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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盛会·来自一线部队的报道

金秋庆盛会，开启新时代。
10月 18日上午，收看完党的十九大

开幕式盛况后，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团官兵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当天下
午，该团举行“学报告、见行动”主题党
团日活动，官兵们以党团小组的形式，
围绕“看盛会、谈感受、话职责、强使命”
展开讨论，畅谈国家和军队发展变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征程，该

团官兵感受很深。作为空军首支改装
轰-6K的航空兵部队，他们在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引领下，聚焦强军目标，按
照空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
型要求，飞抵远海、战巡南海、巡航岛
礁，飞出了一条改革重塑的壮美航迹。

思想先行——理念

观念嬗变

全团官兵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个场
景：2015 年春节前夕，习主席视察空军
轰炸航空兵部队，亲自登上轰-6K，坐进
驾驶舱，手握驾驶杆体验操作。

轰-6K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中远程轰炸机，被誉为“战神”。党的十
九大代表、该团团长刘锐正是首批改装
该型战机的飞行员。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习主席
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时，刘锐心情格
外激动，几年前改装实践的情景又浮现
在他眼前。新机一无教材，二无经验，
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官兵们斗三伏、
战三九，接装仅 3个月，战鹰就顺利完成
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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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话语引起全团官兵共鸣。

这些年，他们持续深入开展战斗力
标准、“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实战化
训练规律大家谈”等群众性大讨论，解
放思想，创新发展。他们通过集体明理
辨析、集中检讨反思，进一步找准思维
理念的差距，找到职能定位的偏差，探
索转型建设的方法，破除守旧观念、守
常思维、守成思想，立起了与强军目标
相适应的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
战、联合制胜等新的思维观念。

观念一变天地宽。近两年，他们的
航迹给了新时代的“胜战之问”最强有
力的回答——

去年 9月，刘锐和战友一道再度驾
驭中国“战神”刷新空军远海训练纪
录。自 2015 年首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
海训练以来，他们成功应对和处置各种
干扰，与其他军兵机种一起研练侦察预
警、海上巡航、海上突击、空中加油等训
练课题，提升了远海机动能力和实战能
力，展示了大国空军、战略军种的使命
担当。

联合制胜——力量

体系重塑

“就这样把狼窝端掉了！”去年仲
夏，在华南某地组织的联合突防突击演
练中，红方由地空导弹、雷达等部队梯
次把守、固若金汤的重要目标，被一支
由轰-6K 飞机和干扰机组成的混合编
队成功突袭。
“习主席强调，要提高联合作战能

力。”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题讨论
中，飞行三大队大队长张元武兴奋地讲
起演习中“虎口拔牙”的经历。
“当时，我们两个机组从全局层面

的作战规划到实施突袭的技术细节，
都心有灵犀，信息火力联合优势达到
了最大化！”张元武坦言，这几年的
“仗”让官兵对联合作战、体系作战有
了更深的认识。

过去，他们多次凭借超低空突防这
个“看家本领”在演习演练和竞赛考核

中 大 放 异 彩 。 如 今 ，这 一“ 看 家 本
领”似乎越来越不灵了。

他们静下心研究发现，现代预警探
测手段越来越先进，体积巨大、机动性
差的轰炸机已很难依靠超低空突防来
规避雷达探测。
“嘴上说的是明天的战争，实际准

备的还是昨天的战争。”团党委带头检
讨反思：现代战争无战不联，无联不胜，
摆着干扰机等支援掩护力量不用，就会
吃败仗。

只有打破军兵种间组训的壁垒，才
能搭建一条通往未来战场的体系制胜之
路。于是，他们的“中军帐”热闹了起来，
不同机种的空勤、战勤人员在一起共同
下达任务、准备协同。他们邀请其他机
种训练尖子和保障能手轮流登台，讲授
各自装备性能特点和常用战法，互相熟
悉研透不同型号武器装备……

2016年 2月，战区宣告成立，联合作
战训练迎来了新的“春天”。该团抓住机
遇，充分运用战区联战任务统筹军兵种
联训需求，将新体制效能转化为联训优
势，主动与不同军兵种部队开展联训，积
极拓宽联训思路，强化联训效果。
“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

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的这段重要表述，让该团党委
“一班人”振奋不已。在随即开展的学
习讨论中，他们一致表示要坚决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联合制胜上迈出
更加坚实的步伐。

直面战场——血性

胆气升腾

历史，一定会记住创造历史的人。
2015 年 3 月 30 日，刘锐和战友驾

轰- 6K 首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
练。在抵达目标海域后不久，两架挂载
空空导弹的陌生战机直扑而来。
“他们贴到我边上飞，最近的时候

只有十来米，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战斗机
飞行员的脸。”刘锐机组没有改变航向
和飞行高度，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对
方，决不会改变既定任务。
“当时双方还有一个眼神的接触”，

刘锐谈到，随后他向对方掀起机翼，亮
出机腹下的空空导弹。对方与他们并
飞了数分钟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中国空军在太平洋上空的远海训
练就这样“并不太平”地拉开了帷幕。
此后，他们飞赴远海从最初的一年 4次，
发展到现在的一月多次。

这种一如既往、常去多飞的底气从
何而来？团政委刘胜对自己的战友充
满信心：“作为空军最早组建、在抗美援
朝战场立下赫赫战功的轰炸机部队，我
们的飞行员传承了先辈敢打敢拼的血
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使命”“责任”
这些让人听起来觉得有些抽象的名词，
对该团飞行员而言却是那么具体。
“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

争、打赢战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这些语句，令该团飞行员们热血沸腾。

当前，军队改革加速向纵深推进
之际，他们也在不断自问：新的体制
编制到位了，新的运行机制启动了，
新的职能使命赋予了，敢打必胜的勇
气具不具备？

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讨论中，该
团官兵一致表示，他们会用实际行动作
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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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学习领会习主席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

我们部队上下感受最深的就是，增强了加

速推进部队转型重塑的紧迫感、责任感。

作为空军最早组建、最早参战的轰

炸航空兵师和首支装备“战神”轰-6K

的战略打击力量部队，我们要以走在前

列的姿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最根本是要学懂弄

透报告提出的重要思想、重大判断、重

大举措，把握根本遵循，切实用报告精

神统一思想行动。最核心的是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深刻领会领袖思想，坚决

维护核心、听从指挥，做习主席的好战

士。最关键的是要以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

进，大力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

兴军、依法治军。最直接的是响应“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伟大号召，深入开展实

战化训练，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快

速提升，锻造全面过硬、能打胜仗的空

中战略铁拳，坚决完成党中央、中央军

委和习主席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加速推进部队转型重塑
■空军航空兵某师政治委员 江 涛

没有精美的课件，没有固定的教
案，官兵们在训练场上席地而坐，第
72 集团军某旅“金色年华”宣传小分
队成员祖国强、祖国昌便开讲了。
“岁末桥边两依依，打一字。”祖

国强抛出一道谜题，战友们集思广
益，很快给出答案：“梦”。一堂以“强
军梦”为主题的基层“微课堂”就这样
开课了。
“大伙应该深有体会，撸起袖子

干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面对
刚走下训练场的“济南战役二等功臣
营”官兵，祖国强、祖国昌兄弟俩将
“强军梦”“撸起袖子加油干”等内容
巧妙融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宣传学习
之中。
“用兵言兵语讲理论，用身边的

事解释大道理，让官兵听得进听得
懂。”该旅政治部主任刘陶告诉记者，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该旅成立宣
传小分队进行宣传，小分队成员进班
排、上训练场，深入一线构建群众性
大课堂。

虽然宣传小分队成员来自不同岗
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善于
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讲成官兵喜爱
的兵言兵语，善于把近年来祖国和军
队发生的巨大变化寓于一人一事中。
“改革正是一次新的战斗！前辈

们留给我们的是坚决听党话、铁心跟
党走、精武当先锋的英雄气概。”宣传
小分队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讲
述部队建设发展历程的传统故事，在
谈收获、说变化、论前景中激发官兵的

理论认知，情感认同。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
儿……”宣传小分队引导战友们联系
身边人、身边事，畅谈学习党的十九大
报告的体会，深入浅出的讲解深受广
大官兵欢迎。
“宣传小分队引用的故事就发生

在我们身边，讲述的变化我们看得
见，这样的宣传有说服力。”排长向
鑫说。

随着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认识
不断深入，该旅官兵自觉把学习热情
转化为练兵动力。训练场上，士气如
虹，官兵争第一、扛红旗的热情高涨。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宣传党的十九大报告接地气——

兵言兵语解释深刻大道理
一人一事感悟今朝新变化

■甘兆楠 本报特约记者 曾 涛

东海小岛，云雾缭绕。10月 18日
下午，驻守小岛 61年的东海某观通站
官兵面朝党旗，深情高唱《战士第二故
乡》，拉开了某观通旅学习党的十九大
报告的序幕。

该旅防区横跨多省市，基层单位
大多散布在高山海岛，条件艰苦，集中
学习存在困难。“驻地虽散不让部队神
散，任务虽重不让官兵失重，基层虽远
不让官兵的心走远，党的十九大精神
务必第一时间传达到每一名官兵。”旅
党委一班人态度坚定。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该旅党委多
次派技术人员走访基层各站，确保各
单位能及时收看大会开幕盛况。大会
召开这几天，宣传科干事丁保磊每天
忙得热火朝天，将党媒上一篇篇精彩
的十九大新闻报道、评论文章发布到
旅政工网和微信群，供官兵学习。

针对部队担负全时战备值班任
务，基层单位常有三分之一的人员不
能参加集体学习讨论的实际，该旅建
立考勤登记、缺课补课等制度，确保把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传达到每名官
兵。此外，他们还组织各单位精心制
作“十九大寄语墙”，为广大官兵创造
向党组织说心里话、热情讴歌党的丰
功伟绩的机会，也为战友之间交流学
习体会创造条件。

江浙以南，百岗尖。驻扎在高山
之巅的某观通站中士郑恺刚下战位，
就一路小跑到“十九大寄语墙”前，认
真写下“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在十
九大召开之际担负值班任务，我感到
十分自豪！”没过多久，寄语下方出现
好几条“点赞”留言。几天来，偌大的
一面墙壁上贴满了写有官兵心语的
便笺纸。

“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要结合实
际，学出效果。”东南沿海某观通站根
据旅党委要求，把课堂搬到坑道，扎根
大山 26年的一级军士长邹伟带领大
家一起学习十九大报告。他说：“每当
我坐上机台，望向这片洒满了先辈鲜
血的海域，使命感就油然而生。”邹伟
的话引起大家的共鸣，官兵们纷纷表
示，一定要传承好老一辈的精神血脉，
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十月的闽南大地，夜晚已有了几
分凉意，该旅某连宿舍内气氛热烈，官
兵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开展讨论。学习
十九大报告中关于“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的表述，下士樊罡讲述
他休假时享受“军人依法优先”经历，
赢得战友们的阵阵掌声。

在漫长海岸线上，该旅官兵正掀
起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的热潮。

东海舰队某观通旅掀起学习宣传十九大报告热潮——

“寄语墙”上贴满官兵心语
执勤坑道响起共鸣掌声

■张容瑢 王路加 本报特约记者 代宗锋

这是空军最早组建、最早参战、战功卓著的轰炸航空
兵部队，是空军远程进攻作战的重要力量，是空军首支改
装轰-6K 的航空兵部队。组建 60 多年来，先后参加过抗
美援朝、首都阅兵等重大任务，2016 年斩获空军“金飞
镖”，2017 年摘得国际军事比赛“航空飞镖-2017”轰炸机
组桂冠。近年来，他们聚焦强军目标，瞄准未来战场，紧

紧围绕远程进攻、空中精打等核心作战能力，从严从难苦
练精飞。2015 年 3 月，该团组织轰-6K 开展远海训练，首
次在西太平洋上空留下了中国空军的航迹。近年来，他
们逐渐常态化、实战化、体系化执行远海远洋训练任务，
彰显了中国空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国家利益
的能力。

庆盛会·把忠诚写在哨位上

上图：连日来，正在野外驻

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

官兵通过多种方式，学习党的十

九大报告。

崔获阳摄

左图：10月下旬，陆军第81

集团军某旅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大

报告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薛 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