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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闪电，总是走在时代的雷

鸣之前。军事领域竞争最为激烈、最

具创新活力，尤其需要新思维、新理念

的引领。对一支变革图强的军队而

言，能否做到思想先行，决定重塑转型

的进程，攸关未来战场的成败。

随着我军改革向纵深推进，“实

战、创新、体系、集约、融合”等新理念

深入广大官兵的头脑，成为一股奔腾

不息的“观念洪流”，从而推动着工作

重心转换、运行机制转轨、领导方式转

改。可以说，思路新了，路就宽了，制

胜未来战场的把握也就更大。

然而，强军兴军的事业越是向前推

进，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

临的新风险、新挑战就会越大。如今，不

少官兵移防、交流、换岗，离开那些重犁

深耕的领域、驾轻就熟的岗位，处于挥别

昨日的艰难转身、超越自我的艰难转型

中。有的官兵发自内心地感慨：“我们现

在都是白纸一张，一切从零开始。”

既然站在了新起点上，与其被“推

着动”“拖着走”，不如摒弃守旧观念、守

常思维、守成思想，主动塑造一个“更

新、更勇敢的头脑”。俗话说，不怕慢，

就怕站。如果部队调整了、阵地改换

了、任务转变了，你的心却仍在“原地打

转”，那就需要警惕了。

思想的偏差，比准星的偏差更可

怕；观念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更致

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与朱可夫齐

名的帕夫洛夫大将，由于对坦克的价值

缺乏清晰认识、准确判断，坚持取消坦

克军的编制，结果其统帅的西方面军被

德军坦克部队全歼，29万军人被俘。后

人对此评价：指挥部把部队装进敌人圈

套之前，思想首先装进了敌人的圈套。

“惯性移人，能不慎哉。”如果我们

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该学习的没学

透、该理解的没弄懂，就跟不上改革节

奏、强军步伐，势必重蹈“帕夫洛夫式”

的覆辙。可以说，敢不敢“革思想的

命”，是通向胜与败、得与失、荣与辱两

种截然不同结局的分水岭。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在这个千

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要抢占军事

竞争制高点，掌握战略主动权，就必须

以坐不住、慢不得、等不起的紧迫感，

走好“紧要的几步”，跨过新旧体制转

换中的一道道“坎”，实现思想的“换

羽”、观念的“化蝶”。

正确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当此“三军伐鼓破浪行”之时，广大官兵

都应当主动来一场解放思想的头脑风

暴，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

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用先进的

理念指导今天的训练、准备明天的战

争。如此，才能让步子迈得更大些、让转

型转得更快些，才能聚起新动能、闯出新

天地，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重塑转型 思想先行
■王小磊

秋雨潇潇，一只灰色的钢铁鲲鹏从天空飘然而
至。西南某机场塔台，一名上校目光炯炯，手持话
筒向空中机群发出指令：“Make a mass in forma-
tion, prepare for simulating air delivery.（编队集
结，准备空中模拟投送。）”

这是运-20的一个普通飞行日，熟练运用英语
指挥的是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滕辉。在
滕辉看来，英语指挥是飞行指挥员的一项基本功，
因为他的团队不只是飞越万里关山，他们还要飞出
国门,飞向更高远的天空。
“新装备的升级，必然引发理念的革新、能力的

升级和模式的转变！”作为一名拥有6000多小时飞行
经验的机长，滕辉的改装之旅并不轻松。他带领改
装团队一道，学知识、研机理，针对新装备改装实践
和战场应用，确定了 12项创新课题，展开集中攻关。

部队接装仅 7天，他们就成功完成首飞任务，刷新了
空军新机从部队接装到首飞时间跨度最短的纪录。
“能飞不是目的，善战才是方向！”是滕辉的口头

禅。他带领全团把全程使用、全域投送的要求贯穿新
机改装训练始终，通过融入战术背景、展开跨建制协
同等方法，全面优化组训模式，加快提升训练层次。

在恶劣环境中飞。在低能见度、大侧风、雨雪天候
等复杂条件下，锤炼机组适应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

在逼真战场中练。设置空地火力威胁、复杂电
磁干扰等实战环境，历练战场生存和远程投送能力。

2017年 7月 30日，滕辉驾驶运-20飞越朱日和，
接受习主席检阅。这一刻让他铭记在心，他知道，
运-20的列装，代表着中国空军拥有了空中战略机
动的“利器”。“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战略投送覆盖
到哪里，我们就要飞到哪里！”滕辉的话铿锵有力。

领飞要有最远的视野
■马晓宇 本报特约记者 杨 进

强军兴军这五年·记者手记

强军之声

子夜塞北，寒风凛冽。中部战区陆军某
特战旅夜间战斗行动悄然打响：隐蔽前出，搜
捕、锁定目标，干净利落……这个旅组建不足
半年，便锋芒初露。

从传统步兵到特战精兵的转型路上，该
旅不仅经历了结构重塑，更经历了一场观念
革新的“头脑风暴”。记者翻阅该旅制订的
《战斗力转型建设规划》，从一个个关键词中
探寻发生在这里的转型故事。

“创新”成为转型发展高频词

“第一年创新打基础，部队转型建设有序
展开；第二年创新抓关键，部队转型建设全面
发展……”一份《战斗力转型建设规划》，“创
新”一词竟然先后出现38次。
“部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

貌一新，呼唤着我们观念一新。”旅政委李杏
介绍，全旅上下开展“从传统步兵向特战精兵
转型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大讨论。大家
深刻认识到，在转型中要实现“弯道超车”，就
必须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发展动能，把新体制
的优势释放出来，把官兵的潜能激发出来，形
成大众创新的热潮。

他们运用“大数据”对训练进度进行精准
调控，绘制课目训练时间与训练成绩函数曲
线图，分析总结规律，使训练效益大幅提升；
借鉴“互联网+”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平台，通过
微信群、信息推送台等移动网络终端，构建
“四网”“七群”，形成集军队、地方、家庭于一
体的大教育格局；探索后装保障数字化建设
模式，把信息网络、自动控制和智能识别等技
术引入到装备保障之中，推动军事物联网向
保障精确化、管理智能化、实时可视化、决策
科学化迈进……一项项创新举措正转化为战
斗力建设的倍增器。

前不久，该旅对革新的某指挥系统进行
验证：特战队员进入作战地域，没有像过去那
样伪装侦察，而是利用无人机航拍获取目标
区实时影像，然后由信息运行人员进行数据
分析、比对，研判筛选高价值目标。

目标侦察、数据传输、情报分析、火力打
击等作战环节实现了无缝对接，使信息优势
得以充分发挥。现场组织演练的作训科长孙
晓感叹：“技术创新一小步，战斗力提升就是
一大步！”

“体系”贯穿练兵备战全过程

不放一枪一弹就端掉了蓝军指挥所？
初秋时节，该旅组织的一场特种作战行

动演练出现了不同以往的一幕——
演练中，特战分队悄悄潜入蓝军阵地，深

入到有利位置后，却并没有伺机偷袭蓝军，而
是通过信息终端引导空中、地面火力联合打
击，进行火力突袭行动。
“过去遇到重要目标，我们本能地就想自

己怎么敲掉它。而现在，我首先寻找哪些兵

种力量能支援我，陆航、导弹、火炮哪种火力
更有效！”走下演习场，下士宋立峰得意地说，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新的编制体制更强调
体系支撑，我们每名战斗员背后都有一个强
大的体系。”

一名士兵作战理念的变化，折射该旅抓
建谋战思维的变迁。该旅旅长王子强介绍
说，特种作战力量在作战体系中职能多、地位
重，不仅要把体系的思想贯彻建设全过程，更
要贯注于官兵头脑中。为此，他们在制订《战
斗力转型建设规划》时，把体系的思想体现到
了练兵备战的方方面面。
——搭建作战体系“四梁八柱”。该旅组

织官兵集智梳理出技术体制不统一、系统不兼
容、运用不规范等10余类制约信息系统通联的
关键性问题，一一攻关，联调联试，组网运用；
——明确系统训练规章制度。他们根据

装备系统的性能特点和操作机理，规范信息系
统的训练、管理和使用，制订相应制度和规定，
减少训练中的误操作、乱操作等问题；
——常态化抓好训练落实。全年区分战

备转进、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紧急避险 4个
课题，连每周一个内容、营每月一个课题、旅
每季组织一次综合演练……

动作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一个
个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实在招法，为部队发展
一点一滴积聚合力，推动部队向打赢迈进。

“融合”涵盖单位建设各领域

“开门搞建设，融合促发展。”《战斗力转
型建设规划》的一句话，引起了记者注意：一
支新调整组建部队，门应该朝哪开？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该旅无人机营战士
程卓来到网络学习室，登录国防科技大学“慕
课”系统。程卓原为坦克营驾驶员，部队改革
后，他被分流到无人机营。从“零基础”起步，
他依托“慕课”系统，在线学习无人机原理，网
上模拟无人机操作，成功通过了随堂测验，成
为连队训练骨干。

观念一变天地宽。开门开出了人才培养
新格局：该旅计划3年内与军内外10所高校建
立“互学联训”合作机制，在“慕课”网上教学平
台基础上，结合部队转型实际，提出新专业网络
教学课程设计需求。目前，他们已在线筛选了
浙江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军地院校部分专业
课程，加快了新专业人才培养节奏。
“通过融合发展，许多人才、技术、资源虽

不所有，但为我所用。既缩短了建设周期，又
提升了质量水平。”不少官兵谈到，过去抓部
队搞建设，什么事都想着自力更生，靠自己解
决，结果在部队摊子越铺越大、包袱越来越
重。比如，地方公司早就有了成熟的技术，部
队自己还蒙着头组织人力物力另搞一套，其
结果出力不讨好。如今，国家将军民融合上
升为国家战略，为部队加速发展拓展了路径、
增加了外力。
“一切仅仅是开始。”据该旅领导介绍，下

一步，他们将从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
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等方面，不断丰富
融合形式、拓宽融合范围、提高融合层次，在信
息共享、应急抢险、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多领域的融合，正如《规划》中所写的：“通过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争当改革转型先锋。”

主
动
来
一
场
思
想
上
的
革
命

—
—

从
陆
军
某
特
战
旅
一
份
建
设
规
划
看
部
队
发
展
理
念
新
变
化

■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王
会
甫

高

冰

“你刚来时能睡着觉吗？”
来到陆军某空中突击旅采访，记者常

被一阵阵轰鸣声惊醒。去训练场的路上，
从某高炮团分流到该旅的一位干部笑着
说：这里直升机从早飞到晚，刚来时也不适
应，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作为一支新组建部队，发展之路没有
人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转型故事，
这比“适应直升机轰鸣声”更复杂、更艰难，
甚至更让人有痛感。

“看似驾轻就熟，实则

成了小学生”

采访旅长武自强，不得不在飞行塔台。
“实在抱歉，有飞行任务我就必须来这

里。现在政委在作战值班，其余常委有的
在野外驻训，有的在组织接装，有的在带队
演习。”武自强寥寥数语，勾勒出了该旅火
热的实战化训练场景。

记者之前了解，这次改革对武自强的
冲击较小：除了职务从团长变成旅长外，他
的宿舍、办公室、周围环境都没变。
“看似驾轻就熟，实则成了小学生。”武

自强坦诚地说，“当上旅长后，有战友打来祝
贺电话，可他们不知道我面临多少挑战。”
——专业增多：武自强是有 30多年兵

龄的“老飞行”，熟悉陆航部队几乎所有专
业，然而改革后旅里出现了工兵、炮兵、防
空兵等多个兵种，新增数十个专业。
——任务复杂：转型为空中突击旅后，

自身有了地面攻击分队，指挥员需要考虑
独立完成空地一体的作战任务。
——缺乏经验：空中突击旅是这次改

革的新生事物，没有前人经验供借鉴，平时
怎么训练、战时怎么保障、空地怎么协同等
问题，都需要一点点探索。

武自强这个“小学生”当得非常努
力：20 多本军兵种专业知识书籍，摞在
一起有一尺多厚，自己加班学习背记；
当兵蹲连，他主动到突击步兵连，边掌
握基层实情边学习火炮操作、掩体构筑
等技能……

望着飞翔的战鹰，武自强告诉记者，他
有一个“小目标”：尽快把突击步兵所有的
武器打一遍，装备开一遍。听到这，前来检
查的一位将军表示赞同：在转型重塑的大
潮中，每名指挥员都应该有当“小学生”的
意识，都应该树立自己的“小目标”。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先把自身的‘1’变成‘2’”

峡谷深处，数架运输直升机搭载着突
击步兵，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快速向预定
地域隐蔽突进。
“山区气流不稳，搭载兵力进行超低空

飞行，难度很大。”直升机三营七连连长关
键的话，透出此次演练的惊心动魄。

关键既是连长，也是一名飞行员。谈
起转型重塑，他对记者说：“从陆航团到空
中突击旅，变的不只是单位名字。”
“以前，我们是单一的飞行部队，训练重

心在飞行技术上；而现在，机降破袭、封锁夺
控等战术课目逐渐成了连队训练的‘重头

戏’。”关键告诉记者，连长不仅要选择突击航
线、自主判明情况，还要时刻考虑到步兵战斗
行动，密切搞好协同。

说到这，关键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驾驶
直升机搭载突击步兵训练时的情景。

那天，突击步兵登机后，风向突然发生
偏转。由于飞机载重增加，起飞并非预想
那么简单，关键迅速调整机身，果断采取U
形起飞，这才顺利升空。没想到“意外”才
刚刚开始，飞机悬停，突击步兵从一侧舱门
实施索降，飞机开始摇摆不定，让他一时有
点招架不住……

面对一连串的新情况新问题，关键意识
到：飞行员已不再是单纯飞行的个体，而是
协同作战的一员。走进连队学习室，书桌上
摆满了关于兵种协同、步兵战术等书籍，记
者随手翻开一本，上面作了不少标记。

指着书本上的标记，关键意味深长地
说：“空中突击旅绝不是直升机部队与地面
部队的‘1+1’，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先把
自身的‘1’变成‘2’。”

“我不得不重新思考，

怎么才算是一个好兵”

直升机隆隆的轰鸣声中，绳降着陆的
一名下士干净利落的作出出击手势，其他
突击队员迅疾展开战斗队形……

训练结束，记者找到了这名下士，他叫
王祥宜，是某突击步兵连的一名班长。他
告诉记者，从原来地上跑的步兵摇身一变
成为乘坐直升机的突击步兵，表面看着更
威风了，实则背地里吃了不少苦。
“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怎么才算是一个

好兵。”王祥宜坦言，原来在步兵连打得准、
跑得快、投得远的就是好战士，现在只掌握
这些根本算不上合格兵。

绳降、索降、机降是突击步兵必须掌握
的基本技能。在第一次绳降训练中，王祥
宜由于贴绳太近，面部被磨破，落地时鲜血
已经流到了下颚。

难关何止一个？空中突击旅的战士不
仅要会绳降机降，还要考虑下来怎么打。

读书籍、看资料、查文章，王祥宜发现，
未来的战争不掌握多种侦察手段、不掌握
信息化装备操作使用、不学会识图用图，战
场上机降敌后就是“羊入虎口”。

王祥宜托连长向机关借了一部某型单
兵指挥信息终端，粗大的手指在“豆粒大
小”的按钮上反复操作。操作失误、装备出
现故障、专业术语不懂……王祥宜训练越
深入，遇到的困难越多。
“我真的能成功转型吗？”每到这时，王

祥宜总想起军史馆里的一段记载：解放战
争中，国民党军队在天津构筑了号称“标准
工事”的民权门，却被王祥宜所在部队前身
用时3分钟攻克。
“转型再难，有先烈们杀开民权门难

吗！”回望历史，王祥宜们怎能不奋进向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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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是“全军优秀指挥军官”，所带营曾被上级
表彰为“践行强军目标先进营级单位”，但是由坦克营
营长转为合成营营长，申通一点也不觉得轻松。

部队调整改革后，他被任命为第 75集团军某合成
旅合成二营营长，面对人数翻几番的管理压力和专业
全变换的训练压力，如何带好队伍，申通想来想去还是
只有一条：身先士卒练好新专业！

苦干更要巧干。部队刚刚整编完毕，他就在营里
组织成立手语通信、沙盘堆制、轻武器操作等 8个示范
班，一边外请专业教员带着练，一边亲自带着示范班依
据训练大纲一步步探索，总结出一整套组训方法，打开
了专业转型后的训练局面，做法在全旅得到推广。

今年刚好是申通从军的第 20个年头，从一名普通
战士成长为一名营长，申通历经 10余个工作岗位，始终
勇于突破自己。

2007年，他代表旅参加原成都军区“建制坦克连指
挥军官综合素质比武”，取得综合成绩第一、三个单项
第一的好成绩。2014 年 7月，朱日和训练基地铁甲轰
鸣，时任某装甲旅坦克二营营长的申通指挥头车，带领
全营连续机动27个小时，出色完成战斗任务。

在申通心里，转型要有打铁的劲头，重新淬炼自
己。前不久，二营组织实弹射击训练，突然下起大雨。
考虑到安全等因素，有人建议停训，可申通不为所动。
靶场上枪声此起彼伏，愣是打到凌晨，把昼夜间多种距
离、多种目标的实弹射击课目全部练了一遍。

雨水全程相伴，虽说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全营官
兵都有了雨中射击的亲身体验，总结出了不少实用的
小经验、小招法。

身处改革，申通热情不减、默默耕耘。这不，刚刚
传来喜讯，二营被集团军评为“调整改革先进营”。

转型要有打铁的劲头
■彭 田 林建国 本报特约记者 凌 涛

独立的办公场所，按时到机关上下班，随时向首长
提出意见建议……9月 13日，第 83集团军某旅宣布机
关定岗定编命令，6名士官参谋人员通过 3个月的考察
培训，正式被编入作训、通信保障、人力资源等 6个科
室，行使机关参谋人员职权。

以往，士官生活和工作在基层营连，即使到机关帮
忙也大多是充当管理员负责维修保管，其编制实力也
均在公勤单位。据旅人力资源科科长介绍，随着部队
改革逐步深入，为进一步优化机关力量编成，形成与
“精干化、一体化、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配套的人员
结构，上级为旅机关部分科室增加士官参谋的编制。

新情况就是新挑战。为了真正把士官参谋人员配
强，这个旅研究确定了政治思想、指挥素养、作风形象、
经历经验、文化水平 5个方面选配标准，制定了“个人申
请、基层推荐、公开竞选、任前公示、党委审批”5个选拔

步骤。同时，他们制定了涵盖组训教学、参谋业务、教
育管理、条令法规 4个模块 36个专题的《士官参谋培训
教案》，帮助士官进一步提高参谋能力素质。

有10余年雷达操作经验的上士吴坚经过层层选拔，
从38名预选对象中脱颖而出，成为该旅侦察科首任士官
参谋。上任后，他带领全旅雷达专业技术骨干总结摸索
出《雷达训练 36法》。他兴奋地说：“士官参谋制度让我
感到了新的责任和力量，我一定不负所托勇于担当。”
“这更是部队编制体制和提升战斗力的一种大胆

尝试，也是精简机关的一种思路。”旅参谋长王林认
为，士官大都在基层摸爬滚打许多年，是各个专业的
行家里手，士官参谋必将在机关业务部门中发挥不可
估量的作用。前不久，该旅千里奔赴漠北草原，士官
参谋们走进中军帐，先后提出的 20余条意见建议均被
指挥组采纳。

士官参谋入列首长机关
■胡瑞智 任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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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果断把握历史机遇，重塑设计
军队未来，坚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为全军练兵备战注入了新的动力，三
军演兵场展开波澜壮阔的精武画卷。

图①：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暗夜出击。
图②：火箭军某部大漠弯弓。图③：北部
战区陆军某部鏖战塞外。图④：东海舰队
某部海上砺剑。图⑤：新疆军区某部高原
演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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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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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 ⑤⑤

初秋，浙中腹地，第 72集团军某合成旅与友邻
空军部队携手组织的一场对抗训练激战正酣。只见
旅指挥所内的新型作战力量席位参谋，通过指挥平
台快速下达指令，短短 2分钟，电子对抗群便与防空
作战群一起打出“组合拳”，形成有利的战场态势。
“作战单元‘拧成一股绳’，得益于‘中军帐’里

的新型作战力量席位‘穿针引线’！”硝烟散去，旅长
王秀峰坦言，新型作战力量用不好、不敢用的现象
并不鲜见——去年，一场综合演练在夜幕中悄然打
响，而指挥员拿出的“利剑”依然是本级作战力量，
对于加强过来的电抗、陆航、特战分队不予重视，最
终导致演练败北。

如何将新型作战力量攥指成拳？这个旅在中
军帐内掀起波澜，设立新型作战力量席位聚合新型
作战力量。曾连续 3年参加跨区演习的中士吴国辉

兴奋地说：“过去电子对抗群获取侦察情报信息后，
逐级传递，费时费力，贻误战机。现在有了新型作
战力量席位参谋，战场信息可以快速上报指挥员！”
“这个位置不是谁都可以胜任的。”该旅在百余

名有联演经历的军官中采取素质认证、考核验收、
成绩评定等方式，优中选优，通过层层选拔，新型作
战力量席位参谋持证上岗。以此为契机，该旅大力
培养新型作战力量指挥人才，认真梳理外军联合作
战概念、交战规则和运行机理的汇编资料；组织军
事大讲堂，个人轮流上台对联合作战战役战法进行
讨论；对照联合作战的制胜机理、战斗编组，进行模
拟演练。

如今，该旅进行综合演练，新型作战力量席位
参谋聚合各群战场数据信息，认真梳理并汇总分
析，成为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新“智囊”。

新型作战智囊亮相中枢
■盛洋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