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2要 闻 E-mail:jfjbeb@163.com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 星期一 版面编辑/熊永新 严德勇

强军论坛

新年伊始，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

号召全军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勇于战

胜困难，勇于超越对手，锻造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习主席对学习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精神高度重视，在担任军委主席后不

久就明确指出，军人要有血性，血性就是

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精神。在军队重要会议上，在演习演训现

场，在视察基层部队时，习主席多次强调，

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都不能丢，在党、国家、人民需要的时

刻，军队就是要有这股劲、这种精神。

“两不怕”的口号，是上世纪50年代

由进藏筑路大军提出来的。在边境自卫

反击作战中，广大官兵用牺牲和胜利叫响

了这个口号，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向中央汇报时，得到毛主席高度肯定。后

来在王杰事迹的宣传中，“两不怕”成为王

杰精神的集中概括。这一口号的广为传

播，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军

队的历史、信念和作风，它是全军部队共

同的精神财富。

在不同历史时期，各部队根据自身经

历创造的精神传统，可能千差万别；根据

自身任务形成的特色文化，也是各式各

样。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上甘岭精

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这些

“精神”尽管表述不同，而其血脉是同源

的、根基是相通的，其内涵中都具备忠诚

与信念、责任与担当、智慧与力量等特

质。它们是全体官兵的共同财富，是人民

军队的共同荣光。

随着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许多部

队的编制体制、隶属关系、驻防区域发生

了变化，当此之时，传承红色基因，传承

老部队的传统，传承“两不怕”精神等光

荣传统尤为重要。只有在充分尊重各部

队的传统、荣誉和价值的基础上，让内涵丰富的精神财富在交汇中融合、在融

合中升华，才能实现思想观念的深度耦合、能力素质的再造升级、共同气质的

铸就成型。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铸就共同的强军气质，是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时代呼唤。目前，我军正处在由大向强

的关键阶段，实现这伟大一跃，首先应确保部队的红色基因得到传承、红色血脉

得到赓续，让老部队的传统之果，成为新部队的精神之根，让各单位的特色特

质，铸成新单位的强军气质，在新起点上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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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放、通讯员张占虎
报道：寒冬时节，高原夜寒刺骨，执行训
练任务的陆军某部机动到青藏铁路某高
原场站进行铁路装载。在西宁联勤保障
中心铁路军代表的现场指挥调度下，部
队很快在夜间无照明情况下完成装载任
务，铁路军代表的高效保障受到任务部
队的一致肯定。

据悉，参与这次任务的军代表中，有
不少是刚从成都、西昌等地的车站交流
到高原锻炼的人员。这是西宁联勤保障
中心着眼联勤保障新体制、新机制，结合
任务实行人员跨地域交流锻炼，强化人
员在复杂环境、复杂条件下作战保障能
力的一项创新举措。

据介绍，该中心辖区地域广阔、地形
复杂，同一项保障内容，在不同地域的保
障要求、保障标准都不尽相同。为提升

人员跨地域作战保障能力，中心从运输
投送行业开始，逐步探索人员交流锻炼
的方法路子。他们结合大项保障任务，
采取跨地域抽调人员到任务一线锻炼、
交流的方式，侧重由平原到高原、由温区
到寒区、由城镇到野外，为中心各地域执
行保障任务官兵创造在复杂生疏地域
“以工代训”的机会，全面锤炼人员作战
保障硬功。

中心驻成都铁路局军代处军代表黎
昆，以前一直在四川省内负责运输保障
工作。被抽调到格尔木站锻炼的他，在
3个月时间内不仅熟练掌握了制氧列车
换乘、餐车加挂等保障技术，还积累了抗
寒抗缺氧、复杂地形通信、高原制炊等高
原训练经验。他说：“通过接受高原任务
锤炼，弥补了自身能力素质的短板，对更
好地完成多样化保障任务信心更足了。”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锤炼跨地域作战保障硬功

1月19日，空降兵某训练基地组织新战士进行跳伞训练，锤炼新战士过硬军事技能。

上图：有序登机。

左图：空中跳伞。

何三元摄

我们采访小组刚到第 80 集团军某
特战旅采访，就碰上一件新鲜事——

该旅特战四连即将搬迁新营房。离
开老连队之际，四连特意把曾在连队荣
立一等功的 7名官兵集合起来，向连队
告别。

一个连队竟然涌现出 7 名一等功
臣！这个消息一下子吸引了我们采访小
组。更没想到的是，走进四连我们发现，
短短 9年间，该连竟然有 10名官兵荣立
12次一等功。因改革和交流任职，有 3
名一等功臣已经离开了该旅。
“感谢强军兴军新时代，让我们大有

可为！”7名功臣胸前的一等功军功章闪
闪发亮。

四连连长张金涛因势利导话感受：
“这些一等功，大都是战友们国际比武夺
冠后荣立的。就拿我来说，之前当兵多
年，从未走出国门；可这 9年来，我接连 4
次出国参加国际比武联训，两次荣立一
等功。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中国军队走上世界舞台的机
会越来越多！”其他 6名一等功臣不约而
同地谈到这一点。这些年，随着强军兴
军步伐不断加快，不仅中国海军、空军走
出国门成为常态，就连陆军这一传统军
种也频频亮相世界舞台。习主席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
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官兵对习主席的论
述，发自内心地认同。

回想 9年前随我军代表队首次参加
“安德鲁·波依德”国际特种兵竞赛时的
情景，张金涛至今记忆犹新：2009 年夏
天，首次走出国门参赛，他异常兴奋。可
作为国际特种兵比武场上的“新面孔”，
还未较量，张金涛就已经感受到来自外
军轻蔑的眼神。

就在这次比武中，张金涛和战友们
出手不凡，一举夺得 13个比武课目中的
8个单项第一、6个单项第二，打破了 6项
国际赛事纪录，让外军同行刮目相看。

“如今可不一样啦！”一等功臣、排长
王冰自豪地说，随着我军机械化、信息化
建设双重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一批批更加先进的国产装备列装部队，
一项项更加聚焦实战的制度规定颁布施
行，一个个更加适应作战需要的编制岗
位调整到位，部队战斗力不断迈上新台
阶。

就拿狙击步枪来说，2016 年参加
“金鹰-2016”国际狙击手比武，王冰
使用国产某型高精度狙击步枪技压全
场——连胜 21场。在最后的决赛中，他
一枪命中 100米外 5毫米粗的电线，惊得
许多外国军人合不拢嘴，赛后他们纷纷
前来观摩祝贺。
“过去出国比赛，心里总有几分忐

忑；如今走出国门，越来越有自信！”谈起
这些年几次出国比武的变化，从该连走
出去的一等功臣、旅副参谋长庄须周说
出了自己最深的感受。为啥这么说？庄
须周解释说：“过去我们总感叹国际比武
课目设置很残酷，可如今觉得有些课目
还不如我们呢！”

庄须周至今清楚地记得旅里组织
的一次日常潜伏侦察训练。第一次参
训，他不到 30分钟就完成侦察任务，可
没想到因“动作太大暴露目标”被判定
为不合格。第二次，他处处小心，用了

近两个小时才返回，结果仍然不合
格。第三次，他完全按照实战化要求
经受各种考验，在-10℃的荒野中匍匐
前进，用了近 5个小时才最终完成侦察
任务。

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
战化摔打磨砺下，庄须周成长为集团
军有名的特战尖兵。参加国际特种兵
比武和全军特种兵比武，他和队友一
道先后夺得多个第一，本人两次荣立
一等功。
“太牛了！”听了庄须周的讲述，现场

许多官兵竖起大拇指。可没想到，7个
一等功臣却说：“可不敢大意！别看我们
是冠军，可如今全旅训练水平越来越高，
稍不留神就可能被战友赶超！”

该旅政委武仲良告诉记者，这些
天，他们组织官兵深入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许多人对“到 2020 年基本实现
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
略能力有大的提升”的目标备感振
奋。“迈向世界一流军队，我们信心满
怀！”聆听 7个一等功臣的故事后，官兵
心中激情澎湃，许多人感叹：7 名一等
功臣既是新时代的亲历者，也是改革
强军的受益者。他们在国际赛场上的
跨越，正是我军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
铿锵足迹！

第 80 集团军某特战旅官兵结合特战四连 7名一等功臣的强军故事，学习
领悟党的十九大精神——

“迈向世界一流军队，我们信心满怀”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康子湛 中国军网记者 孙智英

（上接第一版）

答案，写在中国航天员翱翔九天的
心声里——

2017 年 3 月 18 日，中国首位飞天
英雄杨利伟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
目中，与观众分享飞天的“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绝不仅仅属于我，它属于
我们共同奋斗的航天人，属于每一位
炎黄子孙……”杨利伟说，一想到不是
一个人在飞，他情不自禁拿起太空笔，
在工作日志的背面写上这样一句话：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
太空了！”

一句话，道出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
梦。正是在这一梦想的感召下，20 年
间，先后 2批 21名航天员无比豪迈集结
到航天员大队这个英雄的集体。他们一
度隐姓埋名，千锤百炼，随时准备代表祖
国出征太空。

天路九重 中国跨越

“我们是后来者，必须

把步子迈得更快更大些”

回望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浩瀚宇
宙见证着这些时刻、这些身影——

1961年 4月 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
林飞向太空。

1969年 7月 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
斯特朗着陆月球……

探索太空，中国无疑是后来者，但步
伐无比坚定。

从神舟五号的 1人 1 天，到神舟六

号的 2人 5天；从神舟七号的 3人 3天，
到神舟九号的 3 人 13 天；从神舟十号
的 3 人 15 天，到神舟十一号的 2 人 33
天——我们看到：每一次飞天都是一
次新的跨越。

每一次跨越，都记录着中国航天员
的一次次突破：首次飞天，首次两舱穿
越，首次空间出舱活动，首次手控交会
对接，首次太空授课，首次中期在轨驻
留……

天路九重，中国跨越，世界惊叹。
或许，只有置身时空的坐标，才能明

了这份跨越的不易。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时，

距离苏联的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
人已经过去了 31年，距离美国首次载人
轨道飞行已经过去了30年。

中国跨越，首先是中国追赶。
与法国宇航员对话，航天员杨利伟

说：“人类已经有 900多人次飞向太空，
我只是一个后来者。”这位中国首位进入
太空的飞天英雄，在太空只睡了半个小
时。他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尽可能多地
体验在太空中的感受、多做一些动作、多
拍一些资料，为后续的训练任务多积累
经验。
“太空飞行时间这么宝贵，我们不能

上来睡大觉。”神舟十号飞行期间，为了
取得太空跑台验证数据，航天员景海鹏
和陈冬，不顾地面飞控人员发来的催促
休息的指令，反复琢磨，多次尝试，成功
实现了“太空跑步”，为后续航天员在空
间站长期驻留时加强体能锻炼、保障身
体健康积累了经验。

茫茫太空，杨利伟、景海鹏和他的
战友们注定是中国载人航天的首批拓
荒者。他们踏出的每一步，都在给后来
人探路；他们的每一次勇敢出征，都在
给后来人传递力量。中国第一位进入
太空的女航天员刘洋曾感激地说：“第
一批航天员老大哥，将他们的经验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我们，让我们少走了很多
弯路。”
“我们是后来者，必须把步子迈得更

快更大些。”在航天员大队，几乎每一位
飞天英雄都有自己的纪录，几乎每一位
飞天英雄都打破过别人的纪录——

二次飞天后，航天员聂海胜一度成
为中国在太空飞得最远、驻留时间最长
的航天员。但他的这个纪录很快被三度
飞天的航天员景海鹏打破。“未来空间站
时代，航天员中长期飞行将成为常态。”
如今，聂海胜希望自己能再次打破当前
的纪录：“如果条件允许，我希望自己还
能飞进中国的空间站。”

挣脱大地引力，飞向浩瀚太空，最难
跨越的是自己。

在飞天英雄的队列里，如今有 7名
航天员已是 50多岁的将军。每次训练，
他们都带头参加。多年以来，他们的生
理功能、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始终保
持在优良等级……

将军的身影映照着飞天英雄们的常
态：每次任务凯旋，他们把成绩归零、把
经历归零、把心态归零，一切从头开始，
继续重复着飞天和准备飞天的工作。他
们信奉的座右铭是：“宁可备而不用，也
不能用而无备。”

某种意义上，走近飞天英雄们的日
常，你才能从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紧张作息中，读懂中国载人航天的一次
次跨越。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连着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时间表；他们为之拼
搏的每一小步，都连着中国人出征太空
的步伐。

心在太空，路在脚下。飞船从起飞
到入轨，只有不到 10分钟。为了表盘上
这几个格点，航天员们要走过数年的漫
漫长路。

航天员刘旺等待了 14年，在太空创
造了手控交会对接的“中国精度”；航天
员张晓光等待了 15年，迎来了太空飞行
15天；航天员邓清明，等待了 20年，仍然
在时刻准备着为国出征……

问鼎苍穹 中国自信

“你可以分享我的快

乐，但无法分享我的自豪”

这段简短的太空对话，至今仍让人
津津乐道。

2016年 10月 17日 7时 30分，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当整流罩打
开，景海鹏和陈冬一段对话，不经意间红
遍网络——
“02，往右舷窗看一看！漂不漂亮？”

“漂亮。”
“美不美？”“美！”
“爽不爽？”“爽！”
两位航天员的只言片语，流露着情

不自禁的喜悦和自豪，彰显着由衷的自

信和从容。
看似寻常的细节，细细品味，会别有

滋味。
2013年 6月 11日 14时 48分，“神十”

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身披“战
袍”站在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的
门口。

出征，一切程序依旧。然而，细心的
记者还是发现了此次出征的“不一
样”——

这是中国航天员第 5次飞行太空，
迢迢天路，如今已成通途，3名航天员笑
语盈盈，挥别送行的人群，平静得如同一
次“出差”。

这一次，少了“神五”首飞时那份壮
怀激烈，少了“神六”风雪出征时那份牵
挂不安，少了“神七”出征时那份凝重期
许，少了“神九”出征时那份热泪盈眶，却
多了一份淡定，多了一份从容。

这份从容，在此次太空飞行中体现
得更是淋漓尽致。无论是聂海胜的“悬
空打坐”，王亚平的“大力神功”，还是张
晓光的“专业摄像”，都在向世界传递着
同一个表情：中国自信。

自信，是一次次积累起来的。
“神九”飞天前夕，记者问航天员刘

旺“此次手控交会对接有几成把握”，一
向低调谦逊的他脱口而出“百分之百”。
“我必须保证百分之百！”刘旺说，“我不
仅相信自己的实力，还相信我们团队的
实力。”

问鼎苍穹，飞天英雄以一种接力的
方式，不断为中国飞天事业加注信心，为
中华民族加注力量。

第一次代表中国人进入太空，航天
员杨利伟以超乎寻常的镇定从容，给牵
挂他的亿万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也让
一位老华侨由衷感慨：“你们飞得有多
高，中国人的头抬得就有多高。”
“神六”飞天，航天员费俊龙在飞船

返回舱失重状态下连续作了数次前空
翻，赢得世人欢呼惊叹。7年之后，在一
次国际交流活动中，费俊龙对欧空局一
位航天员说：“作为同行，你可以分享我
的快乐，但无法分享我的自豪。因为我
的身后，站立的是我的祖国和 13 亿人
民。”

飞天英雄的这份自信，不仅源于身
后的祖国，还来自身处的时代舞台。

与其说时势造英雄，不如说英雄乘
着时势的风在成长。“我很幸运，赶上了
一个伟大时代；我很幸福，能够与新时代
奋进同行，把个人梦想融入祖国荣耀。”
采访中，航天员刘洋的这句肺腑之言，代
表了所有航天员的心声。

2017 年 10 月 18 日，人民大会堂一
楼中央大厅北侧，党的十九大代表景海
鹏一身戎装，昂首走过“党代表通道”。

这位曾 3 次进入太空的航天员信
心满怀地告诉中外记者：“‘星空浩瀚无
比，探索永无止境’，习主席这句话永远
激励着我和战友。我真的十分渴望再
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次
胜仗！”

瞩望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触手
可及。

这，又是一个梦想的约定；这，又将
是一次英雄的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