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漠深秋，北风凛冽。 21 日
下 午 ， 驻 守 在 西 北 戈 壁 深 处 的
空 军 某 基 地 无 人 机 飞 行 大 队 会
议 室 内 ， 由 飞 行 、 机 务 、 链
路、情报等专业人员组成的评估
分析小组，正在对前期无人机实
弹 射 击 任 务 进 行 总 结 分 析 、 检
讨反思。
“十九大报告指出，树立科技是

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我理解就是要
用创新头脑推动部队新型作战力量
向更高水平迈进。”党支部副书记、
副大队长陈永超告诉记者，“尽管

我们取得了 18发 18中的成绩，但还
是要从中寻找不足，不断改进，探
索无人机新型作战特点、研究无人
机新型作战样式。”

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每次开
完会，党的十九大代表、该大队无人
机飞行员李浩都会打电话回大队，与
战友们及时分享参会感受：“新型作
战力量探索提升战斗力，需要的就是
创新，我把报告中与新型作战力量建
设的相关内容都摘抄了出来，在分组
讨论时同与会代表进行深入讨论，认
真研究，收获很大。”

十九大召开以来，该大队党支
部坚持与会议同步学习、同步理
解、同步贯彻，在提高官兵们思
想认识、学习理解、推动工作创
新实践上求成效。
“忠实履行职责使命，正需

要这样的激情和干劲。”陈永超
介绍，他们结合十九大报告中关
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论述，紧紧
围绕大队担负的使命任务，深入
研究新型作战力量运用方法，归
纳总结基地化训练新模式，为后
续新型导弹靶试任务做准备。

“金头盔”获得者、年初改飞
无 人 机 的 飞 行 员 陆 冬 辉 告 诉 记
者：“作为新型作战力量的探索
者，我们必须有敢创新的勇气和
会创新的能力，把装备用好，探
索研究出更多更好的无人机作战
运用方法！”

激情澎湃，使命催征。大队官
兵郑重承诺，一定要学习贯彻好
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进入实
践，把学习成果努力转化为部队
抓建的科学理念，转化为推动战
斗力提升的工作思路和办法举措。

记者连线党的十九大代表李浩所在空军某基地无人机飞行大队党支部——

要有敢创新的勇气和会创新的能力
■姚春明 本报记者 李建文

向党看齐·三军聚焦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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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十九大·心里话儿对党说

学习十九大·连线
代表所在党支部

连日来，从白山黑水到齐鲁大
地，从雪域高原到大漠戈壁，处处
涌动着北部战区空军部队官兵看盛
会、学报告的热情和练精兵、谋打
赢的豪情。上至战区空军党委机
关，下到基层一线普通战士，官兵
们学习正酣、讨论正热，掀起了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习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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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十九大召开后，北部战区空军党
委中心组成员第一时间组织集中收
看，第一时间展开热烈讨论，“近年
来，我们紧贴实战组训，综合运用
体系集成训练平台、战斗力提升量
化指标、合同训练基地‘三大抓
手’，带动部队战斗力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在航空飞镖、天空之钥等
多项国际国内赛事中摘金夺银、勇
创佳绩。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战斗
力标准抓训促战，关键时刻才能做
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

能打仗、打胜仗，必须牢固确立
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近
日，空军“先锋飞行大队”飞行员
杨德纯，驾驶战机辗转多个机场、
数千公里赴南方某海岛执行跨区机
动任务。出征前，他与战友们扛极
限载荷、飞性能边界、研战术战

法，每个动作都紧贴实战，每项研
究都坚持战斗力标准。飞行员罗威
表示：“作为英雄团队的飞行员，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就是要继承先
辈的战斗精神，努力提高技战术水
平，使能打仗、打胜仗成为战斗本
能、成为刚性标准。”

渤海湾畔，航空兵某旅作为北
部战区空军一支重要空中作战力
量，担负着繁重的战备任务。为了
不耽误战斗值班，该旅飞行员田流
溪和战友们整齐穿戴作战飞行装
具，全副武装地在战备值班室学习
十九大报告。

当看到习主席指出要“扎实做
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时，
大家神情激动，热血沸腾。田流溪
动情地说：“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
员，我们一定要沿着习主席指引的
航向，聚焦实战，苦练精飞，确保
一声令下，随时升空，用实际行动
守护好祖国的领空。”

军人生来为战胜，军队使命是
打赢。曾受习主席亲切接见的首批
双学士歼击机女飞行员康凯，跟田
流溪有着同样强烈的共鸣。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就要牢

记嘱托、坚定信念，做到搏击长空心
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以最高标准、
最严要求锤炼能打胜仗本领，坚决为
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保驾护

航！”在航空兵某旅，许多与康凯一样
的首批双学士歼击机女飞行员们正
在进行某型飞机前舱改装训练，她们
纷纷表示，对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上实现新的跨越、迈向更加辉
煌的未来充满信心。

能打仗、打胜仗，必须磨砺血性
胆气。前不久，在雪域高原驻训的北
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接装某国产
新型装备并完成首飞任务，以实际行
动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作为
新型作战力量的奠基者、创业者、
开拓者，必须在训练一线叫响“身
处雪域心向党、聚焦打赢砺精兵”
的口号，锤炼“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革命精
神，在真打实备中提升战法训法
“含金量”和新武器作战效能。该团
领导表示：“作为一支新型作战力
量，我们要加强研究现代战争制胜
机理，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不断
提高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能
力！”

政治工作也必须向能打仗、打
胜仗聚力聚焦。北部战区空军政治
工作部领导介绍说，政治工作是我
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效能要用能
打仗、打胜仗来检验。十九大召开
后，政治工作部门通过各种举措，
确保十九大精神第一时间传达到基

层，融入岗位战位，融入战斗力建
设。
“丁零零……”电话铃声响起，

十九大代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士官
魏国勇的声音从北京传来：“习主席
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基于网络
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我们雷
达兵如何才能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
雷达组网用网能力，这几天，我一
直在和海军、陆军的战友探讨交
流，收集了许多可行性建议……”
刚回到住处，魏国勇立即拨通电
话，第一时间向单位战友传递会场
声音、畅谈学习体会、分享交流心
得。

10月 20日，刚刚执行完中国第
7批赴南苏丹维和医疗任务归来的
北部战区空军某医院 21名官兵，结
合在非洲维和的亲身经历现身说
法。主治医师王琳的话引发官兵共
鸣：“当我第一次踏出国门，第一次
亲眼目睹战争过后的断壁残垣，以
及难民营里那些生命垂危的非洲儿
童，我强烈地意识到，能战方能止
戈，只有军队强大了，国家才能安
宁，人民才有幸福可言。”

镇守北部空天，打造必胜铁
拳。北部战区空军官兵在热议中深
思，在深思中笃行，立下铮铮誓
言：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
挥，誓做祖国空天的坚强捍卫者。

一切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北部战区空军官兵学习热议十九大报告见闻

■许 森 本报特约记者 田旭辉

在十九大时光里，我和连队官兵一起

看盛会、学报告，心中激情澎湃。我们“黄

麻起义红三连”是从1927年黄麻起义中走

来的红军连队，连队官兵始终对党有着一

种深深的情怀，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更加激

动无比。

从2015年到“红三连”任排长，至两个

月前升任指导员，几年来，在“红心向党，有

我无敌”连魂的指引下，我与连队一起进

步，更见证了连队的成长。

在2015年的某国际军事比赛中，以我

连“马绍孔排”为主体组建的参赛队出国

征战。临行前我不禁为大家捏了一把汗：

“环境陌生、对手强劲，这次比赛有多大把

握？”

然而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比赛中，全体队员一往无前、奋力拼搏，队

员刘江丹打完封闭针走向赛场，最终我们

取得了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载誉归来，

队员们都和我说：“离祖国再远，‘红心向

党，有我无敌’的连魂也不能丢……”

去年，湖北地区爆发洪灾。在血吸虫

病多发的皂市河沿岸，我们“红三连”官兵

冒着被感染的危险，连续奋战 36个小时。

洪灾面前，“红三连”的连旗处处飘扬在前。

红心向党，“红三连”不断迈向新辉

煌。今年夏天，我连再次征战国际军事比

赛。入伍不满一年的列兵隆元银一路过关

斩将、驰骋赛场，比赛中不慎受伤的排长邹

勇兵也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最终，我们

包揽了非战车比赛项目的7个单项第一，摘

下了团体第一的桂冠。

前不久，连队调整改编为某新型作战

力量部队，面对全新的训练方法、陌生的作

战样式，不少官兵一时难以适应。然而，当

上级抽调人员组建试训队时，连队官兵却

无一例外全部上交了“请战书”。

困难面前看担当，大考之中见党性。

在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我们“红三连”将

进一步发扬光大“红心向党，有我无敌”的

连魂，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砥砺前行、迈向新

的辉煌！

某旅“黄麻起义红三连”党支部书记

王存明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红心永向党 迈向新辉煌

本报北京10月24日电 杨丹谱、记
者杨清刚报道：伴着清冷的夜风，数十名
官兵携带装具紧急出动，直抵故障地点，
对发生阻断的缆线展开抢修……10月 23
日深夜，中部战区某信息通信旅战备演
练中，官兵们士气高昂，出色完成了演练
任务。

十九大召开后，他们坚持把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向主战聚焦、向岗位延伸，

旅领导深入一线战位宣讲辅导，基层营
连普遍开展“学报告、练精兵”活动。

用学习热潮推动练兵高潮，用政治
热情带动打仗激情。该旅某营二连曾被
授予“全面建设模范连”荣誉称号，他们
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中专门开设形象
生动的“微博墙”，为每名官兵制订“学习
路线图”，大家深受鼓舞，自发模拟实战
环境，扎实锤炼脑功、口功、耳功、手功。

中部战区某信息通信旅开展“学报告练精兵”活动

本报沈阳 10月 24日电 葛欣、特
约记者汪学潮报道：10 月 22 日，沈阳联
勤保障中心某医院野战医疗所 120 名
医护人员，长途机动千余公里抵达某
训练基地后，放下背囊立即投入到演
练当中。

演练间隙，官兵们结合任务实际谈
起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骨科副主任

田竞说：“十九大精神落实到我们具体岗
位上，就是要提高野战卫勤保障能力，确
保第一时间能抢得下、救得活。”

十九大召开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党
委针对所属单位高度分散、调整改革仍在
继续的实际，常委分头带机关干部下到部
队，与基层官兵同步学习十九大精神，在岗
位实践中促进学习效果落地生根。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促进学习效果落地生根

本报西宁10月24日电 党林超、马

頔报道：深秋的西北戈壁，寒风凛冽，滚
露成霜。10月 22日拂晓时分，第 76集团
军某旅机务三连修理工间内灯火通明，
该连官兵正在为天亮后的首飞做着最后
一次检修。

钻出发动机舱，擦去油渍汗水，连队
指导员余继礼介绍说，连日来，连队官兵
主动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焕发出的政

治热情，转化为火热练兵动力。
“必须把直升机的每一个故障排除在

地面！”修理工间的另一边，连队研究生技
师刘飞正在为战友讲解某新型直升机电
气线路原理。他对笔者说，近年来，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蹄疾步稳，武器装备更
新换代也越来越快，机务官兵作为幕后工
作者，必须牢记使命、甘于奉献，才能保障
陆航战鹰飞得起、打得赢。

第76集团军某旅机务三连官兵学报告明职责

本报乌鲁木齐10月24日电 李康、

孙荣乾报道：10月 22日傍晚，一阵急促的
警报声在新疆军区某团二连响起，官兵们
闻令而动，按照预案火速集结，整个出动
时间比以往缩短近2分钟。
“十九大报告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

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

这已成为全体官兵共识。”团长汪勇介绍
说，他们结合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组织
官兵开展群众性讨论，搞好战备教育，增
强官兵练兵备战意识。同时，他们对照报
告找差距，采取拉单列表方式，对全团官
兵训练弱项进行摸底排查，打破建制成立
补差训练小组，加强针对性训练。

新疆军区某团对照报告找差距补短板

本报贵阳10月24日电 叶新桥、特
约记者田胜平报道：“十九大报告里指出，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10
月 23日上午，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来到兴义市普梯村，为
村民宣讲解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不仅要自身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也要在地方群众当中发挥
好宣传队的作用。”总队领导介绍说，
党的十九大开幕前，他们从部队挑选
30 余名学历高、基层经验丰富的干部
骨干，组成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进行相
关业务学习和辅导培训。盛会召开
后，宣讲团成员第一时间奔赴各村各
寨，将党的声音传递至每个村落。

武警贵州总队组织官兵走村串寨当好宣传队

学报告 见行动

盛会连军营·基层官兵热议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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