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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航母部队，是一支为
了梦想而战斗的英雄团队，是
海军新型作战力量的代表和海
军战略转型的先锋。近 5年来，
这支部队始终沿着强军目标指
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从无到
有，从近海到远海，一次次突
破了战斗力建设的关键技术。5
年来，海军航母部队涌现出
“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戴明
盟、一等功臣徐汉军、“逐梦海
天的强军先锋”张超、党的十
九大代表曹先建等多名优秀官
兵，完成了纪念抗战胜利 70周
年阅兵、跨区机动远海训练、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
年阅兵等重大任务。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

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

胜仗聚焦。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

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014年 8月 23日，习主席签署命

令，授予戴明盟“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

员”荣誉称号；2016年11月5日，习主席

签署通令,追授张超“逐梦海天的强军先

锋”荣誉称号。习主席的深情关怀，浸

透着对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殷切期望，

英模的血性胆气彰显了大国军人的忠

诚担当,英模的追梦壮举激励着舰载航

空兵部队官兵扬鞭策马，砥砺前行。

如今，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的滚滚洪流之中。对于我们舰

载航空兵部队官兵来说，担起加快

航母部队战斗力生成这份使命，开

拓进取、开创先河是我们每名官兵

的历史责任。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

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

将时刻以探新路、育火种、树标杆为己

任，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坚持以

强军目标为统揽，直面多层次同步建

设、多机型同场组训、多风险相互交

织、多课题流动叠加等复杂局面，遵循

“精准、守纪、零容忍”的舰载飞行铁

律，加大科研攻关，加强技术研究，加

紧练兵备战，苦练精飞，攻坚克难，早日

成为优秀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政委 张中明

黄海某海域，风高浪急，辽宁舰按年
度训练计划进行训练。歼-15战机在飞
行甲板上起降，在我国首艘航母上留下
一道道新的胎痕。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辽宁舰海
上训练正酣。飞行甲板上这一道道胎痕，
镌刻着中国海军挺进深蓝的成长足迹，承
载着中国海军百年航母梦的追梦征程。

2013年 8月 28日，习主席视察海军
某舰载机综合试验训练基地，勉励大家
再接再厉、深入钻研、勤学精练，早日
成为优秀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同一
天，习主席视察辽宁舰，勉励官兵要牢记职
责，不辱使命，早日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力争到二○三五年基本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
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殷殷嘱托牢记心间，如山使命高举
头顶。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我军第一代航母人将奋斗与国
家命运紧相连，把成长与强军步伐共频
率，以昂扬的精神状态表达着对国家发
展和军队改革的信心与热望，传递着对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践行与期许。

血性在“中国高度”

上接续传承

“高耸的舰岛是民族挺直的脊梁，巨
大的甲板是祖国宽阔的胸膛；翻滚的航
迹荡涤着百年的屈辱，战机的轰鸣奏响
了复兴的乐章……”

这，是辽宁舰官兵自己创作的诗《你
的名字叫辽宁》。

2012年 11月 23日，凭着过人的胆魄
和精湛的技艺，“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
员”戴明盟驾驶歼-15战机在辽宁舰成功
着舰、起飞。

凭海临风，回忆当时情景，戴明盟
说：“一个国家和民族要生存，不可没有
雄风锐气；一支军队要打胜仗，不能没有
铁骨血性。”

辽宁舰要形成战斗力，必须有更多
的“戴明盟”。对于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而
言，每一次升空都是一次生死考验。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鸟

儿已经飞过。”从零起步的我军第一代航
母部队官兵将自己青春奋斗的航迹写在
海天之间。

2016年 4月 27日，飞行员张超驾驶
歼-15战机模拟着舰，因飞机突发电传
故障，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失去战友，航母舰载航空兵部队官兵
化悲痛为力量，在挫折中奋起，一批批飞
行员成功取得航母上舰资格认证。

这不仅仅是战斗力建设的接力，更
是精神和血性的接续传承！

今年 7月 10日，与张超同批次加入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队伍的特级飞行员袁
伟，依靠单发驾驶着火的歼-15 战机安
全着陆。

当时，飞机满载油量、高度极低、超
重着陆起火。面对一系列叠加的险情，
袁伟与塔台、僚机密切配合，安全降落。

与这一重大险情仅仅时隔两天，袁
伟又驾驶“飞鲨”翱翔蓝天。

是什么让他们义无反顾、奋勇前行？
2016年 4月，舰载机飞行员曹先建在

训练中身负重伤。手术后，他从昏迷中醒
来，第一句话便问医生：“我还能飞吗？”

为了重返海天，曹先建与时间赛跑
进行康复训练。今年初夏，他参加了新
一批舰载机飞行员首次着舰飞行。此
时，距离他出院仅仅70天。

如今，光荣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的
曹先建正在北京参加盛会。战友们期盼
着他在盛会结束第一时间为大家宣讲十
九大报告精神。

“中国速度”背后挺

立着一个个英雄团队

6 年前，我国对外宣布改建第一艘
航母时，有的外媒声称：“驾驭航母，中国
至少要用10年……”

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学了一门没
有师傅的学科。”辽宁舰首任舰长张峥曾
表示，“全体官兵为应考做好了准备，有
信心为祖国开好航母！”

决定舰载机能否成功着舰的那根阻
拦索，远远看去就是一根细绳。其实，在
它的背后，在飞行甲板下面，是庞大的阻
拦机舱，里面布满了滑轮、液压、控制等
大型设备。科技含量之高，攻关难度之
大，超乎常人想象。

阻拦索只是舰载机着舰起飞的系统
之一。除此之外，航母还有光学助降、起
飞、塔台、着舰指挥、航海等多个系统。
“航母事业是个‘巨系统’，每个人都

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戴明盟感叹：
假如没有海军的大转型大发展，舰载机
就飞不起来。

数千个舱室、上万套设备，面对迷宫
般的钢铁巨舰，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技
术封锁，我军第一代航母部队官兵“从零
起步”。
“前面没有路，那就去闯。”抢着学、

追着问，白天研究、晚上汇总，“航母放鹰
人”、二级军士长张乃刚快速成长，并带
出了多名优秀的起飞站操作员。

和张乃刚一样，所有航母部队官兵

都是昼夜兼程。
为了全面摸清舰体结构、掌握装备

系统，官兵们戴上头盔，打着手电，钻舱
底、摸管路、测数据、画图纸，绘制完成了
上万份装备系统图。在这个过程中，一
大批业务骨干快速成长，成为助推航母
前行的中坚力量。

靠着这股拼劲和韧劲，官兵们驾驭
辽宁舰远航，托举“飞鲨”冲天，提前 3个
多月实现全面接管所有装备，创造了海
军接舰历史上多个第一。

沿 着 航 母“ 着 舰 航

线”奋飞海天

回忆起试飞初期那段日子，戴明盟禁
不住感慨：“别人说摸着石头过河，可我们
没石头可摸，只能一步步蹚水而过。”

斜板滑跃起飞是舰载机飞行员要迈
过的第一道坎。突破心理压力，把握住
入板速度、前轮方向，控制好飞机姿态、
迎角……边学边练，慢慢掌握动作要领，
戴明盟和战友们完成了地面滑跃起飞。

除了斜板滑跃起飞，舰载战斗机飞
行最难的是摸索出一条符合我军特点的
着舰航线。

为了探索着舰航线，戴明盟一次次
飞上蓝天，检验航线的合理性，又一次次
将制订的方案推翻重来。

经过 3年多的试验试飞和数千次起
落，戴明盟和战友们终于飞出了一条适
合中国航母的着舰航线，突破了舰载战
斗机着舰关键技术。

沿着这一路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上舰周期逐步缩短，批次培训的规模扩
大，飞行员技术起点梯次降低，海军舰载
战斗机飞行员改装培养体系基本成型。

5年来，航母部队官兵一路探索，一
路奋进。从渤海到黄海，从东海到南海，
他们边航行边训练，探索合成化、体系
化、实战化的组训方法，开展了全要素的
舰机融合和航母编队协同指挥训练。
“西太平洋我来了！”2016 年 12月，

中国航母编队首次穿越宫古海峡出第一
岛链，驶向更深的蓝。
“香港你好！”2017年 7月，海军航母

编队抵达香港，以独有的方式向香港市
民表示问候。

10 月上旬，欣逢盛会，辽宁舰又一
次驶向大海，开始新一轮实战化训练。

时不我待。在航母部队形成战斗力
和保障力的时间轴上，航母官兵们激情
满怀，航行在洒满阳光的金色航道上，迎
接未来新的挑战。

上图：歼-15舰载机从辽宁舰起飞。
莫小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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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收看完党的十九大开
幕盛况后，第 72集团军某旅一营下士
梁锦宽激动地说：“作为‘王子汉班’班
长，我会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立足本职
岗位续写荣光，再立新功。”

5天前，在全营官兵注视下，原一
连二班班长梁锦宽披红挂彩,从旅领导
手中接过一班班旗，班旗上“人人当汉
子”五个大字熠熠生辉。

该营一连一班，战争年代参加过战
斗上百次。一次战斗中，班长和副班长
身负重伤，战士王子汉挺身而出，代理
班长组织战斗，打退敌人进攻。战后，
王子汉被评为“战斗模范”，荣立一等
功，一班荣立集体二等功，并被上级命
名为“王子汉班”。

改革转隶后，一班的第一任班长因
各项能力突出提干，班长岗位空缺。

谁来当下任“王子汉班”班长？一
营党委研究决定，通过比武的方式选拔
班长，以优异的训练成绩向党的十九大
献礼。

消息一出，官兵们摩拳擦掌。经过
层层筛选，全营海选出的 29名勇士展
开角逐。

匍匐爬过铁丝网、跳进蚂蚁坑、翻

越高墙、跃进深水池、横越天梯……每
名选手都拼尽全力向目标冲刺。经过
一天角逐，19名选手被淘汰。

夜幕降临，钻心的疼痛从脚底传遍
了杨国志全身。他前期比武中骨折的
旧伤又复发了。比武争霸赛是全程淘
汰制，作为一班代理班长，杨国志知道
他能否“转正”就在此一搏了。

第二天一早，10 名勇士再次拉开
战幕！杨国志全副武装咬紧牙关翻山
越岭，通过“染毒地带”、横渡水库、攀登
崖壁……

这是最后一个目标的定位。一条
路要绕山而行，更宽更安全；另一条路
荆棘密布，但近了不少。
“遇险绕道，战场上必定临险无

策！”梁锦宽毅然带头闯进荆棘，大腿被
划开了口子，鲜血直流。最终，梁锦宽
提前侦察到“敌”重要目标，快速呼叫火
力打击，一举摧毁目标。荣登榜首，梁
锦宽当选“王子汉班”班长。

比武争霸赛虽落下帷幕，但渴望光
荣、争当英雄的氛围日趋浓厚。近日，
该旅组织“逐连过”实弹战术考核，官兵
们个个像猛虎一样活跃，考核优良率比
去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

第72集团军某旅一营组织考核大比武——

角逐“真汉子” 佳绩庆盛会
■陈 拓 甘兆楠 何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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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士梁锦宽在400米障碍中翻越高墙。 史亚翔摄

连 线

庆盛会·来自一线部队的报道

庆盛会·把忠诚写在哨位上

“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10月 18日上午，
聆听了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上的报告，
在西北大漠驻训的中部战区空军地导
某旅官兵们热血沸腾，激情满怀。当天
下午，带着这份激情和动力，他们便踏
上演训场开展实战化对抗演练。

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官兵们迅
速抢占阵地，数枚模拟训练导弹起竖，
快速锁定空中来袭目标。此次演练发
射刷新了该旅实战化训练多项“快”纪
录：状态转化快，机动速度快，发射时
间快。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呼唤未来。该
旅官兵叫响“学习大会精神砥砺打赢精
兵”口号，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
情转化为强化打仗本领、有效履行使命
的动力，进驻就打、令出必达。任务指挥
员、该旅参谋长说：“一切工作都必须坚
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我们要通过实战对抗淬火，不断提升军
事斗争准备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强大战略支撑。”
据了解，联演间隙，该旅多次随机

导调、设置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危局险
局，从难从严对抗，锤炼官兵们应对复
杂情况的实战能力。

指挥部联演结束后，该旅立刻针
对演训中存在问题进行精攻专练。导
弹营快速占领阵地、展开装备，雷达营
融合组网牢牢锁定目标，防化小组再
次对战场环境进行勘察。中军帐里，旅
指挥班子召集了一场发射单元与航空
兵、通信等多个体系要素的协同推演，
多条信息流交织，整个战场态势尽收
眼底。

走出导弹方舱已是深夜，西北大漠
室外温度降至零下。刚结束演练的官兵
们不畏严寒、士气饱满，迅速回收装备。

制导雷达方舱内，一级军士长、雷
达技师李学山还在仔细回放导弹发射
画面，研究弹道轨迹。他说：“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就是要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劲头练好手中装备，努力打得精
确一点，再精确一点！”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实战练精兵——

砺兵正当时 岗位铸忠诚
■张 鹤 李 明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官兵组织训练。 李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