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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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时节，漫山红叶给山峦披上一
层斑斓外衣。

在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之际，记者
走进位于大山深处被誉为“东风第一
旅”的火箭军某导弹旅，感受部队潜心
练兵的火热氛围，聆听官兵矢志强军的
动人故事。

作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种子”
部队，他们从打出我国第一发“争气弹”
开始，一次次把战略导弹送上蓝天，成
功发射一枚枚“硬气弹”，真正砥砺成为
支撑我大国地位的“王牌”劲旅。

盛世迎盛会，暖流涌心头。研学报
告，展望未来，官兵豪情满怀：“习主席
在报告中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和战略支援部队。在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指引下，我们能打胜仗的能力一定
越来越强！”

一遍遍观看录制的党的

十九大盛况，官兵们内心无比

激动和自豪——

太阳画寄托静默坚守

“‘升太阳’仪式现在开始！”随着发
射二营教导员何海卫一声口令，营长钟
昆龙把一幅鲜艳的“太阳画”挂在了墙
壁上。

岩层深处，导弹阵地，阳光是难得
的奢侈品。曾几何时，一名班长画了一
幅“太阳”，来慰藉新战士对阳光的渴
望。久而久之，“升太阳”成了“地下龙
宫”的特有仪式。

身在战位心向党。10月 18日，官兵
们一遍遍观看录制的党的十九大盛况，
内心无比激动和自豪。仪式前，大家不
约而同拿来纸张和画笔，把太阳描得格
外红。官兵们说，党的十九大精神，就如
同太阳的光芒，照亮前行的路。

此刻，该营已在岩层深处密闭生存
训练多日。钟昆龙告诉记者：“没有阳
光的生活，身体的钙质会流失，但学习
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和十九大精神，一
定会增强我们精神之钙！”

对洲际战略导弹部队而言，生存防
护、快速反应和突防能力，是能打胜仗的
基本要素。近年来，该旅优化作战流程，
作战准备时间缩短五分之四，大大提升
了快速反应能力。但密闭生存训练，依
然是每名导弹兵必过的一道难关。
“阵地就是战场！”阵地一隅，一级

军士长朱庆喜正与战友们交流学习体
会。他说，近年来，在发射阵地密闭狭
小的空间内，进行抗饥饿、抗缺氧、抗疲
劳和倒时差训练已成常态，期间官兵还
要进行连续特情处置、完成既定的测试
发射流程任务。

虽在大山深处，官兵们的目光却看
得很远。一位老兵接过朱庆喜的话茬
说：“一茬茬官兵默默坚守，就是为了打
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乘党的十九大东
风，战略导弹定会出手更快、打得更准。”

记者获悉，这几年该旅加紧导弹武
器知识更新、系统升级、硬件换代，全要
素全领域推动信息化转型成果显著。

如今，该旅指挥链条上可直达中
枢，下能覆盖每个作战点位，导弹阵地
每分每秒都在牢牢掌控之中，安全可
靠、随时可用。

面对画得鲜艳的“太阳”，官兵们的

如炬目光告诉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价
值，既在一飞冲天的壮美，更在一默如
雷的坚守！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官

兵群情激昂、无比振奋，打赢

的底气更足——

野枣树见证千锤百炼

山坡上、阵地旁，遍布并不高大的
野枣树。秋风微拂，挂满红色果子的树
枝随风摇曳。官兵说，它们生命力顽
强，是导弹阵地的编外“哨兵”。

一位领导曾说，这个旅的官兵就如
这遍野的野枣树，扎根山沟，日夜守卫
着和平。

穿过密林，来到某深山阵地，控制
连连长程杨杨正给官兵传达党的十九
大报告精神，讲述一代代官兵矢志打赢
的故事。

20多年前，连队前任连长瞿江的父
亲、时任某工程连指导员瞿正军，带领官
兵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历经数年建成
“地下龙宫”。瞿江没想到，自己也会成为
这座“地下龙宫”的指挥员。如今，已担任
旅保障部助理员的瞿江深情地说：“这是
我成长的地方，更是我接续奋战的地方！”

记者随手打开士官陈万领的携行
包，发现战备物资一件不落，号令一下
可随时出发。精通发瞄、控制等专业的
陈万领，被官兵称为“陈万能”，每天深
研专业书不怠，最大的愿望是让亲手发
射的导弹直刺苍穹。
“2015 年，我终于按下了点火按

钮！”那一刻，陈万领感到无比自豪。如
今他带出一批批武艺精湛的兵。洲际
导弹系统庞大、结构复杂，涉及多学科
多专业、数千条核心原理，号手们练就
看家本领实属不易。

旅长王锡民自豪地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踏着强军兴军的鼓点，全旅敢打
仗、能打仗、会打仗的官兵越来越多，把
全旅战斗力一次次推上新台阶。

那年秋天，该旅跨区机动挺进大
漠，由上级随机抽点发射单元，按照作
战流程实施发射。发射当日，突降大
雨。虽然从未有过雨中发射的先例，但
该旅果断决策准时发射。

此举，创造了战略导弹部队历史上
“五个首次”：首次长时间跨区野营驻训、
首次随机抽点发射单元、首次同步传输发
射实况、首次复杂天候实施发射、首次依
托发射营技术支撑独立发射，宣告中国战
略导弹真正实现闻令而动、剑随令出。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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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官兵群情激昂，无比
振奋。记者从他们的演讲、交流中，听到
了他们向党和人民报告“我们能打仗！
我们能打胜仗！”的雷霆之声。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就要始终紧盯未来战场，

争当战场排头兵——

红手印饱含铁血担当

该旅旅史馆内，收藏着一份有 26个
红手印的特殊请战书。通信营一连传
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党课教育，围
绕着“红手印”展开。

指导员梁珂先给大家讲起女兵沈丹
的故事。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
后，连队女兵沈丹刻苦学习会议精神，成
为全旅理论学习的典型。作为党的创新
理论的践行者、受益者，她退伍后很快成
为单位业务尖子。党的十九大召开时间
消息公布后，沈丹第一时间从家乡江苏连
云港给连队战友打来鼓劲电话。

在沈丹激励下，官兵纷纷登台讲述
十八大以来国家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辉
煌成就、家乡巨变……一组组详实数
据，一个个喜人变化，官兵脸上洋溢着
对未来的憧憬。

时光回溯。那年 7月初，部队千里
转进执行重大发射任务，全旅上下闻战
则喜，从来“无缘战场”的 26名传令女兵
积极请战。于是，一份印着 26个红手印
的请战书摆在了旅领导案头。

接续砥砺奋进，铸就今日辉煌。
1957 年 12 月，一批刚刚掸去战争硝烟
的老兵秘密集结，迈出了我国导弹部队
组建的第一步。两年后，中国第一支地
地导弹营正式成立，280名官兵扎进茫
茫戈壁，风餐露宿隐姓埋名。没有教材
自己编，没有教具自己造，在极其艰难
的状态下，他们驱动着导弹事业的历史
车轮铿锵前行。

这些年，虽然营盘流动，任务变化，
武器换型，但“第一旅”总结的“环境越
苦越奉献、任务越重越争担、技术越高
越精练、对手越强越亮剑、荣誉越多越
创先”的“五越精神”，成为该旅官兵心
中不变的精神旗帜。

梁珂说，作为一名通信兵，学习贯
彻好十九大精神，就要眼光始终紧盯未
来战场，胸膛始终燃烧如火激情，脚步
始终紧跟信息前沿，立足本职保障好发
射任务，争当战场排头兵。

上图：该旅官兵进行实装操作训

练。 刘王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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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樊净芷、姜雪伟报道：键盘
声声，荧屏闪烁……连日来，西部战区
陆军某信息保障旅指挥控制营通信兵
训练中心，三维地理空间信息平台攻坚
小组推演如火如荼。该旅加紧对前期
开发的这一信息平台进行验证训练，着
力构建全新信息保障体系，以实际行动
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有关推进技术创新
的精神。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树立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思想，推进重大技术
创新、自主创新。作为一支“脖子以下”
改革中新调整组建的部队，该旅注重结
合部队使命任务学习十九大报告，让盛
会精神进入思想、进入工作。

新型战斗力的生成，离不开科技
支撑。为改变新列装装备与原有装备

在数据传输模式、加密方式等互不兼
容的问题，该旅携手军地科研机构攻
关 ，打 通 信 息 数 据 流 转 和 共 享“ 壁
垒”。他们以联合作战地理棋盘系统
为依托，构建了一套能综合显示各类
指挥要素数据信息的三维地理信息服
务平台，着力打造首长机关战场决策
的“千里眼”“顺风耳”。

潜心磨砺剑，战场露锋芒。前不久，
上级组织信息保障要素演练，官兵依令
而行，构设起集测绘导航、气象水文等信
息要素于一体的信息保障网络。

该旅机动通信二营四连干线节点站
站长孙庆华告诉笔者：“十九大报告催人
奋进，作为见证单位改革发展变化的一
名老兵，我一定不辱使命，练就过硬本
领，在岗位上再创佳绩。”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把十九大精神贯彻到练兵一线

创新推动信息融合

本报讯 姜祖伦报道：射击成绩平
均每人精进 1环，武装越野成绩每人进
步 10 秒，擒敌制敌招数进一步简化动
作……连日来，武警白山支队官兵认真
学习十九大报告，围绕习主席提出的建
设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的目标，掀起练
兵热潮，人人制订了“争一流、当尖兵”的
进步“小目标”。
“习主席在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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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
要论述对我们抓好练兵备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该支队领导介绍说，他们在
组织官兵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的过程
中，注重引导官兵投身强军实践，以练
兵场上的精武行动落实报告精神。

他们依据军事技能个体差异，为每名
官兵量身确立“小目标”，做到平时有跟

踪、难题有攻坚、周末有讲评、穿插有指
导、月初有目标、月底有考核，形成一套规
范有序的训练助推“流水线”，使官兵的训
练在目标牵引下始终处于动中提升中。

为提高实战化训练效益，他们坚持
对抗常态化，在支队范围内选树不同层
面训练标兵，精选他们训练场上精武的
视频片段放在局域网上供大家观摩学
习，用精武典型激发官兵训练热潮。

新时代呼唤新型军事人才，建设现
代化武装警察部队也离不开人才支撑。
聆听党的十九大报告后，该支队党委深
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们在研究讨论中，
对前期制订的《人才培养五年规划措施》
进行认真审视，提出加大对官兵信息化
知识、前沿装备、先进战法等内容的培训
力度，引领官兵在改革强军大潮中站排
头、当先锋。

武警白山支队用十九大精神激发官兵精武热情

强军伟业始于足下

“坚持战斗力标准，发展新型作战
力量，合成营使命在肩责无旁贷。作为
合成营营长，一定要勇当时代的弄潮
儿，提高练兵打仗、带兵打仗的能力素
质。”聆听党的十九大报告后，徐培仙
激情四溢。

在刚刚结束的第71集团军“临汾旅”
对抗演练中，作为红方合成营指挥员，徐
培仙用出色的表现，赢得战友掌声。
“6 号高地西南方向有敌坦克 6

辆，火力摧毁……”金秋时节，金陵东
郊，第 71集团军“临汾旅”一场合成营
进攻战斗演练正酣。

发现“敌”装甲目标群后，徐培仙
即时拟制作战命令，运用指挥信息系
统传递给炮兵、侦察、工兵等兵种分
队。接到指令后，反坦克炮兵火力迅速
压制“敌”目标群。

今年初，徐培仙从作训科长调整
为合成营营长。刚开始，本以为凭着
“老机关”的业务底子，当个营长应该
是驾轻就熟。没想到，5月下旬的一场
对抗演练，让他遭遇了“滑铁卢”。

合成营编制步、炮、通、侦等 10余
个兵种，已经成为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
抗基本作战单元，一名优秀的合成营营

长，必须是精通各专业的“多面手”。
复盘时，徐培仙进行了认真反思：

合成不是简单的兵种叠加和装备堆
砌，必须尽快进行理念更新和素质升
级，在下一场战斗来临前赶上队！

为了摸清合成营陆续列装的各类
新装备“脾性”，徐培仙刻苦学习新知
识，向院校教员请教，请友邻单位专业
骨干授课，很快将所属武器装备技战
术性能烂熟于心。他几乎天天泡在训
练场，从合成营战斗作战编组、基本战
法、指挥控制、后装保障等课题入手，
逐个展开研究攻关，结合演练任务采
集数据，为旅合成营作战训练提供了
依据。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

前不久，徐培仙奉命带队赴苏南某地驻
训。某型火炮刚刚列装，徐培仙便大胆
组织装备极限效能试验，采集极限射击
效能、最大爬坡度、最大涉水深度等数
据，加速了新装备形成战斗力步伐。

近日，徐培仙带领全营参加集团
军城镇作战攻关试训任务。他探索开
展“营级版”作战要素演练，研究破解
制约作战效能的难题 20余个，合成营
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提升。

第71集团军“临汾旅”四营营长徐培仙

能力素质转型升级——

勇当时代的弄潮儿
■陈 飞 张 畅 本报特约记者 韩志言

火箭军“东风第一旅”，
组建于 1959年，是我军第一支
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先后发射
数十枚多型战略导弹，执行重
大任务数十项，多次受到全国
全军表彰，旅党委被评为全军
先进党委，连续多年被评为军
事训练一级单位，荣立集体三
等功两次。2015年，被中宣部
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官兵代表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
作先进事迹报告。

盛会连战位，岩层涌激流。

连日来，我们全旅官兵认真学习

十九大报告，深受鼓舞，对祖国的美

好未来充满憧憬，对人民军队的光明

前景信心十足。

作为“东风第一旅”旅长，这些年

虽处大山，但我真切感受到在这火热

军营里，官兵们在改革强军进程中谱

写出的豪迈壮歌和激越旋律。

5年来，我的眼睛里，常常饱含着

感动的泪花。置身不见阳光的岩层

深处，我曾一次次亲历老兵复退，他

们把军旅荣誉挂在导弹上，面向“国

宝”敬上庄严军礼。

5年来，我的脑海里，时刻充盈着

打赢的期待。走进白山黑水、踏上戈

壁大漠，立足未稳便遭“蓝军”真刀实

枪出手，战场厮杀中官兵们昼夜奋

战，连续实施火力突击，把一枚枚大

国长剑送上蓝天。

5年来，我的血液里，处处流淌着

奋进的力量。蹲进基层营连、深入演

兵一线，官兵们挑灯夜战学理论研战

法，一招一式练本领找差距，军营的

每个角落都烙下了他们的强军印记。

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令人心潮

澎湃，热血沸腾。党的十八大以来，

旅围绕“能打胜仗”践行改革强军的

号召，从指挥体系到作战编组重新配

置，跨区机动演练、红蓝对抗砺剑常

态化……解决了许多过去制约战斗

力建设的难题。

掩卷深思，动力在胸。时间是一

只擘画蓝图、耕耘播种的巨手，记录

着奋进者的梦想与追求。“祖国轻易

不用咱，用咱就是出重拳……”我坚

信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官兵拼

搏劲头更足、战略视野更高，战斗力

建设将会迎来新的跨越式发展，实现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和世界一

流战略军种目标一定会越来越近！

号角催征砺剑疾
■火箭军某导弹旅旅长 王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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