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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十九大·心里话儿对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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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我们连

队双喜临门：排长杨广东在比武考

核中一举打破旅8公里武装越野考

核纪录；全连参加集团军年度抽考

取得全优成绩。手捧两个金灿灿的

奖杯，我感慨万千：自己担任“红一

连”指导员这几年，是连队改革转型

飞速发展的几年，更是极为振奋人

心的几年。

4年前，我被任命为“红一连”

指导员后不久，我们连由摩托化步

兵连转型升级为特种作战连。接装

那天，官兵们手握各种高精尖武器

如获至宝、激动不已，个个摩拳擦

掌，誓要在最短时间内形成战斗

力。从那天起，连队人人都成了训

练场上的“拼命三郎”，很多战士一

年内穿坏四五双作战靴，磨破两三

套迷彩服。

2015年夏天，中士刘海经过层

层选拔，从2000余人中脱颖而出，

代表中国军队远赴俄罗斯参加国

际侦察兵比武。比武中，志在夺

魁的刘海却在俄式 400米障碍中

不慎扭伤左脚，脚踝处鼓起一个

大包……正当大家以为刘海会因

此退出比武时，他却在简单处理后

马上返回考核场，并最终取得武装

泅渡课目第一名、个人总评第二名

的优异成绩，在异国他乡为中国军

人赢得赞誉。

连队成绩越来越好，官兵们撸

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今年夏天，旅跳伞集训队在各连遴

选伞降能手，首次挑战超低空跳伞

课目。超低空跳伞难度系数大、危

险程度高，我本以为没人愿意去，但

出乎意料的是，消息公布后，全连所

有官兵都争先恐后报名参训，被选

中的10名官兵更是出色地完成了

任务。

荣誉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

远。党的十九大给我们指明了方

向，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将永远铭

记党的嘱托，继续发扬红色精神，努

力刻苦训练，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

党汇报。

第78集团军某特战旅“红一连”

党支部书记 袁建强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党的嘱托永远记心间

本报长沙10月23日电 记者王握
文、通讯员刘维洲报道：10月 22日，国防
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无人机系统创新
团队，开展的复杂条件下固定翼无人机
集群自主飞行与探测试验取得圆满成
功。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军事智能

化发展，作为新调整组建的智能科学学
院，必须着眼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加快军
事智能领域创新突破。”该院院长、团队

负责人沈林成教授告诉记者，军事智能
已成为影响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
为此，他们瞄准国际前沿和军事应用，经
过夜以继日的奋力攻关，实现了一系列
技术突破。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军队科

研工作者，必须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步
伐，用自主创新成果推进武器装备智能
化发展。”谈起学习体会，团队技术总工
程师王祥科副教授如是说。

国防科技大学无人机团队

学习攻关两不误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 冯伟、高

思峰报道：今天下午，燕山脚下，刺耳警
报划破长空，一场防空战备演练在中部
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打响。

演练结束，一场十九大精神学习讨
论在导弹发射架下就地展开。连日来，
该旅党委结合首都防空任务实际，引导
官兵立足岗位争做践行十九大精神排头
兵，将学习十九大精神不断引向深入。

“咱们营列装的新装备很快就能形成
战斗力，每一名操作号手都功不可没。”
“英雄营”教导员马晓东结合部队建设实
际谈自己的理解，“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征程中，每一个岗位都任重道远。”

演练结束，官兵返回宿舍途中，战斗
警报再次响起。旅政委陈明华告诉笔者，
十九大召开期间，他们枕戈待旦，始终以
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头顶广袤的天空。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

立足岗位谈体会

本报成都10月23日电 张军、特
约记者孙利波报道：报告鼓人心，实战
磨利剑。10月 21日，某高原演兵场雪
裹冰封，第 77集团军某旅一场实战化
条件下的合成营进攻战斗演练在这里打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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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领导介绍，他们认真学习十九

大报告，积极适应新体制要求，探索合
成营训练方法路子。这次演练中，他们
将火力打击队进行模块化编组，出动的
火炮数量虽仅为以往的三分之二，作战
效能却成倍提升。
“练兵只有实打实，实战才能硬碰

硬。”旅政委徐俊表示，在全国人民欢
庆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时刻，全旅官兵一
定时刻绷紧练兵备战之弦，向党和人民
交上合格答卷。

第77集团军某旅

练兵备战交答卷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 肖瑶、翟雪

容报道：叉车轰鸣、人流不息，一件件货
物有序出库、码垛、装车……10月 22日，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工程器材仓库接到
紧急任务,为某单位发送百余件（套）器
材。一声令下，官兵们放弃休息走上岗
位，不到1小时，便圆满完成任务。

该仓库在学习十九大报告中，坚持学
用一致，不断深化学习效果。他们设立

“党员先锋岗”，充分发挥党员骨干的模范
带头作用；通过开展“岗位大练兵”“技术
龙虎榜”等评比竞赛活动，引导官兵自觉
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好每一件事就

是为强军事业作贡献。”保管二队教导员
盖防说，“我们仓库兵的日常工作就是收
发保养、码垛押运，立足岗位作奉献就是
我们的本色。”

某工程器材仓库

学用一致作奉献

深秋的晋西北大地，寒意渐浓。
在驻晋某基地的座座营盘中，官兵们
情绪飞扬、士气高昂，从晋北高原
的团站，到西部边陲的点号，学习
报告、畅谈体会的生动景象随处可
见。
“习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
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
进的根本动力。”基地领导告诉记者，
上世纪 60年代，这支流淌着“两弹一
星”血脉的部队，从荒漠戈壁转战晋
北高原，白手起家完成了重点国防工
程试验场，为的就是人民幸福、民族
复兴。
“走过多少风雨从来不说，身影隐

在荒岭沟壑。走过多少岁月仍在跋
涉，欢乐留给万家灯火……”走在基
地营院里，不时听到这首歌。基地宣
传干事王营告诉记者，这首歌名为
《荣光捧给祖国》，是基地官兵原创的
一首歌曲。虽然是一首老歌，但被官
兵们传唱至今，赋予了歌曲新的时代
内涵。荣光捧给祖国，正是基地官兵
50年来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18日下午，刚刚听完十九大报告
的新兵走进了基地军史馆。透过一幅
幅照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影像，
老一辈基地人筚路蓝缕、战天斗地的
场景仿佛就在眼前，让新兵们心潮澎

湃，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
解变得更加深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聆听十九大报
告，基地官兵共同感到历史正在掀开
新的一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

习主席指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
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来到基地发射测试站，四处可见
火热的练兵备战景象。一座现代化的
火箭发射塔架巍然矗立在长空旷野，
10余名操作手正在进行快速吊装箭体
训练，齿轮转动声、口令声此起彼伏。

发射测试站站长杨永忠告诉记
者：“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近 5年，
发射测试站完成发射任务 87次，核心
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
仗、打胜仗聚焦，确保练兵标准不
降、质量不减，不断打磨战斗力的
‘钢刀利剑’。”

辉煌成就催人再奋进，领袖嘱托
引领新航程。今年 6月 22日，习主席
来 到 该 基 地 ， 勉 励 官 兵 发 射 更 多
“争光星”，努力创造我国航天事业
新纪录。

基地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
练兵备战热情越来越高，打胜仗底气

越来越足。
“4号线路突然发生断线，任务紧

急，抢修分队迅速赶往事发地点排除
故障。”19日，随着一阵急促刺耳的警
报声骤然响起，一场作战试验任务保
障模拟演练在雨中拉开帷幕。

紧贴实战的科目设置，让浓烈的
硝烟味扑面而来。技术勤务站抢修分
队到达故障区域，首先遇到的困难便
是电路检验。雨中登杆验电，这个曾
经在训练场上销声匿迹的高风险科
目，如今再次走进演兵场。只见参战
官兵熟练地带上装备，快速登杆，更
换瓷瓶、处理变压器故障……动作一
气呵成。分队负责人郭凯谈道：“作为
一线官兵，我们要坚持战斗力标准，
聚焦战场新要求，真正做到仗怎么
打、兵就怎么练，为完成新时代使命
任务打牢坚实基础。”

数十台机动车辆迅速出动，砂石
路、涉水路、S形山路……驾驶员熟练
驾驶车辆通过各个复杂险难路段；消
防分队携装山中奔袭，按照地形、风
向等因素不断变换队形对火势展开扑
救；搜救分队合理布置展开“撒网
式”搜寻……训练场到处弥漫着实战
硝烟。

深学报告明方向，紧盯实战砺精
兵。在加强实战化训练的同时，官兵
们认真学习领悟十九大精神，把真打
实备的意识贯穿于单位建设当中。

20 日凌晨 3点，晋北高原腹地某
招待所依旧灯火通明。房间内不时传
来讨论声，一个个建设思路、一张张
发展蓝图就是在这样的不眠夜中逐渐
清晰……类似的工作场景，在基地新
组建的单位中已经成为常态。

某部队一组建，该部党委就吹响
冲锋号。没有营房就临时借住在简陋
的招待所；没有办公区域，房间加张
桌子就成了临时办公室。“先工作，后
生活，生活保障可以慢一些，战斗力
建设必须快一些……”第一次党委常
委会，“一班人”就把“先工作，后生
活”的基地创业精神写在了党委会记
录本上。
“当年组建、当年作战、首战必

胜。”该部党委庄严地向基地党委作出
承诺。该部领导说：“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
量。新组建单位是发展新型作战力量
的重中之重，在建设中不仅要瞄准一
流、勇于超越，更要有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先一步就多一分胜算、早一点
就多一分先机。”

脑子里永远装着使命，眼睛里永
远盯着战场，胸膛里永远激荡血性。
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基地官兵把
学习贯彻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强化打仗
本领、有效履行使命的不竭动力，自
觉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任务。

不忘初心担当新时代使命任务
——某基地官兵学习热议十九大报告见闻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韩阜业 通讯员 路 俊

连日来，

为浓厚“庆盛

会、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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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兵发挥自

身特长，创作

出一大批艺

术作品，深受

官兵喜爱。

张正举摄

任务一线

10月 22日傍晚，海军某驱逐舰
支队临沂舰官兵刚刚结束一天的工
作，就迅速转战活动室，参加党支部
组织的“学报告、话使命、明职责”学
习讨论活动。

讨论刚开始，党的十九大代表、
临沂舰观通部门报务班女战士郭燕
就从北京打来电话，连线参加学习
讨论。现场聆听报告，她对报告中
有关军事人才培养的论述深有感
触：“我觉得军队好比一个庞大的系
统，我们每一名官兵就是这个系统
的具体零部件，我们的‘质量’决定
着整个系统的效率。”
“每年临沂舰都会挑选优秀

士官党员到厂家、院校学习培训，
强化专业能力。”郭燕的室友、女
卫生员代志华“现身说法”，“我是
最直接的受益者，经过了院校的
专业培训，我不仅入了党，还多次
到军队医院实习，经历过多项重
大任务锤炼，履行使命的能力素
质不断提高。”
“党支部作为最基层的党组织，

应该在军事人才培养的组织筹划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支部委员、航海
长李宾，值完班后立刻赶来参加讨
论。回想起去年底随舰参加某实弹
演习任务成功保障鱼雷发射的经
历，李宾深有感触：“党支部关心每
一名官兵的成长，让我们完成任务
的能力更加出色。”

支部书记、情电部门教导员艾
长明谈到，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日新
月异，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
高，下一步党支部要结合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研究制订更加科学合
理的军事人才培养计划。

记者连线党的十九

大代表郭燕所在海军临沂

舰第一党支部——

加强军事人才培养
■邹向民 李 昊 本

报记者 王凌硕

学习十九大·连线
代表所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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