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某海域，风力7—8级，阵风
9级，浪高4—5米。去年12月底，海
军一艘潜艇突发险情。

险情就是命令。南部战区海军
某防险救生支队一艘远洋拖船听令
起航，高速驶向事发海域。拖带过
程中，对前来援救舰艇有一点要求
至关重要，那就是操舵，一是要使
7000吨的远洋拖船在巨浪中保持正
确的航向，二是要与被拖带潜艇保
持安全距离避免发生碰撞。在如此
恶劣的海况下，这对拖船操舵兵是
一个不小的考验。驾驶室里，一名
女兵凝神聚气，一边在舰艇巨幅摇
摆中寻找身体的平衡点，一边根据
指挥员口令将舵不差分毫地旋转到
正确的刻度。

这名操舵的女兵叫原超慜，中
士军衔，现为该防险救生支队某新
型拖船操舵兵，2013 年 9 月从河南
农业大学应征入伍，多次赴远海执
行援潜救生搜救任务。

一份征兵宣传单改变了选择
1994年出生的原超慜，是一个敢于

追逐梦想的女孩。2012年 9月，她考入
河南农业大学。“读完本科再考研，然后
找一份好工作……”刚入大学校园的原
超慜就对自己的人生有了规划。然而，
一份海军征兵宣传单让原超慜重新选择
自己的人生。那是大二上学期，当地武
装部在大学里进行征兵宣传，这点燃了
她内心一直埋藏着梦想：当一名英姿飒
爽的女水兵！

经过两天的考虑，原超慜拨通了父母
的电话。没想到的是，父母居然很爽快的
同意了她的想法，他们也希望女儿能到部
队接受锻炼，变得更坚强。但如果知道女
儿两年后的决定，他们当初可能就不会这
么爽朗的同意女儿做出的这个选择了：服
役完两年义务兵役的原超慜，做出了继续

服役的决定。这让父母始料不及，也让大
学同学感到意外。

原超慜初心不改。2015年 9月，凭
借优异的表现，她顺利套改士官，被授予
海军下士军衔。“如果选择退伍，我将永
远离开部队，离开军舰了！在海军部队，
我一样可以成才！”原超慜说。

入伍后的原超慜，学习训练十分刻
苦。在新兵训练基地，她在完成每天的
训练科目外，还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加
班学习专业。2014年 8月，原超慜以全
优成绩被分配到远洋救生船刘公岛船，
成为近万吨级大船上的一名操舵女兵。

虽然满心欢喜，但一个个考验却摆
在了原超慜的面前：晕船，上船第三天，
恶劣的海况就让原超慜吐得一塌糊涂，
在军医的建议下，她卧床休息了三天；第
二个考验就是实作，恶劣的海况、复杂的
海面形势，让她有点措手不及。

原超慜不服输。为了早日走上战
位，新兵之初没有安排值班任务的她，却
坚持跟班训练，一个更次、两个更次……
原超慜一天跟班四五个更次成为常态，
一天下来，全身酸痛脚也肿了，但原超慜
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早日能像班长那样，
驾驶战舰出海！遇到恶劣天气，原超慜

仍然坚持跟班训练，她随身带着一个小
桶以备晕船呕吐，吐完又继续铆在战位
上。从当初的天旋地转到如今自信徜徉
在波峰浪谷间，原超慜说，靠的是一股子
信念，如果当初动摇，说不定现在还会像
同一批上船有的战友一样，风浪大了仍
然会晕船。

“六分仪”“四大绘算”“相位”“潮汐”，
这些都是一名优秀的操舵兵必须具备
的。原超慜虚心向部门领导和班长请教，
并反复进行实际操作训练。功夫不负有
心人。原超慜成为了第一个走上战位值
班的新兵，并很快成为了技术骨干，各种
航海保障装备信手拈来，能算能用。原
超慜也由此开始驾驶大舰闯大洋。

深海大洋，书写别样人生
2016年 2月，一架坦桑尼亚军机在

训练中失事坠入大海，向中方请求援
助。原超慜所在的刘公岛船听令起航
执行搜救打捞任务。救援现场，搜索、
定位、布场、下潜，每一步都要求对舰艇
实施精准操作，面对陌生海域，原超慜
提前做了充分准备，对坦方提供的洋
流、潮汐以及风力风向都了然于胸，重
复指令清晰明了、操作精准无误。经过

11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坦桑尼亚失事飞
机成功被打捞出水。原超慜的专业操纵
水平获得了外方一致好评。

原超慜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兵而感到
特殊，相反，她什么脏活累活和危险的工
作都和男兵比着干。海上驾驶小艇是一
件十分辛苦和危险的工作，原超慜主动
要求学习驾驶小艇。不论是烈日还是恶
劣海况，原超慜总是跟训在一线。功夫
不负有心人，原超慜通过严格考核，获得
了操纵小艇的资格。一年来，原超慜数
十次驾驶小艇完成海上搜救任务。

精湛的操舵水平让原超慜处置各种
突发险情游刃有余。一个夏天的晚上，
刘公岛船航行至某繁忙水道，各种商船
渔船穿梭航行。突然，一个舵机失灵，情
况危急，正在航行值更的原超慜一边汇
报，一边切换成手动操舵，这对操作手提
出了更高要求，但原超慜还是顺利完成
了任务。

2018年 5月，某新型远洋拖船列装
该支队，原超慜作为操舵专业的技术骨
干被挑选到新船上工作。她和班里的
骨干一起，一边制定操作章程，一边梳
理在训练期间装备存在问题，并梳理出
3类11个问题反馈给厂家，为后续同型
船的定型生产奠定了基础。那段时间，
作为代理班长的原超慜，带领全班舰员
加班加点进行训练，班里人人在最短时
间成为了合格职手。

海上对潜艇实施救援，有两点至关
重要：一是母船的精准定位，二是与潜艇
实施无缝对接。今年年初，一场援潜救
生演练在南海某海域举行，原超慜稳稳
地操作，各种动作一气呵成，成功对潜艇
进行了救援。

如今，在训练之余，原超慜仍然坚持
学习自己的大学课程，与大学老师和同
学保持交流。“在这片蓝色的大海，在这
艘军舰上，我能寻回我在大学失去的东
西。”原超慜如今谈起自己当初的选择，
仍然不后悔：在大洋也能成长成才，这样
的青春才更有意义！

2018 年 9 月，原超慜经过层层考
核，又一次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军旅生涯
中第二轮套改，被授予海军中士军衔，
继续选择在海军部队服役。

原超慜驾驶小艇执行任务原超慜驾驶小艇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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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炮对海实弹射击主炮对海实弹射击。。 李维李维 摄摄

原超慜：心随战舰一起走
□ 通讯员 黎友陶

本报讯（通讯员李维）“一级反
海盗部署。”急骤的铃声在深圳舰和
运城舰同时响起，各舰按照方案迅速
行动，对可疑海盗目标进行处置，舰
载火力组迅速奔向预定地点，做好随
时支援的准备。近日，南部战区海军
某驱逐舰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在南海
某海域组织大强度、不间断、多科目
的实战化训练。他们最大限度地贴
近实战设置情节，从难从严完成了
编队主炮对海实弹射击、大舰救生、
多方式占位补给等科目。海上期
间，他们还组织支队部分航海干部
海上集训，有效提高了部队打赢能
力和官兵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严格训练强基础
紧贴实战谋打赢

——海军某驱逐舰支
队组织多科目训练

前不久，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
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出动前通电
检查显示“飞机火警系统报故”。机
务二中队特设分队长李龙峰使用官
兵自主设计的某型专用检测设备，很
快判明故障原因并维修成功，确保了
飞行训练如期进行。

“要是在以前，判明故障至少要
两个小时。”李龙峰感慨道，发动机外
置机匣空间有限，检测时万用表难以
触及内部所有设备部件，以前他们都
是采用在万用表笔头一端缠上保险
丝伸入器件进行检查的“土办法”，耗
时又费力。

“阻碍战斗力生成的‘绊脚石’必
须清除。”为提高维修效率，该旅积极
组织官兵发挥个人技术优长，利用课
余时间对各类维修工具进行自主创
新和改造。一场“小发明、小创造、小
革新”活动在全旅上下迅速展开。

瞄准靶心，精准发力。他们成立
技术攻关小组，定期组织技术创新交
流研讨，激发官兵创新革新灵感；建
立健全技术革新激励机制，设立“创
新达人奖”，引导官兵在练兵备战中
积极发现问题、勇于创新；定期邀请
院校、工厂专家来队开展可靠性评审
和技术援助，安排创新项目负责人到
外单位学习交流，为创新实践提供智
力支持。

群众性创新实践热潮涌动，推动
战斗力建设水涨船高。据悉，目前该旅
已有十余项自主革新成果投入使用，
提高了战机维护质量，部队实战化保
障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据解放军报）

十余项革新成果
助力战机升空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甜美的童声，通过视频飞越万里，传
到中国。这是黎巴嫩提尔市法语国际精
英学校汉语班的学生们正在通过视频连
线与中国惠州市第七小学的学生们一起
演唱中国儿歌。

10日，在中国第17批赴黎巴嫩维和
建筑工兵分队的组织下，黎中两所学校首
次通过网络视频开展跨国文化交流活动。

去年11月，中国维和官兵应黎巴嫩
这所学校的邀请，开始到该校开设汉语教
学班。经过半年努力，汉语班成为该校的

“明星班”，受到当地师生和家长热捧。目

前，该校共开设5个汉语班，有100多名学
生。此次，为检验教学成果，中国维和官
兵们组织了这次视频连线活动。

活动中，两校学生相互进行自我介绍、
表演才艺。在提尔市法语国际精英学校的
现场，黎巴嫩学生们演唱了本国民歌、表演
了本国传统舞蹈等。而在惠州市第七小学
现场，中国学生也为黎巴嫩学生准备了书法
展示、武术表演、民族歌曲演唱等精彩节目。

活动现场气氛活泼热烈，双方学生兴
趣十足，互动频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在互动环节，提尔市法语国际精英
学校的学生伊莎贝拉给中国学生朗诵中

国古诗《登鹳雀楼》，她发音标准、流利，赢
得了惠州市第七小学学生们的热烈掌声。

随后，双方学生同唱《找朋友》等中文
儿歌。同时，大家还制作了精美的卡片，
并一对一结成对子互赠礼物。中国维和
官兵将利用今年5月轮换交接的机会把两
校学生的礼物送到对方手中。

提尔市法语国际精英学校所属的法
黎教育与文化协会秘书长弗朗西斯·阿兰
说：“在中国维和部队的帮助下，我们学校
有机会与中国学校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让
文化相遇、让语言碰撞，让学生们能更近
距离了解中国、学习中国。”

据悉，自去年11月以来，中国维和建
筑工兵分队共派出各类教员10余人，坚
持每周到学校授课，同时每月开展一次文
化交流活动，包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
国武术以及中国美食制作等。

中国第17批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队
政工副队长说，“作为维和官兵，我们肩负
维护和平的重要使命。同时，我们也利用
这个机会当好中国文化使者，积极到当地
学校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并探索建立两国孩子交流的平台，让两国
友谊和文化交流能够在孩子们身上得到
延伸和传承。” （据新华社）

跨越万里的歌声
——记中国赴黎维和部队为中黎学校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等文件的要求，《湛江市南珊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二
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报告书）已编制完成,现将报告书信息
向公众公开，并征求意见。

（1）报告书全文查阅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全文可通过链接 http://www.

debaoenv.com/Down.aspx?id=60 查阅，或
前往我公司查阅纸质版。

（2）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 众 意 见 表 网 址 ：http://www.de⁃

baoenv.com/Down.aspx?id=59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本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

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4）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

提交公众意见。
（5）起止时间和联系方式
公示 10个工作日，即 2019年 4月 2日

至2019年4月17日。
单位：湛江市南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先生
联系电话：13817973776
邮箱：592968497@qq.com
联系地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

街道青南村委坡头仔村

湛江市南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湛江市南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二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告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关注未成年人
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微信平台微信平台：：

湛江日报湛江日报 湛江晚报湛江晚报 湛江新闻网湛江新闻网

ZJRBS

湛江日报社
创文工作小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