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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辆满载货物的重型卡车排起
长龙等待通关，络绎不绝的农牧民在边
民互贸市场采购特色商品……临近春
节，中蒙边境的策克口岸车流、人流比
往日更加密集，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边防四连官兵执勤巡逻的频率也比平
时增多了一倍。

记者跟随执勤组组长岳瑞康走了
15公里的巡逻路，在 575号风雨亭里刚
想歇歇脚，对讲机里就传来连长马雨急
促的呼叫声：“575，在你东南方向发现不
明身份人员接近国境线，警戒组封锁边
境，指挥组随我行动！”执勤组官兵立即
沿着巡逻路赶往目标定位地域。
“在那！”在风雨亭的视频监控系统

精确引导下，执勤组很快找到了这两名
不明身份人员，细细盘问得知，他们只
是来逛中蒙特色商品展销会的游客，因
为好奇，所以想到国境线“那一边”看
看。虽是虚惊一场，但边防官兵的迅捷
反应和精准追捕令记者大开眼界。
“第三代风雨亭立了大功。”回到

575 号风雨亭，听了四级军士长罗飞的
介绍，记者才注意到这座升级换代的风
雨亭已与过去第一代的红砖小屋、第二
代的迷彩绿复合板房大不相同。不仅
面积扩大了不少，还细分成宿舍、洗澡
间、学习室、厨房、充电室等多个房间，
更重要的是加装了视频监控系统等设
备，通过光缆与连队、哨所、执勤点联

通，形成“四位一体”的边防管控平台。
风雨亭从方便巡逻官兵避险、备有柴水
油米的歇脚小屋，变身为管边控边的
“信息驿站”，让巡边官兵如虎添翼。

“这座风雨亭，见证了我当兵以来
做过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中士侯志
辉说，一年冬天，一位徒步走边关的女
孩在口岸附近迷了路，用手机仅存的微
弱电量拨打 110后就失联了，只留下“我
对面有铁丝网”的只言片语和一个范围
达到数十平方公里的定位信息。接到
边防派出所的协查通报后，马连长冷静
判断：有铁丝网一定在国境线附近，手
机有信号肯定离口岸或边防线上的风
雨亭、执勤点不远。

接到通报时已经是夜里 11点半，全
连官兵立即出动展开拉网式搜救，4个多
小时后，马连长在 575 号风雨亭附近发
现脚印，并顺着脚印一路追踪到瞭望塔
下。“找到了！”马连长通过红外夜视仪发
现了趴在塔架上的女孩。“搭把手！”马连
长招呼侯志辉赶紧把身体都已冻僵的女
孩背到车上，盖上羊皮大衣。过了许久，
女孩终于苏醒过来，转危为安。
“575，收到请回答。”短暂小憩后，对

讲机里又传来新的情况通报。执勤即战
斗，哨位即战位，走出风雨亭，彻骨寒风
中，官兵们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追捕盗
猎分子、截获非法临边人员的任务中。

（本报内蒙古额济纳2月6日电）

记者跟随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边防四连官兵巡逻，惊喜地发现矗立在边防
一线的一座座风雨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风雨亭：从歇脚小屋到“信息驿站”
■本报记者 武元晋 通讯员 殷鹏钊

本报讯 刘盾、江雨春报道：近日，
一场夜间侦察考核在雁门关外进行。4
支侦察分队轮番上阵，应对穿越冰河、通
过“染毒地带”、“敌”火力袭扰等重重考
验，综合运用多种器材完成通联、观测等
任务。这是第 81集团军某合成旅立足
新大纲，推行训练过关升级模式带来的
新变化。
“考核是部队按纲施训的度量衡，也

是聚焦打赢的指挥棒。”该旅领导介绍
说，新大纲训练标准体系更严格、各层次
各领域覆盖更全面。为此，他们将相同
专业分为初级组、中级组、高级组和教练
组 4个组别，科学设计战斗员和指挥员
能力生成路径，一级带着一级训，一组带
着一组考，让考核告别“一刀切”。

他们整合专业结构，通过小专业
“大集中”、大专业“小集中”提高训练效
率，当考核通过率超过 90%时才进入到
下一阶段训练。寒风呼啸，该旅训练场

上处处弥漫着比学赶帮超热潮：指挥训
练中心，首长机关战例分析、精算推演
等多个课目同步展开；通信训练场，官
兵苦练夜间组网、夜视勘察等硬功……
某坦克连“高级组”官兵挑战大纲新课
目训练，考评组增设近 10种战术情况，
闯关升级的 3位技师考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看着评分表上“9.1分，过关”的成
绩，参考官兵表示，对按新大纲施训的
底气更足了。

训练考核过程中，该旅推行全程监
督录像、交叉考评量化打分等举措，让官
兵对全岗位全要素排名心服口服。目
前，该旅多个专业课目的训练正有序展
开，实现了横向标出阶段成长路线，纵向
展示课目演进流程，人人建有军事训练
考核档案。据了解，下一步他们将汇总
分析近期考评数据，动态调整各阶段训
练的内容，以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大纲，提
升部队战斗力。

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以考促训落实新大纲

过关升级，考核告别“一刀切”

一套手持北斗导航系统，一张军
用地图，一本新颁发的训练法规。2
月 3日，记者带上“装备”随西部战区
空军地导某旅训练检查组到一线调
研，清晨出发，抵达海拔 4600 米的某
营驻地时已近黄昏。

21 时许，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
起。官兵全副武装，顶着呼啸大风，飞
奔向阵地。微光条件下，官兵揭开伪
装防护网，开启油机，方舱内操作号手
密切配合，准确输入各类参数。筒弹
竖起，在璀璨星空与冰峰雪岭的映衬
下，如利剑放射出寒光。作训参谋手
拿秒表报告：“共用时×分，比预定时
间提前×分！”

猝不及防的战备拉动，正是检查
组下达的一道考题。土坯房里，旅政
委时顺波与营连干部和班长骨干围坐
在火炉旁，促膝而谈：“我们这次来既
当‘考官’，也当‘学生’，想听听你们对
练兵备战的看法。”
“一切以打仗为标准，就要自觉地

去除花架子，挤干水分，招招实打实。”
营长张爱平瘦高个子，黑脸膛，说话直
来直去。他讲道：以前架设装备，一令
一动，口号四起，现在整个过程静悄
悄；以前营指挥班子背台词多，现在演
练没有预案，更符合战场实际。

去年，该营受命参加演练，构筑阵
地时，他们从最大限度发挥武器性能
出发，选在远离城镇、交通不便的山
口，尽管驻地生活极为不便，而且风沙

大、蚊虫多，但官兵们坚守岗位、勇于
创新，摸索出一套新战法。
“聚焦打仗，我们还有许多课要

补！”发射班班长邓锐的感悟来自于一
场演习失利。去年一次红蓝对抗演
习，全营官兵信心满满，却因伪装防护
网铺设不到位，被“敌”偷袭。

单项冒尖不是真本事，走、打、侦、
保、防，样样精通才能打得赢。伪装防
护网铺设、工事构筑……这些过去被
忽视的“非主干”课目，很快成为他们
攻坚的重点课题。
“练兵备战，要求我们不迷信书

本、不迷信经验，把计划方案、数据参
数放到实兵实装实弹演练中去检验！”
制导连驾驶员黄吉祥讲起亲身经历的
一个例子。某型装备车说明书上标明
的转弯半径是×米，那年试训，车辆开
到某山口，距离足够，却因为路面不平
转不了弯。“如果在战时，必然要吃大
亏。”黄吉祥说。

夜深了，官兵你一言我一语，讨
论还在不断升温。这几年，该营改
装国产某新型装备，在重大任务中
崭露头角，取得发发命中的好成
绩。成绩面前，大家讲得更多的依
旧是短板和忧患。时顺波深有感触
地说：“距离胜战有多远？我们不仅
要常问常思，还要在研战、练战、备
战中把一个个问号拉直，这样才能
真正做到能打仗、打胜仗。”

（本报拉萨2月6日电）

西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以强烈的
忧患意识谋打赢—

雪山脚下问胜战
■石 俊 本报记者 李国文 特约记者 杨 进

立春虽过，鲁西南大地依旧寒意
袭人。今天，记者正要走进武警菏泽
市支队成武县中队，却被同行的支队
政委余文千“拦住”。他向中队下达
拉动命令：“某医院遭到袭击，命你部
立即前往处置！”
“3分 57秒！”应急班成员从接到

命令到携装到位，用时比规定时间少
了1分多。

走进营区，装备未卸，中队长牟宝
祥又带领应急班组长走进作战值班
室，点击作战电子沙盘，进行“检讨式”
复盘。提干到武警警官学院就读的原
三班班长范明明，利用假期回中队“探
亲”，主动过来介绍他刚学到的组训新
理念。

复盘后，他们把最新研讨成果写
入电子沙盘预案库。记者看到，中队
的点对点应急预案和执勤方案要素详
实，出动的每一个步骤、每名组员的任
务职责、每件武器装备的使用，都定人
定位定责。

据介绍，所有方案都是中队官兵
经过理论学、图上推、现地摆、综合演

等方式制订的。中队不定时组织检
验性拉动，逐哨位完善预案，逐预案
反复推演，实现精确着装、精确出动、
精确到位。
“面对新体制新任务，我们要把精

细实的优良传统发扬好，精细练兵快
速提升打赢能力。”指导员郑磊说出了
中队全体官兵的心声。

综合训练场上，官兵根据个人训
练目标，正在进行强化训练。“111、
112……”下士刘志鸿正在做双杠一
练习。副班长张志祥在 400 米障碍
场上，反复翻爬高墙，摸索更快的翻
越方式。“只有不断提高单兵作战能
力，才能在战场上与战友精确配合、
精准制敌。”张志祥对记者说。

正对营区大门耸立着中队的第三
代“武”字墙，墙上用 56种样式书写着
“武”字。记者了解到，中队自组建以
来，圆满完成处突维稳、抢险救援等急
难险重任务 60余起，连续 55年实现执
勤安全无事故。这个早已融入官兵血
脉的“武”字，必将激励他们再立新功。

（本报菏泽2月6日电）

武警菏泽市支队成武县中队官兵
紧绷备战打仗弦—

精细练兵砺硬功
■本报记者 张海华 特约记者 潘 明 通讯员 卢亚其

2月6日，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分队冒着-30℃严寒，闯雪原、穿林海，开展野战生存、武装渗透、敌后破袭、雪地行军等课目训练，锤炼严寒条件下遂行任务能

力。 本报记者 穆可双摄

（上接第一版）

“临机处置情况，我们考虑得不细
致，还有差距！”人力资源科科长王超也
在检讨反思。

……
“练兵备战，党委机关注重从自我严

起，以上率下营造浓厚氛围。”旅参谋长
何俊林介绍说，如今工作日党委机关安
排半天训练、半天办公；每月第二周、第
四周的周四，组织连续 14小时的强化训
练；周六上午大家主动加练，不少机关干
部把笔记本电脑带到训练场，利用训练
间隙办公。
“明天周六，加练吗？”午饭后，科长

王超遇到同事如此打招呼。见到此景，
旅长安顺说，以前党委机关的问候语是
“加班吗”，现在变成“加练吗”。

一句问候语，折射出党委机关练兵
观念的转变。去年底，战区陆军抽考该
旅，旅党委常委成绩全部良好以上，党委
机关总评 12人优秀，常委就占 5席。机
关在调整组建 80%人员变动的情况下，
优良率较往年明显提升，大部分课目成
绩高于基层。

以上率下引发练兵热潮。去年，该
旅远火营组建满月就两次千里转场，挺
进西北大漠锤炼实战硬功，攻克 13个训
练难题。改革中，“老山神炮连”改编为
指挥保障连，官兵 3个月就从“神炮手”
转型为“听风者”……

下午，部队拉动撤回后，曾 3次被评
为优秀作训参谋的周克胜没想到，自己
会在参谋部干部大会上做检查。原因
是，演练中他拟制的文书还按旧思维，没
有贯彻新大纲新标准。
“习主席在视察原第 14集团军时指

出，以作战的方式训练，以训练的方式作

战。”该旅领导说，“落实训练必须较真碰
硬！”为此，他们提出“六个赶出去”：把
“干扰中心的工作、旧思维老理念、念稿
子搞摆练、弄虚作假、队列化形式化、打
人情分搞平衡”统统从练兵场上赶出
去。掐“虚花”结“实果”，去年该旅被战
区陆军评为军事训练先进旅团级单位。

晚饭后，机关办公楼内灯火通明。
记者走进作训科办公室，只见参谋贺米
正在梳理白天演练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关乎战备训练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延
误。”贺米说。

记者了解到，去年转隶到该旅的贺
米起初担心领导不熟悉，一时难以有施
展平台。没想到，曾 6次组织筹划和参
与各类重大演习、荣立二等功的他，转隶
前早就被新单位列入重点培养使用对
象。到新单位报到第一天，他就被安排
到作训参谋岗位上。去年底干部调整，
贺米由正连调为副营，是同级别调整干
部中最年轻的。
“以往职务上不去就着急，如今训练

上不去才着急！”贺米深有感触地说，
习主席视察时指出，激励官兵争当训练
尖子、技术能手、精武标兵。旅里出台一
系列激励措施，建立军事训练“红名单”，
收录有突出实绩的打仗人才，让素质过
硬成为进步的“硬杠杠”。

远火一连副连长胡贵荣的进步也
得益于进入“红名单”。入伍后，他先后
4次夺得旅“超级战士”比武冠军，被破
格推荐提干。去年，他参加旅创破纪录
比武，再次打破 7 项纪录，被战区陆军
评为“爱军精武标兵”，由排长提拔为副
连长。

记者翻开该旅训练“红名单”看到，
里面收录有 129名训练尖子，在“脖子以

下”改革中，80%被优先使用，安排到重
要岗位。

次日清晨，记者走进该旅二营，被一
面特殊的“荣誉墙”吸引：墙上贴满官兵
的照片，每张照片的主人公身上都有一
块疤痕，下面是伤疤的故事……
“设立‘疤痕荣誉墙’，为的是激励大

家更好地投身真打实备！”教导员陈泽介
绍说，2015 年 1 月，习主席在原第 14 集
团军视察同官兵座谈时，称赞烈士王建
川“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
性，并指出，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
胜，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
神。全旅牢记领袖的嘱托，持续开展争
当“王建川传人”活动，掀起练兵备战热
潮，官兵在实战化训练中的伤疤成为血
性担当的见证。

记者看到，下士张伟的“荣誉疤痕”
在腹部。2015 年 5月，他做完手术康复
归队后，参加全旅共同课目比武。在 5
公里武装越野和 500米障碍等课目中一
马当先。最后单兵战术比武时，由于用
力过猛伤口崩裂，但他咬牙冲过终点，夺
得全旅冠军，荣立三等功。

伤疤最长的是列兵施加乐。下连
后，他手榴弹训练考核不及格。施加
乐加班加点苦练，一次投弹时不慎滑
倒，导致右大臂骨折。向记者展示伤
疤时，他自豪地说：“这是我的特殊‘成
人礼’！”

（本报昆明2月6日电）

下图：该旅官兵开展实战化训练。

本报记者 马 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