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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听说，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
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是个常年与
蚊虫打交道的科研单位。寒冬腊月万
物蛰伏，他们如何工作？2月 2日晚，
记者来到这个研究所媒介生物学实验
室一探究竟。

记者步入科研大楼看到，身穿白
大褂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台前忙碌着。
恒温 26℃，恒湿 75%。养虫室里，白纹
伊蚊、埃及伊蚊……10多个蚊笼内，成
百上千只蚊虫飞舞不停。
“研究蚊虫的地理分布、活动规律

以及传播疾病机理，拿出有效防治措
施，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媒介生物学
学科带头人、研究员赵彤言说，“与蚊
虫共舞，寒冬也是夏。夏季是开展野
外实验的最佳时期，但我们要先在实

验室完成参数设计，再进行实地验
证。冬季虽不是媒介昆虫的活跃期，
科研任务却一点也不少。”

一间实验室里，副研究员郭晓霞
向记者展示了一项检测结果。几十条
不同颜色的曲线交叠在一起，看上去
像一朵绽放在夜空的烟花。
“每条曲线代表一个样本，反映的

是蚊虫组织中的病毒载量高低，一般每
只蚊虫要做 16次定量分析。做寨卡病
毒媒介传播效能研究时，我们实验用掉
的蚊虫有上千只，连续的高强度测试把
仪器都用‘罢工’了。”郭晓霞笑着说。

2015年，寨卡病毒感染导致神经系
统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全球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就是命
令！该研究所科研人员闻讯而动，他

们在世界上首次证明致倦库蚊可以传
播寨卡病毒，率先证实寨卡病毒可在
伊蚊体内经卵传递。
“强国为民、姓军为战”是这个团

队始终不渝的科研宗旨。在实验室研
究的同时，他们还常年深入蚊虫肆虐
的边防一线进行课题攻关。

副研究员李春晓讲起的几个故事，
让记者对他们肃然起敬：2011年，王刚、
侯文俊徒步 4天 3夜，深入南方原始森
林采集稀有蚊虫标本，一度与外界失
联；2013年，李春晓和郭晓霞带领课题
组赴黑瞎子岛开展吸血昆虫防护研究，
差点连人带车被洪水冲走……

采访结束时，夜已深，科研大楼依
然灯光明亮……

（本报北京2月4日电）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科研人员常年与蚊虫打交道—

夜以继日攻难关
■本报记者 邵龙飞 特约记者 庄颖娜

数九寒天，川西平原潮湿阴冷。
起床号吹响不久，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某旅物资保障分队训练场上就响起整
齐的呼号声，官兵身着战斗着装进行 5
公里长跑，呼出的气迅速凝结成霜。

上士田成文戴了两层厚厚的口
罩，原本体能出众的他，由于呼吸不
畅，慢慢掉在了队伍后面。田成文这
样“自讨苦吃”，是因为他在不久前的
高原驻训中“掉了一回链子”。

去年，该旅组建不久就开赴海拔
4000多米的高原驻训。作为业务骨干的
田成文信心满满，计划到高原大展拳脚，
谁知仅两天就因为重感冒住进了医院。

这两天该旅官兵刚刚回到营区，
征尘未洗，就从上至下进行高原驻训
检讨反思。田成文第一个就提出了

“提高快速适应高原环境能力”的问
题。他不仅建议加强有氧运动训练，
还琢磨出“长跑戴上厚口罩”“脸盆憋
气”等在平原练就高原硬功的小招数。

在高原患重感冒极易引发肺水
肿，这触动的不只是田成文，还有旅党
委一班人。上午，旅机关简陋的会议
室里，围绕驻训反思的研讨继续展
开。旅长耿亮一开始就把讨论的中心
定在了“增强备战打仗意识”上。
“转型重塑，要转的首先是带兵人

备战打仗的思维。认为‘明天没有战
争’就是打赢明天战争的最大障碍，练
兵备战的工作必须当下做、立即做！”
耿亮斩钉截铁地说。

当天，运输保障分队教导员陈友
金把他们的反思会直接开到了车场

上，营连骨干在现场捣腾起刚从市场
买回的水箱。

他们在驻训中发现，高原道路海
拔落差大，车辆长时间使用制动，容易
导致制动蹄片过热，使制动效能下
降。为此，他们边总结，边创新，很快
想出应对之法：在车顶装一个小水箱，
引出水管连接到制动蹄片上，通过持
续滴水降温的方式，解决制动蹄片过
热失效的问题。

两手沾满机油的陈友金用衣袖擦
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高原驻训让我
受了不少冻，这次反思又让我流了不
少汗。这‘一冷一热’，让我们发现和
解决了不少问题，像这样练兵备战，我
更有打赢信心了。”

（本报成都2月4日电）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旅驻训归来先开反思会—

征尘未洗先复盘
■本报记者 张 放

大海在咆哮，狂风裹着巨浪一次
次拍向舰舷，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战舰
前行，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一路劈
波斩浪挺进深蓝。

2月 3日 10时许，一阵尖厉的警报
声骤然响起，一场以区域联合防空为
背景的课题演练随即拉开序幕。
“发现‘敌’空中目标2批 4架，目标

方位××，距离××。”战斗打响后，预
警机率先发现“敌”机，并通过信息系统
将目标数据在红方各平台共享。综合
判断“敌”我态势后，编队指挥所果断下
令：对进入各舰射界的“敌”空中目标，
自行组织抗击、干扰和规避。

长沙舰雷达率先发现“敌”机1批 2
架。蓝方战机发挥装备优势，迅速下降
高度，掠海超低空突防，试图突破封锁。

此时，各战位人员紧盯综合态势显
控台。突然，电子战部位侦收到“敌”机
载雷达信号，并对其实施有源压制干扰。

孰料，蓝方战机再次下降高度。
面对蓝方的孤注一掷，红方预警机持
续稳定跟踪，舰艇编队抓住有利战机，
对其发动致命一击。“发射！”随着长沙
舰舰长李金伟一声令下，数枚导弹呼
啸而出，直扑“敌”机……

雷达上，“敌”机转向远离，官兵本以
为可以松口气，没想到“敌情”接踵而至。
“方位××，发现低空快速目标向我靠
近！”导弹越飞越近，李金伟果断下令：“打
击目标××批，齐射导弹×枚。主副炮
分层抗击，干扰弹准备实施无源干扰。”

另一边，“敌”机快速下降高度，实施
超低空突防，目标直指衡阳舰。几分钟

后，“敌”机快速爬升，发射导弹。衡阳舰
严阵以待，对来袭目标接连实施电子干
扰。少顷，数枚防空导弹破筒而出，主副
炮也火力全开，成功抗击来袭导弹。

海上对决，体系制胜。“蓝方战机作
战性能突出，但我方借助体系优势，空
海一体、软硬兼施，构筑了多道防空火
力网。”长沙舰指控技师李春德介绍说。

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指挥员告
诉记者，此次远海训练是海军深入贯
彻落实习主席训令，在新年度组织的
一次实战化远海训练活动。编队紧贴
舰队使命任务，通过强化联合侦察预
警、远海机动作战、海上维权斗争等针
对性课题训练，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
成果，提升部队远海体系作战能力。

（本报南海某海域2月4日电）

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开展联合防空作战演练—

空海一体织天网
■本报特约记者 周启青 记者 马 飞 通讯员 王 栋

春节临近，年味愈浓，家家户户忙
着备年货。2月 2日，记者走进武警广
西总队机关营区，发现这里有一份份
别样的年货。
“官兵收到的第一个‘新春礼包’，

就是两张表！”警勤中队中队长刘磊告
诉记者。

一张是值班、训练安排表。今年
留队过年的警勤中队下士袁志伟参
与了中队训练计划的拟制。当兵过
年不忘战备，他说：“训练安排表不
走过场，既有哨兵反袭击演练等传
统课目，又增加了新大纲要求的实
战对抗课目。这份‘年货’有硝烟
味。”

训练不松懈，休假不耽误。警勤
中队上士于博洋喜气洋洋地领回了休
假单：“值班训练安排更加合理，在满
足战备要求前提下，中队不仅优先安

排休假探亲，还派专车接送站。”
另一张是节日活动安排表。既有

会餐、晚会、游园等集体活动，又留出
了不少自主安排时间。机关服务中心
上士辛小彪说：“上级征求春节活动
‘金点子’，我就提出要多给自由活动
时间，没想到真被采纳了！”

第二个“新春礼包”，是《党员干部
廉洁自律保证书》《春节期间安全责任
书》《致全体官兵的一封信》。在总队
局域网“漓江论坛”上，网名为“小桂”
的网友直言：“廉洁过春节。总队这个
时候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在脑中划
清红线，过个清爽的春节，很有必要。”

还有一份年货也令官兵们感触颇
深。通信大队下士谢迪颖口袋里装了
好几张写有“劝廉寄语”的小卡片。“在
岗尽责，万家安宁；平淡过年，我们放
心”，这条“劝廉寄语”是父亲写给她

的。春节前，围绕基层“微腐败”、不正
之风等 6个方面 50多个问题，大队向
官兵家属征集寄语，由官兵评选“二十
佳优秀寄语”“十佳廉洁寄语”，贴在桌
面上、印在小卡片上，让大家时时处处
感受到家人的温馨提醒。
“总队还给基层发放了‘大礼

包’！”总队组织处干事李斌介绍，总队
在网上公布了《总队为基层拟办 8件实
事跟踪问效统计表》，从训练场地建设
到基层卫生机构整治，再到家庭困难
官兵救济……

第一次在部队过年的警勤中队新
兵舒帅，在中队“说说新年愿望”活动
中，他的“学一门技术”心愿得到中队
支持。临别时，他向记者透露：他和战
友争取在岗前考核中考出全优成绩，
也给中队送个“礼包”。

（本报南宁2月4日电）

武警广西总队为官兵送上别样“新春礼包”—

特别年货暖军营
■本报记者 张海华 通讯员 宋柳生 许 东本报讯 张新凯、特约记者冯金源

报道：1月下旬，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令
中原大地银装素裹。雪地行车，人们最
担心的是安全问题。然而，在这种恶劣
天气中，火箭军某旅综合保障营的车队
却向着雪野进发，开展总里程 1500公里
的野外拉动演练。

记者在远程监控屏幕上看到：数十辆
披着迷彩的战车在某大山腹地的狭窄公路

上开进，车队时而在崎岖的山道上疾驰，时
而在茂密的山林中隐蔽。旅长沐守勤告诉
记者：“此次长途拉动演练为期一周，旨在
借助驻地连续几天的暴雪天气，锤炼部队
‘走、打、吃、住、保’等综合作战能力。”

“前方道路连续下坡、路面结冰，各车
加挂防滑链……”车队开进途中突然接到
指令，各车司机和乘坐人员两人一组，迅
速安装防滑链。数分钟后，车队缓慢通过
冰面路段。官兵们紧绷的神经刚要放松，
一系列特情处置课目接踵而至，“敌特”袭
扰、精确打击、通过“染毒地带”……

车队行进，昼夜激战。突然，车队中

一台运输车抛锚。该营修理连上士张少
猛接到抢修命令后，立即驾驶伴随应急
抢修车机动至抛锚车辆位置。他迅速打
开引擎盖，检查电路、油路、气路，随后又
钻入车底一番敲打……很快，抛锚车辆
再次启动，继续向着茫茫雪野进发。

据介绍，为最大限度锤炼部队，此次
演练除设置系列战术课目外，还组织部
队开展了装备抢修、雪地宿营、埋锅造饭
等课目训练。演练中，装备车组无一掉
队，参训官兵全部安全返回营区。该旅
结合演练实践，还总结出了一套严寒条
件下快速实施综合保障的战法训法。

火箭军某旅利用恶劣天气开展野外拉动演练

雪地开进，铁流驰骋1500公里

本报讯 钱中伟、李恺明报道：1月
27 日，江淮大地下起漫天暴雪。当晚，
一阵紧急集合哨声划破夜的宁静，东部
战区陆军某海防旅营连主官迅速完成
战备等级转进，背上 10 多公斤重的背
囊，开始 50公里高强度综合演练，一场
连续40小时的连贯考核拉开序幕。
“越是极端恶劣天气，越是练兵的

好时机。让营连主官在暴雪中接受考
核，就是要树立大抓军事训练的导向。”

该旅旅长黄浦江介绍说，他们紧贴新颁
发的训练大纲，专门组织全旅营连主官
分两批进行为期 15天的封闭式训练，突
出专业技能、指挥技能和军事体能强化
训练，并把贴近实战的考核当作检验集
训成果的“磨刀石”，选择极端恶劣天
气、生疏复杂地域，开展涵盖 11个实战
化课目的昼夜串联式考核。

寒风刺骨，暴雪纷飞，一片漆黑。
“前方桥梁路段积雪严重无法通行”“某

连连长受伤急需医疗救援”……一个个
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指挥员们不断调整
行进计划。刚到指定地域，还没来得及
喘口气，军事理论、战术计算等 5个课目
随即展开，手枪、步枪、轻机枪实弹射击
考核接续进行。

据悉，此次昼夜连贯考核，不仅锤
炼了参训人员的血性胆气，巩固了前期
集训效果，还带动了全旅实战化训练深
入推进。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营连主官强化训练

寒夜出动，考核持续40小时

1月31日，第80集团军某特战旅滑雪分队在林海雪原开展雪地携装训练，提高官兵在寒区林地遂行任务能力。

侯 彬摄

本报贵阳2月4日电 记者李建文
报道：空军失事飞机牺牲官兵追悼会今
天在空军驻贵州某部举行，军地领导、部
队官兵和烈士家属沉痛哀悼革命烈士。

1月 29日下午，空军一架飞机在贵
州境内飞行训练中失事，机上人员不幸
牺牲，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建设
强大的现代化人民空军，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2月 2日，南部战区空军批准他们
为革命烈士。

长空砺剑洒热血，万里云天祭忠
魂。这次飞行训练中牺牲的官兵，多次
出色完成军事演习和战备训练等重大任
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国家发展
利益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把最美好
的年华献给了强军事业，把无悔的青春

融入了祖国空天。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确保飞行安

全是世界各国空军的共同追求和良好愿
望。空军官兵对牺牲战友深表痛惜，对
烈士家属表示深切慰问。空军将继续坚
持从难从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忠实
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不断提升新时代
打赢能力，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重托。

空军失事飞机牺牲官兵追悼会在贵州举行

聚焦实战化

（上接第一版）

他们从一开始就瞄准一流、严格标
准，航理考试成绩不达标的，一律取消
参训资格；操作不熟练的，延长座舱实
习时间。全体改装飞行员、武控员提前
3个月完成改装训练，提前整建制形成
战斗力，一年完成改装，部队打赢路上
实现后发制胜、弯道超车。

这一年，他们探索新体制下联合作
战运用和组织指挥流程，航弹训练和实
体目标攻击全部命中；贯彻“立体作战、
信息作战、联合作战”的理念，首次到某
区域执行实弹突击任务。

在每架次训练结束后，他们都组织
复盘飞参，深挖细研每一个信号反馈、
每一次微小异情、每一帧飞行数据，力
求飞一次进一步；拍摄采集实弹射击弹
着点数据，研究上千组不同环境弹道数
据，修正误差偏差，固化轰炸流程，提高
打击精度。在高海拔狭窄山谷的高空，
某机组凭借精准计算千里奔袭，精确命
中只有黑板大小的目标。
“过硬标准”，让官兵实现蜕变，更

尝到甜头。树牢标尺，建设发展“转型
期”，成为战训成果“收获期”。

换装轰-6K后，该师面对装备升级
换代和体制编制调整的机遇和挑战。
他们紧盯战场、勇于探索，组织“尖刀分
队”转进多地开展海上训练、高原训练，
前推转场 10多个机场；坚持老装备挖潜
与新装备研究同步推进，总结出 8套新
战法，有的代表空军参加了全军战法创
新成果展示。

去年 11月，该师一周内连续多次组
织飞行员驾战机前出第一岛链，并战巡
南海。驾机飞越宫古海峡的该师飞行
员高夫地说：“进行战斗巡航，是空军的
使命任务，以后我们还要常去、多去，常
飞、多飞，飞出我们的血性胆气，飞出我
们的打仗本领！”

驾驭新型战机，这支部队不仅钢
更多、气更足了，骨头也更硬了。他
们抓住联演联训、实兵对抗、应急拉
动和战备转进等时机，有意识地在真
实敌情、陌生地域、复杂情况下摔打
磨练官兵，锻造果敢泼辣、一往无前
的精神之刃；注重在传承中根植血性
基因、养成中培塑战斗作风、任务中
砥砺血性胆气，通过法规制度把忠诚
品质培养融入平时生活、贯穿于作战

训练全过程，为打仗备战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

一次远海训练，机群机动至某岛礁
附近时风云骤变，雷暴云团挡住去路。
长机冒着危险在云缝中飞行，通过不断
规避一个个云柱，硬是在雷暴区“闯”出
一条通路，带领战友们按时抵达预定空
域。

敢打的背后是底气。2017 年 7月，
该师参加联合实兵演习当天，大雨倾
盆，本场云底高 300米，能见度非常低。
师长、副师长带头驾机冒雨起飞，多架
战机穿云破雾奔袭千余公里，密切协
同、准时到达，对预定目标进行精确打
击，全部命中。

新年新气象，更有新作为。该师官
兵牢记习主席练兵备战的号令，备战打
仗的信心更加坚定，千里制敌的本领更
加过硬：上高原、打边界、飞远海，实弹
射击数量和精度开创新高；参加全军、
空军实兵实弹演习均命中目标；参加陆
空、跨区、全要素联演联训，高难课目考
核连创佳绩，部队逐步由单一兵种作战
向联合体系制胜转变。

（本报西安2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