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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声

画外音

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前，是一幕

感人的场景：一位老人抚摸着即将入

伍的新战士胸前的大红花，在叮嘱着

什么……

每到征兵季，放眼神州大地，适龄

青年踊跃报名、积极应征，从而实现

自己的军旅梦。看着这位从军的新战

士，我想起习主席的话：“只有把人生理

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

成就一番事业。”

军人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

对祖国的承诺、对人民的责任。在中华

民族的历史上，写满了忠和义，充满着

家国情怀。

“肝胆坚移谷，头颅赠枕戈。”军人

的气魄和担当，从古人的诗词中便可窥

一斑。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在这支光

荣的集体里，荣誉与使命的召唤，热血

与精神的指引，让我们始终洋溢着奋斗

的激情，让报效国家成为一代又一代优

秀青年的梦想。

今天，我们正行进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上，祖国的利益需要军

人来捍卫，发展的成果需要军人来守

护。

铁血男儿从军去，盘马弯弓竞风流！

(王 绪)

这五年·军队体育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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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一旦与拼搏精神相连，就上
升为一种文化。从这个角度讲，军事体
育无疑是强军文化的组成部分。

奥运之父顾拜旦说：“体育对人的
道德发展至关重要，奥林匹克之美可给
人的创新、勇敢、果断、尊严、自信和责
任感等素质以启发。”

体育之于军人、之于军队，有着特
殊意义。全面夯实军事体育根基，广泛
开展群众体育活动，顽强拼搏决战竞技
赛场，着眼强健官兵体魄、凝聚军心士
气、激发战斗精神……党的十八大以
来，军队体育工作焕发新气象。

（一）

因势而有为，鼎新而事成。世界新
军事革命蓬勃发展，战争基本形态加速
向信息化演变，对军人身心素质、意志
品质和体能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新的军事体育训练改革迫在眉睫。

春天，预示着希望。2015年早春时
节，一条有关军事体育训练改革的重磅
消息让官兵无比振奋——原四总部联
合颁发《军事体育训练改革发展纲要
（2015-2020 年）》。“有了抓手，有了遵
循，有了动力……”官兵的话语中，透露
出欣喜和欢愉。为调动广大官兵参加
军事体育训练积极性，《纲要》提出实行
军人体重强制达标、推行军事体育训练
与人事管理挂钩、建立军事体育训练荣
誉体系等配套政策。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纲要》提出的
有关军事体育训练与人事管理挂钩的要
求，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硬性规定”。

就在《纲要》颁发半年后，原总参机
关选调参谋人员集中考核时，体能首次
成为考核内容。11名拟调入机关的干
部，因体能不合格被取消选调资格。考
核由军务、训练部门、军事体育运动大
队专业训练机构共同组织实施，纪检部
门派人全程监督。

在全军，将体能考核作为硬指标
的单位，远不止一家。北京卫戍区原
某防化团机关干部集训考核结束，因
单一课目不及格被勒令补训的人员
中，有 3名是因为体型不合格；海军航
空兵某师 24名因体重超标或不达标的
干部暂缓提升……“这种瘦身，减的是
体重，增的是战斗力！”官兵对这样的
举措拍手叫好。

强军必先强体。从颁发《军事体育
训练改革发展纲要（2015-2020 年）》，
到新修编的《军事体育训练与考核大
纲》在多个部队试点；从训练伤早期综
合防控试点，到“军人通用体质健康评
价标准”开始在部队试用；从全军第一
套士兵健身操正式推广，到两会人大代
表提出“构建符合现代战争特点规律的
体能训练体系”……五年来，军事体育
训练改革蹄疾步稳。

踏着改革的鼓点，军事体育训练呈
现出许多喜人景观。全军首届军事体
育参谋业务培训班上，来自各军种和武
警部队的 120 名兼（专）职军事体育参

谋，参加为期 3个月的培训，他们如同
“火种”在基层燎原；南部战区空军导弹
某旅按照“打仗需要什么样的体能，就
练什么样的体能”的要求，将基础体能
训练融入技能竞赛中，让官兵在训练中
闻到硝烟味；陆军步兵学院在学员中推
行战斗体能训练模式，每周一次战斗体
能 3公里、每月一次 20公里、每季度一
次 50公里。可以看出，军事体育的“靶
心”，牢牢聚焦在能打胜仗上。

（二）

“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习主席给群众体育
工作指明了方向。

对于全军官兵而言，群众体育不仅
能强身健体，还具有教育和娱乐功效，
能密切官兵关系、鼓舞士气、振奋精神，
是推动部队全面建设的有力抓手。

在航天员大队体质训练馆，官兵开
展的体育活动并没有那么神秘。健身
房里，跑步机、划船器、杠铃、哑铃、臂力
器、拳击袋……与城市里的健身馆大同
小异，杨利伟、刘洋、景海鹏等“飞天英
雄”就在这里进行锻炼。

辽宁舰官兵则没有“奢侈”的待遇，
他们想健身，需要在自己身边“见缝插
针”地寻找：喜欢踢足球的官兵改为踢
毽子；力量和肌肉练习，可以选择利用
床铺栏杆进行“单双杠”训练；跳舞毯、
呼啦圈、跳绳、飞镖、射箭等室内项目则
可随处开展。

厦门警备区“海岛钢四连”驻扎在
“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的青屿岛，
岛上没有一块足够平整开阔的场地，他
们靠着“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拼劲和“不
拘一格创新路”的钻劲，琢磨出独具海
岛特色的健身法，组织台阶蛙跳、钻交
通壕、沟壑俯卧撑等活动；原成都军区
驻滇联勤某分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术
文化活动，借助武术锻炼在营区营造出
浓郁的尚武氛围，砥砺了官兵的血性虎
气，强化了部队的战斗精神；装甲兵工
程学院各种文体活动异彩纷呈，十大文
体特色队伍蔚为壮观，操场上常常拳脚
生风、军乐激昂、迷彩交错、鼓声震天；
内蒙古军区某边防连的官兵，在茫茫雪
野组织富有军营特色的冰雪那达慕。

传统项目常开展，新式活动未间
断。武警湖北省总队恩施市支队邀请
湖北民族学院的专家，为官兵量身打造
了融合民族元素和警营特色的棉花球、
抢花炮等体育项目。五年来，瑜伽、棒
球、咏春拳等新式健身项目纷纷落户军
营，让官兵的文体生活有了更多选择。

奥林匹亚阿尔菲斯河岸岩壁上刻
着一段经典名言：“如果你想聪明，跑
步吧！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
你想健康，跑步吧！”军人与跑步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全国马拉松热
潮来袭，部队官兵利用业余时间参加
马拉松赛事的人数与日俱增，一股跑

步热潮席卷军营。

（三）

“更好发挥举国体制作用，把竞技
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
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
正能量。”习主席说，体育强国梦与中国
梦息息相关。

回望来路，军体健儿为国争光的初
心从未改变，他们不停地与岁月赛跑，
在岁月长河中追寻、探索与超越。

不畏艰难、倾力拼搏，军体健儿赛
出军威士气。我军体育代表团参加十
三运会，是困难挑战最多、压力最大的
一次。“成绩来之不易，比赛充满艰辛。”
代表团团长的话一语中的。在这个特
殊的战场上，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充分
发扬我军敢打硬仗的优良传统，不惧强
手、不畏困难，奋力拼搏、勇攀高峰，赛
出了实力水平、打出了精气神。

这五年，军体健儿在奥运会、全运
会和各类军体世锦赛中高奏凯歌，一次
次让五星红旗升起，他们不愧是我国竞
技体育的一支生力军。王治郅、林丹、
廖辉、宁泽涛、李雪芮、焦刘洋……这些
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有的已经离开部
队，但他们都曾是军体一分子，都曾闪
耀竞技赛场。

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说：“我还
年轻，我渴望上路。”军体健儿永远年
轻。决胜世界军体赛场，对于渴望胜
利、希冀体育报国的军体人来说，是一
种重托，一种召唤，更是一种使命和责
任。身着军装面向冉冉升起的国旗敬
礼，是每一个军体健儿最幸福的时刻。

国际军体第 64 届军事五项世锦
赛，我军代表团共夺得全部 6枚金牌中
的 4枚，男团时隔 4年再度捧起“戴布鲁
斯杯”，女团捧起“挑战者杯”，一扫四年
前的阴霾，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军五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党的十
八大以来，军体健儿用“夺金牌、争第
一”诠释“能打仗、打胜仗”核心要求，谱
写了一曲曲壮美的凯歌。

姓军为兵，是军体人不变的追求。
专业体育人才深入基层部队，指导官兵
科学开展体育训练，为提升部队战斗力
服务，是我军竞技体育队伍的优良传
统。八一体工大队每年都组织所属人
员到基层当兵锻炼，与官兵同吃同住，
向他们传授训练技巧；八一军体大队多
次组织军事五项队队员到基层“传经送
宝”，为部队培训体能教官。他们聚焦
赛场夺冠和战场打赢的双重职能使命，
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添砖加瓦。
“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而不在我

们背后。”伴随着申办 2019年世界军人
运动会的成功，我军官兵迎来一个“与
世军会同行”的契机。届时，伟大的中
国将迎来 70 华诞，以优异成绩向祖国
献礼，以崭新面貌向世界呈现，我军体
育工作者肩负新的伟大历史使命。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

天三尺三。”毛主席在长征路上留下脍
炙人口的名句，彰显了共产党人不畏艰
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这份勇气，
同样属于敢闯敢拼的军体健儿。过去
的五年，我们豪情满怀，开创了一个又
一个新局面；未来的五年，我们砥砺奋
进，描绘一幅又一幅新蓝图。

听，出征的号角已经吹响！看，奋
楫的风帆已经高悬！

快马加鞭未下鞍
■武 森

启 程 （油画）

丁 阳作

体育与国防，有着天然的联系。运

动源于生活，但人类长期的军事战争加

速了体育的发展，走、跑、跳、投等都曾是

最基本的战斗技能，甚至还孕育了专门

的军事体育运动。

“军士之所以善战，非但熟于技，亦

必养其力。”中国古代军事类著作《登坛

必究》这样写道。何意？就是说，士兵之

所以骁勇善战，不仅要严格训练增加其

击杀敌人的技能，更要淬炼其体能，才能

将他的战斗力充分释放。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不论在什么时

期，战争的胜负关系到国家或民族的生死

存亡。为了赢得战争，人们在平时就经常

对战争进行模拟，将战争作为一种游戏来

演练，训练士兵的体能和作战技能，为了

将来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击败对手。

体育，就是战争的最好模拟，运动场

与战场只有一步之遥。其实，无论是古

代奥运会，还是现代奥运会，许多项目都

具有明显的军事特征。无怪乎学者们

说：“当今世界流行的马拉松、拳击、击

剑、标枪、摔跤、射箭……无不是原始军

事和战争演变的产物。”

军事催生了体育，当然军队也需要

体育。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它的情

感功能、教育功能、社交功能、锻炼功能

等都是军人所需要的。

在西方社会，军队注重体育，可以追

溯到遥远的古希腊时期。在当时，人们

认为艰苦的训练，能够培养公民坚忍不

拔的品格和承受巨大痛苦的能力，同时

更能锻造强健的体魄。魁梧健硕的公

民，走上战场就是力量的展示，也是国家

实力的象征。斯巴达城邦，便是一个众

所周知的典型。

“用橄榄球来塑造精英”，这个观念

如今被西方很多国家的民众所接受。在

他们的军事教育中，更是把体育作为重

要的主课之一。在西点军校，体育是军

官培养计划的四项内容之一，4000多名

在校生就配备了131名专门负责体育工

作的教职人员。每名西点军校的学员四

年中必须修满8门体育课程，每学年必

须用6周时间进行各种体育训练，而且

必须参加一支校运动队。

“兵坚民固，以勇为本。”《论语》中如是

写道。在我国古代，人们也很早就认识到

了体育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升有帮助。射

箭，可谓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在周

代就被列为当时教育的六艺之一。孔子、

荀子、墨子都是射箭爱好者，不仅身体力

行，还经常鼓励学生参与射箭。

马拉松如今火遍大江南北，跑者都知

道它诞生于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是为

了纪念在希波战争中传递胜利喜讯身亡

的士兵菲迪皮茨，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

道中国古代军营中早就有了自己的马拉

松——元代的贵由赤。贵由赤，是元世祖

忽必烈为了培养士兵的体力和耐力而举办

的赛事，以元大都和元上都为起终点，距离

一百八十里，要求三个时辰跑完全程。

据悉，元代的180里，折合成现在大

约是67.6公里，比全马还多出了一个半马

的距离，要求6小时完赛，难度着实不小，

元军的彪悍可见一斑。因此，元军能够一

路高歌猛进杀进欧洲大陆其实有迹可循。

鉴往知来，我军历来注重体能训练。

毛泽东同志说：“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

之。”1930年4月，红四军军长朱德、政治

委员毛泽东根据红军数年的经验教训，在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中指

出“没有强健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

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因此，“锻炼身体

与增进体力，熟悉瞄准增进射击技能，是

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是“增

进红军战斗力的唯一要件”。

强健的体魄、过硬的体能，不仅是部

队连续作战、战胜敌人的保证，也是抵抗

疾病、战胜艰险的基础。而这些只有在

平时加强体能训练，日积月累，才能达

到。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走过千难万

险，如果没有强大的体能做基础，绝不可

能实现爬雪山、过草地的壮举。

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军人在战场

上生存能力依然跟单兵的体能水平有着

莫大的关联。

和平时期，体育是保持士兵斗志最

好的“磨刀石”之一。在竞技场上，紧张、

激烈的拼搏与战场极为相似，参与者需

要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

脑，并对各种复杂情况做出准确的判断

和快速的反应。在准备打仗的年代，军

人投入到激烈的体育对抗之中，才能保

持虎虎生气和勇猛品格。军队通过体育

锻炼，亦能保持旺盛斗志和强大战斗力。

对于现代国防建设而言，体育的作

用不容忽视。体能是战场的入场券，也

是打胜仗的一个基石。对军人来说，增

强体能既是作战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素

质，也是保证其他素质得以正常发挥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

环。”战场犹如竞技场，但比竞技场更激

烈，因为战场无亚军。

握紧战场的“入场券”
■陈 超 丁远航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牢牢把握党

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作为军体人

应始终坚持以强军兴军目标为指引，

坚持军事体育“姓军为战、服务部队”

的发展方向，坚持创新驱动、科学训

练，坚持发扬“拼倒争第一、站着升国

旗”的体育精神，提升竞技体育水平，

努力展示和维护我军威武之师、文明

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

——八一军事体育运动大队大
队长 邬忠新

5年来，军队体育工作者始终牢

记习主席和军委首长的重托，牢记全

军官兵的殷切期盼，在竞技场上充分

发挥体育“凝聚军心士气，提升部队战

斗力”的独特作用，全面展示改革强军

给军事体育带来的新变化、新面貌、新

发展，展现出了军体健儿的高超技艺

和良好形象，为军队争了光、添了彩，

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八一体育工作大队大队长
朱玉青

强体为强军。无论战争形态如何

变化，军事体育都是军事训练的基础、

部队战斗力的基石。随着时代发展，

军事体育训练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新

修编的《军事体育训练与考核大纲》在

多个部队试点以来，其全面丰富的训

练内容紧贴实战，科学合理的组训方

法让训练效益倍增，从中我们明白了

练什么、怎么练、练多少的问题。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战士
杨成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