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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着“践行强军目标模
范艇”荣誉称号，默默守护祖
国海疆；他们把忠诚写在大洋深
处，坚决做到“艇由我操纵，我
听党指挥”。近年来，先后被评
为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荣获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被中
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
号，被原四总部表彰为“全军践
行强军目标标兵”。作为强军兴
军典型，他们时刻牢记习主席的
关怀嘱托，重整行装再出发，在
强军实践中勇立潮头，圆满完成
2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创新 10
余种战法，实现了潜艇部队战斗
力建设的多个突破。

今年，随着电视剧《深海利剑》的
热播，海军某潜艇支队 372潜艇成功处
置水下特大险情的英雄事迹通过荧屏呈
现在国人面前。

2014年初，372潜艇紧急出航，突
遇水下“断崖”急速掉深。生死关
头，艇队官兵临危不惧，处变不惊，
成功处置重大险情，“带伤”完成战备
巡逻任务，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潜艇
史上的奇迹。

2016年 8月，习主席签署命令，授
予 372潜艇“践行强军目标模范艇”荣
誉称号。

连日来，372潜艇官兵们认真学习
党的十九大报告，决心把自己锻造成一
柄令敌人胆寒的深海利剑，担当起党和
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时刻准备着“说走

就走”

秋日，椰风微拂，海浪轻吟。出
海归来的 372 潜艇，在层峦涌浪中缓
缓靠近母港。这一次，刚刚返回码
头的他们，又开始着手准备新的出
航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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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
们而言，只有出航和准备出航两种状
态，必须时刻准备着受领新任务。”该
艇副艇长李伟告诉记者，“现在‘说走
就走’式的任务越来越多。”

去年，该艇在执行某项试验任务返
航途中，又受领了上级下达的演习任
务。刚靠码头的 372 潜艇仅休整 2 小
时，就再一次踏上征途。

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正值 372潜
艇官兵岸港备战。372潜艇原政委张学
东现任支队副政委，党的十九大召开当
天，他特意到艇队宿舍与官兵一同观看
大会开幕直播。

参加过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
张学东，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学习体
会。他说：“我们要狠抓练兵备战，大
力开展实战化训练，提高有效履行新
时代使命任务的能力。对于潜艇部队
来说，实战化就是走得远、潜得深、
藏得住、打得准！”

“习主席签署命令，授予我们艇荣
誉称号，我们一定要珍惜荣誉，发扬艇
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高昂的政
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做党和
人民放心的深海利剑！”该艇鱼雷技师
余文武感慨地说。

今年夏天，372潜艇在某陌生海域
首次组织某型导弹双弹齐射。演习当
日，利剑刺破海面，拖着尾焰直冲蓝
天，在海天间划出优美的弧线，准确
命中目标。

在挑战自我中创新

战法训法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
技兴军、依法治军。”学习讨论中，
该艇技师赵满星说：“贯彻落实科技
兴军，我们一定要突破思维障碍，
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磨砺手中的
利剑。”

回想起第一次操艇下潜海底时，
赵满星感慨不已：“当时心里既担心又
激动，操舵的手不自觉地发抖。现
在，只要海区符合条件，正常巡航都
比这更深。”

该艇航海长李奎说：“这段时间
里，我们创新了 10余项战法，但随着
实战化训练的推进，我们又遇到新的难
题。”

前些年对抗演练，大多以单艇对单
舰的形式展开，潜艇凭借水下隐蔽的特
性，几乎都能率先发起攻击，只要保证
鱼雷命中率，就能凯旋。“这几年，演
习模式从传统的‘一对一’升级到‘一
对多’，老套路跟不上新情况了。”该艇
副艇长马强向记者介绍。

同时，水面舰艇不断更新换代，装
备性能水涨船高，潜艇指挥员在演练中
对抗起来越来越吃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更加注

重创新驱动，我们一定要牢牢攥紧创新
驱动这把钥匙，紧紧盯住聚焦实战这个
靶标。”372潜艇艇长钟文说。

越挑战越想挑战，越突破越能突
破。经过艰苦的训练探索，艇队官兵找
回了“深海刺客”的感觉，找到了斩敌
于无形的新手段。

确保每一个战位都

过硬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新时代
党的强军思想，跑好我们手中的这一棒，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看到艇队官
兵面对即将来临的全训考核信心十足，
该艇政委楼擎云十分欣慰。

楼擎云说：“基础训练的成效攸关潜
艇整体战斗力，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必
须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极致，确保每一个
战位都过硬。”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艇队始终把
基础训练作为战斗力生成的关键环节来
抓——他们把各类基础科目考核合格线
提高到 90分，考核不合格一律“回炉”重
训。同时，他们将训练内容和形式不断
向实战接轨：不断强化无灯光条件下损
害管制演练；将每艇每年一次封舱训练
改为每季度一次，将岸港模拟航行时间
增加一倍。

该艇副政委肖宇谈到：“信息化条件
下，基础训练对部队体系作战能力的支
撑作用更明显，扎实推进战斗力建设不
能好高骛远忽视基本功。”

在艇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讨论
中，多名官兵都谈到这样一段经历。

前不久，艇队进入海上实射操雷
训练阶段，碰上恶劣海况。冒险进行
实射训练，不仅很难打出好成绩，还有
可能因意外情况导致价值数百万元的
操雷沉没。

打还是不打？“训练天气可以选择，但
战争不会因为天气而推迟。”任务部署会
上，艇党支部拿着一整套应急情况处置方
案向支队主动申请出海训练。训练当天，
风浪高达数米，刚好处于该型鱼雷临界使
用条件。目标判定、机动占位、解算要素
有条不紊……他们果断进行超临界训练，
使艇队战斗力提升瓶颈不断突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有效塑造

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能战方能止战，我们只有平时狠抓练兵
备战，大力开展实战化训练，才能不断提
高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能力。”艇
长钟文坚定地说。

上图：潜艇破浪航行。 周演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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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盛会·来自一线部队的报道

庆盛会·把忠诚写在哨位上

372艇队荣誉室里“践行强军目标

模范艇”的锦旗熠熠生辉，习主席勉励

官兵继续为强军目标作贡献的话语犹

在耳旁。

几年来，作为强军实践的标杆，

372潜艇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的谆谆

教导，放下荣誉“光环”，扛起强军责

任，一切从“零”开始，以一颗恒心

投入工作和事业中，乘风破浪，振羽

高翔，为锻造世界一流潜艇部队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拉开

大幕之际，回顾372艇走过的路，感受

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荣誉，我们掂量

出了沉甸甸的责任。只有按照党的十

九大的战略部署，扎实做好军事斗争

准备，才能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

部队工作千万条，备战打仗第一

条。在改革强军的大背景下，我们要

始终以战斗力标准为“指挥棒”，牢固

确立打赢为先的鲜明导向，把思战练

战备战当主业钻、当事业干，坚持在仗

怎么打、兵怎么练上聚焦用力，不断提

高实战水平。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引导

官兵在深学深悟中坚定信仰信念，投

身强军实践。我们要保持“在路上”的

姿态，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到质变，

通过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努力，使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融入部队建设的

各项工作中，渗透到战斗力建设的方

方面面，在深海大洋中苦练硬功，做到

一声令下，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

牢记嘱托，在强军实践中勇立潮头
■海军某潜艇支队副政治委员 张学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等重要表述，我们必须牢记
在心……”10 月 20 日下午，第 81 集团
军某旅运输勤务营楼前掌声不断，该
旅政治部主任梁飞正在对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论断进行导读
辅导。

该营战士张进甲告诉笔者：“经过
几天的专题授课辅导和集中学习，我们
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主要内容有了初步
认识。”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该旅党委本着
及早筹划、及早动手、及早展开、及早受
益的思路，先后3次召开常委会，对会后
如何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进行专题
部署，研究制订具体措施：如采取“常委
包片，机关挂点”的方法，安排蹲点干部
进班入排，全程跟踪指导部队搞好大会
精神的学习贯彻等。党委常委带头到
一线辅导，带领官兵集体学习党的十九
大报告就是系列举措之一。

该旅突出抓好党委机关这个“重
头”，要求党委领导必须学在前、用在
前、理解领悟在前，明确规定每名常委
必须到基层进行辅导。

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下午，该旅旅
长陈季德就给干线网络通信营官兵上
了一堂十九大报告导读课，带着官兵原
原本本学习大会报告。该营三连中士
胡海洋说：“没想到旅领导行动这么迅
速，虽然没有课件，也没有太多的解读，
但激发了我们学报告的热情。”

该旅教导大队队长王立磊告诉笔
者，教导队远离旅机关，党的十九大召
开的第二天，旅领导就派机关干部送来
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打印本。

截至笔者发稿时，该旅在家常委
均为官兵进行了辅导。旅领导介绍
说，近几天的辅导只是初步的，目前他
们正结合理论学习深入钻研党的十九
大报告，并及时向理论专家请教，力争
在学报告、见行动中为全旅官兵做好
表率。

第81集团军某旅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报告做法实——

领导带头，常委导学到一线
■田 来 侯书宝

台风过后，伶仃洋上晴空万里，
不远处的港珠澳大桥犹如一条蜿蜒
的巨龙。

在离大桥不远处的担杆岛上，南部
战区某海防旅一连上士杨鹏正结合这
座大桥建设的故事，给战友畅谈学习党
的十九大报告的体会。与此同时，该旅
其他官兵正在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
同步收看“四会”政治教员晏照所作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导读辅导。

该旅政委刘月勤介绍，为深入学习
宣传党的十九大报告，他们针对海岛和
船艇部队实际，因地制宜，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党的十九大报告
入脑入心。

据了解，这个海防旅由多个单位调
整组建而成，力量结构多元、部队点多
线长面广、日常战备执勤任务繁重。在
这种情况下，为让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漫
长海防线的执勤战位上有效传播，该旅
党委研究决定利用线上线下资源，上下
联动同步推进学习宣传。

党的十九大开幕前夕，该旅通信科
组织骨干力量对全旅电视电话会议系

统、微波通信系统、军网系统等进行全
面检修，确保线上学习顺利展开。10
月 18日，全旅官兵第一时间同步收听
收看大会直播。当天下午，党的十九大
报告全文、视频资料通过网络下发至海
岛船艇分队。随后，该旅“四会”教员通
过视频系统为全旅解读大会报告。该
旅政工网开设“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报
告，建设新时代海防劲旅”讨论专栏，及
时推送对十九大报告的最新解读。

与此同时，该旅十九大报告宣传小
分队深入基层开展宣传，帮助官兵深入
学习领悟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要点。
各项配合学习活动也全面展开。在某
船艇大队，一场“学习大会报告，凝聚强
军意志”演讲比赛拉开帷幕，15名参赛
选手分享各自的学习感悟，展望美好未
来。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新兵营，“如何
以大会报告为指引，迈好军旅第一步”
讨论交流如火如荼。在荒无人烟的北
尖岛，驻守在这里的官兵开展“铁心向
党，安心守好祖国大门”的宣誓活动，深
化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领会，增强扎根
海岛、献身海防的意志信念。

南部战区某海防旅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报告方法活——

因地制宜，线上线下齐发力
■王 超 孙 鑫

上图：陆军某防空旅引导官兵把欢庆党的十九大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

动力，开展秋季大练兵活动。图为战士们在训练成绩公示栏前交流。

杨 涛摄

下图：10月21日，中部战区某部新训干部正给新兵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

主要内容。 胡海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