义马市人武部被省军区表彰为军
事训练先进团级单位。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
军人。当兵，就要当一块经得起锤

炼、受得了敲打、耐得住打磨的好
钢。 ”1990 年，彭铁柱怀揣着梦想
参军入伍。 凭着不服输、能吃苦的
意志和韧劲， 他很快在同批兵里
脱颖而出。1997 年 9 月，在原济南
军区组织的“创纪录、上史册”活
动中，彭铁柱打破军区纪录，并荣
立个人二等功。

为掌握更多的现代化军事知
识， 彭铁柱常常伏案学习到深夜，
并撰写了 10 余本军事理论读书笔
记。 2008年，彭铁柱负责组织并参
与新一代机要专业训练大纲部分
专业训练题库的编写任务，完成了
新大纲试训论证报告的修改完善
和上报工作，他独立修编的两本机
要专业教材在全军推广使用。 2015
年，他带头组织研制的机要专业战

术训练仿真系统， 被评为军队科技
进步三等奖。 2016年，在陆军组织
的机要专业训练创纪录活动中，他
被表彰为陆军机要专业训练尖兵。

2017 年， 彭铁柱交流到省军
区系统工作， 担任义马市人武部
部长。 他迅速转换角色，带领人武
部干部职工和广大民兵预备役人
员，积极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抢险救灾维稳，受到了地方党委、
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誉。

当兵就当好兵、精兵、标兵，这
一直是彭铁柱的不懈追求。 从军 29
年，他在每个岗位都干得出彩。在金
灿灿的军功章和红彤彤的荣誉证书
背后，彭铁柱流下的有汗水，更有泪
水甚至鲜血。 他用优异的成绩诠释
了“当一个好兵”的报国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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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国领：
用铁血书写传奇

出彩

（本版稿件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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