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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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回顾总结过去

五年工作时，对有效遂行反恐维稳重大

任务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作

为武警特战分队的“国家队”之一，雪豹

突击队官兵在收看大会直播时，莫不感

到欢欣鼓舞，更感到重任在肩。

习主席强调：革命不怕死，怕死不

革命，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血

战到底，这是人民军队的信条。在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中，这样的信

条将指引我们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有

我无敌的血性尖刀也将越磨越利。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英雄志士用鲜

血和生命擎起党旗，陈树湘扯肠就义、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明志、黄继光舍身

赴死……气壮山河、令人敬仰。一代又一

代革命军人传承这种血性气魄基因，面

对强敌敢于亮剑、面对危险一往无前、面

对生死决不退缩，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树立了一座又

一座丰碑，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先烈精神耀千秋，传承更有后来

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应当

主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把

培育血性作为提升战斗力的硬指标来

完成，在战斗训练中锤炼血性，在完成

任务中迸发血性，在履职尽责中培育

血性，在攻坚克难中呈现血性，只要党

旗所向、人民所需，都能赴汤蹈火、以

身许国，做到大义面前豁得出来、强敌

面前硬得起来、苦难面前挺得过来、关

键时刻绝不犹豫，以血性尖刀永不卷

刃的姿态练兵备战，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中，担当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血性尖刀永不卷刃
■雪豹突击队政治委员 甘 勇

为祖国而战，誓将此

身长报国

盛会精神砥砺血性斗志，聚焦打赢
锻造反恐利刃。

金秋十月，京郊某训练基地，急促刺
耳的警报声骤然响起，一场反恐演练就
地打响。刚刚走出十九大报告学习会场
的中国武警雪豹突击队官兵，全员全装
投入实战演练。
“什么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

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
诚’？”

训练间隙，雪豹突击队某队副队
长周山向记者挽袖展示手臂上的伤
疤，讲述自身战斗经历，重温雪豹突击
队的光荣传统和神圣使命：“绝对忠
诚，就是时刻准备为祖国而战，不畏艰
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

那年夏天，在某国首都的一家酒店，
中国大使馆人员正在召开会议，雪豹突
击队员荷枪实弹警戒巡逻。

忽然，一名女子用阿拉伯语高喊着
口号，拉响炸弹拉环。
“卧倒！”时任警卫小组侦察员周山

一边呼叫，一边俯身掩护会议人员。
“咣！”一声巨响，天花板坍塌散落，

玻璃碎片横飞四溅，现场 30多名人员伤
亡。瞬时，呼号声、求救声此起彼伏。

生死关头，把危险留给自己。周
山和其他雪豹突击队队员快速用身
体形成人盾，掩护我方人员撤离恐怖

袭击现场。
在战斗中，周山距离炸弹最近，全身

多处受伤，血流不止。但他无暇自顾，直
到大使和工作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地
段，才简单包扎止血。
“时刻准备为祖国而战！即使倒下，

也要保持冲锋的姿态。”作为反恐国家
队，雪豹突击队自组建以来，这句战斗宣
言就铭记在每名队员内心深处，化作行
动指南。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就要把高昂

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不
竭的血性胆气。”周山誓言铿锵有力：“我
相信，当战争降临，每一名雪豹突击队队
员都会做出和我相同的选择——愿化碧
血写忠诚，誓将此身长报国。”

为人民平安，不惜鲜

血染战旗

秋光无限，金风送爽。一条红色巨
幅标语悬挂在训练场一侧的高楼上，
标明雪豹突击队聚力前行的脚步和方
向——“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昂首迈步
强军新长征。”
“三、二、一，攻击！”
雪豹队员张文宏闻令冲锋，高空垂

降，破窗突袭。只见他双足横踹，玻璃应
声而碎。张文宏就势突入，落地翻滚，举

枪射击，一招制“敌”。
“血！”“人质”被成功解救后，盯着张

文宏，大声惊呼。
原来，张文宏在破窗突入过程中，腿

部被碎玻璃划破，鲜血染红特战队服。
“疼吗？”有人问。
“疼！”张文宏回答：“但是，训练场

就是战场，人质生命危在旦夕，我作为
突击队员，首先要豁得出、冲得上、打
得赢！”
“不怕疼，不要命。”中国武警十大忠

诚卫士、某队队长王亮接过话茬说：“没
有这样的血性胆气，怎能在反恐一线跟
暴恐分子较量打赢？”

那年 7月，边疆某县，多名暴恐分
子砍杀无辜群众、打砸焚烧汽车，十几
名群众伤亡，雪豹突击队奉命搜捕暴恐
分子。

夜幕沉沉，暴恐分子遁入漫无边际
的庄稼地。
“全体队员成一字队形，搜索前进。”

指挥员一声令下，雪豹突击队员间隔数
米，地毯式搜索暴恐分子隐匿地点。

突然，两名暴恐分子从青纱帐中窜
出，手持长矛刺向雪豹突击队队员。千钧
一发之际，雪豹突击队员迅速调整枪口，
果断击发，当场毙敌。

血性是军人的脊梁，是战无不胜的
刀锋。王亮说：“唯有平时在潜移默化中
砥砺血性胆气，才能在战时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

为军人荣誉，尚武精

武铸忠诚

打破“演为看”，咬住“练为战”，旁观
雪豹突击队特战训练，记者发现每一颗
子弹都射向“敌人”，每一个队员都以能
打仗、打胜仗为己任。
“砰！”一颗子弹破膛而出，呼啸

射向目标，雪豹突击队参赛队员、某
中队副队长沈圣囡在剧烈晃动的“秋
千”射击平台上果断击发，160 多米外
的半身靶应声而落。

身披硝烟走出掩体，沈圣囡面孔黧
黑，眼神冷峻。敬礼、握手，记者觉察到他
的双手布满了老茧。

2016 年 8月，首届“锋刃”国际狙击
手射击竞赛在武装警察部队高岭训练基
地举行。

这是中国武警部队首次举办国际

性比武，来自白俄罗斯、智利、法国、以
色列等 15个国家的 42名狙击精英一较
高下。雪豹突击队选派沈圣囡和战士刘
宇参赛。

用血性浇铸信仰，凭血性赢得战斗。
在考验狙击手综合射击能力的“凯旋”课
目中，要求狙击手 30分钟内奔袭在 2300
米长的起伏山路上，占据 7个不同位置
对 21个目标实施射击，射击距离从 10米
到 600米不等，狙击点位高差 70余米，射
击角度相差 30多度。沈圣囡和刘宇经过
激烈角逐，获得小组总冠军。

汇聚“中国力量”，展示强军风采。2
年来，雪豹突击队勇夺第一届“锋刃”国
际狙击手大赛冠军，在匈牙利军警狙击
手世界杯赛斩获军队组团体亚军、警察
组团体亚军，他们视军人荣誉高于生命，
在每一个科目中都拼尽全力。

2014 年 5月，第六届“勇士竞赛”国
际特种兵比武，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
等 18个国家 33支代表队的特战精英云
集约旦，争夺“勇士”桂冠。比赛第二天，
特战训练中心队长刘洋右脚脚踝意外扭
伤，伤情严重。
“战斗打响，我绝对不能倒下！”凭着

惊人毅力，刘洋高标准完成余下所有课
目。此役，“雪豹突击队”蝉联团体总冠
军，第二次捧回“勇士”桂冠，刘洋被主办
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誉为“勇士中
的精英”。

血性赢得尊严，血性赢得荣光。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从训练场遥望大会会
场，雪豹突击队大队长潘如华说：“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中华民族走出苦难、劳苦大众实现解放，
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
活，需要强大的人民军队护航。我们必须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干劲，朝
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坚定前行。”

左上图：雪豹突击队英姿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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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血性，为胜战刀锋淬火
■本报记者 吴 敏 通讯员 董方照 晏军锋

本报讯 郭晓航、特约记者海洋
报 道 ： 薄 暮 ， 一 弯 新 月 ， 点 点 星
光。“遭敌炮火袭击，3 名重伤员需
转移救治。”金秋十月第 79 集团军某
旅训练场上，“南门第一连”官兵迎
来多个战斗体能险难课目。从伤员
转移到负重冲坡，从武装奔袭到穿
越毒区，在多课目连贯训练中，官
兵们接受了身体极限和血性意志的
全面检验。

关注盛会的热度未减，投身训练
的战鼓就已擂响。“作为此次编制体制
调整后旅队的首任建设者，我们就是
要把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喜悦
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血性豪气！”
该旅政委汪占军对记者说。

夜间气温陡降，铁甲战车内哈气
成霜。随着“滴滴”声急促响起，

正在捕捉目标的侦察兵杨绍达从指
挥车座位上跃起，迅速抓起侦察器
材奔赴战位。5个瞄准点、10 组目标
点……多批次、多目标的组合训练，
不仅是对侦察兵专业素养的全面考
验，更是对个人战斗意志的超强磨
练。数小时的训练中，杨绍达忙于架
设器材、转移方位、记录目标，双眼
充满血丝也浑然不知。
“除驾驶员外，其余全部阵亡！”

随着减员操作口令的下达，六连炮长
杨帆迅速进入战位，调节炮塔、归正
参数、赋予射向、测试通信……完成
全部操作流程后的他，虽已累得手脚
酸痛、满头大汗，却依然难掩兴奋。
“豪情满怀迎盛会、激气练胆当尖刀，
把多个陌生专业练成‘肌肉记忆’，这
才是我们基层官兵喜迎盛会的‘打开

方式’！”
初生牛犊不怕虎，雏鹰砺羽练兵

场。不远处，单兵战术、卫生救护
等传统新训课目也都有了“应战标
准”，新兵的敌情意识、战场观念在
兵之初就得到强化。手榴弹投掷训
练中，右臂拉伤的新战士朱浩逢坚
持来到训练场，用左手进行投掷练
习。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战士加尔
肯别克·哈巴依同样有股拼命劲，
为提升长跑成绩，他每次训练都在
腿上、背上绑上沙袋，一有空就加
练、一上场就比拼。

高强度训练、超常规磨砺、全方
位淬火。放眼该旅，歌声与枪声共
鸣，豪情与激情共振，全旅官兵以精
武强能的实际行动喜迎盛会，练兵备
战劲头十足，血性虎气不断提升。

第79集团军某旅用盛会精神激发练兵备战血性豪情

沙场苦练虎气生
本报讯 马刚、特约记者迟玉光

报道：金秋时节结硕果，群鹰练兵正
当时。连日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旅把学习十九大精神焕发出的政治
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多批战
机在云端展开厮杀对决，掀起自由空
战对抗训练热潮。九天之上，面对
“对手”强势追击，飞行大队长薛勇抓
住战机，果断开启干扰，把发动机动
力推到极限，拉杆脱离、旋即转向，
向目标扣动发射扳机……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该旅依据天
气变化，灵活调整“大集中、小自
学”学习计划，实现飞行学习两不
误。旅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在组织官
兵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大实况直播的同
时，系统回顾近几年部队上高原、出
岛链、战西北、巡东南的战斗航迹，

引导官兵把赤胆忠诚转化为强军兴军
生动实践，在战位上苦练打赢本领，
以优异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盛会激发凌云志，逐梦空天展血
性。记者在该旅指挥大厅显示屏上看
到，“红”“蓝”双方飞行员凭借过硬
的技战术本领和心理素质，时而迎头
抢攻，时而机动规避，自由空战对抗
从高空到低空，从中距抢攻到近距缠
斗，全程惊心动魄，火药味十足。作
训参谋娄伟向记者介绍，空战对抗没
有职务高低，不论是旅队领导还是普
通飞行员，都带着一股虎气杀气，使
出浑身解数击落对手，不给对方留一
点情面，全程机载火控雷达告警声响
个不停。

刚刚完成对抗的飞行员徐晓江走
下飞机，直呼空战打得过瘾。记者

注 意 到 ， 由 于 空 中 连 续 大 载 荷 机
动，徐晓江的面部和颈部被头盔勒
出了红印子。大步奔向战术研究室
后，他立即找来刚才的空战对手，
对表飞参数据讨论战斗得失。即飞
即 判 ， 时 练 时 评 ， 飞 行 后 的 “ 战
斗”同样激烈。

黄昏时分，新一轮空战对抗再次打
响。已经完成 2个架次高强度对抗的
“金头盔”飞行员王玉林依旧精神抖
擞，精心准备即将展开的对抗。王玉林
对记者说：“剑不磨不利，兵不练不
精。只有在近似实战的对抗中砥砺血性
作风，才能确保一声令下上得去打得
赢。”据悉，近几年该旅飞行员在空军
组织的比武竞赛中，屡获“金头盔”
“空战能手”“突击能手”“空战优秀飞
行员”等殊荣。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掀起自由空战训练热潮

九天之上振翅飞

“热血铸就我赤胆忠诚，
年轻的心伴随和平在跳动，
风雪磨练铁骨豪情，危急时
刻看我反恐英雄。神圣的使
命，重！重！重！机智迅猛，
勇！勇！勇！是铁拳是尖
刀，冲！冲！冲！我们是雪
豹，胜！胜！胜！”

中国武警雪豹突击队，
是一支立足北京、面向全国
的“国字号”特种反恐部队。
近年来，圆满完成“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厦门
“金砖”会晤等重大安保任务
和遂行处突反恐任务 90 余
次，参加中外联合演训 10余
次，为国家和武警部队赢得
荣誉。

2015 年 9 月 3 日，纪念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周年阅兵式上，精
锐威武的中国武警雪豹突
击队队员分乘 16 辆新型武
警反恐突击车驶过天安门，
以昂扬英姿、雄壮阵容接受
习主席检阅。

今天，站在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的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国武警雪豹突击队牢
记习主席建设一支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现
代化武装警察部队的殷切嘱
托，砥砺血性，勠力前行，在
强军兴军征程中展现忠诚卫
士的铁血情怀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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