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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习主席视察过的部队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2月 5日，

记者来到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处
抚远三角洲的黑瞎子岛，眼前的景象让
人不由得想起伟人的诗句。这里地处
祖国陆地最东端，极寒天气使大江封
冻，频繁降雪让小岛变成银色的世界。

登岛当天，岛上温度-34℃。-34℃
有多冷？记者随手泼了一杯温水，水一
落地就结成了冰。而对于岛上的边防
官兵来说，这种天气再寻常不过了。

记者刚到连队时，正碰上一队官兵
野外训练归来。官兵进屋后，纷纷摘掉
帽子、面罩，瞬间屋内白汽缭绕。
“习主席视察连队让官兵倍受

鼓舞！”连长休假，指导员王阳阳向记
者介绍连队军事训练工作：过去，训练
主要立足完成当天目标；如今，每名官
兵都自觉加练，训练热情更加高涨。
“走，到我们健身房看一看，就知道

大伙练得有多起劲。”记者跟着副连长
张辉来到健身房，只见里面果然是一派
火热训练景象：不少官兵已练得热气腾
腾，汗流浃背。
“在冬季，我们主要采取‘室外耐

力’+‘室内力量’的训练模式。”王指导
员指着正在训练的一名战士介绍说，
“这是三班长孔祥鹏，那天曾接受过
习主席接见，现在是我们的训练标兵！”
“激动！特别激动！”回想起与习主席

握手的那一刻，孔祥鹏至今仍心潮澎
湃、倍感温暖——这是鞭策他不断进步
的动力。

当时，还是列兵的孔祥鹏只有长跑
一项考核成绩比较突出。习主席视察
时，对戍边官兵提出了新要求，这既让他
倍受鼓舞，也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从那以后，孔祥鹏不仅刻苦钻研专业，还
每天主动加练体能。去年，由于各项成
绩突出，他选改为士官、当了班长，还荣
立三等功。“习主席要求我们要‘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我要用实际行动向习主席
汇报，让习主席放心！”孔祥鹏说。

孔祥鹏的进步是连队官兵成长的
一个缩影。王指导员告诉记者，前不
久，岛上气温骤降至零下 40多摄氏度，
连队组织官兵进行徒步行军、检迹、野
外生存等实战化课目训练。3天下来，

全连包括新兵在内，不仅没有一人掉
队，整体训练成绩还明显提高。

晚饭过后，记者随王指导员登上东
极哨所。“哨所共有 171级台阶，代表黑
瞎子岛 171平方公里的划归面积。”王阳
阳告诉记者，营区在规划时特意把一组
组具有特殊含义的数字融入其中：国旗
台二层底座面积 10.14 平方米，铭记
2008 年 10 月 14 日登岛接防的历史时
刻；哨所学习室棚顶 79颗星，象征着黑
瞎子岛离开祖国怀抱 79年……如今，这
些已成为启示官兵时刻铭记历史、矢志
忠诚戍边的重要载体。
“江面发现异动，注意观察！”接到

值班室电话后，哨所值班员舒勇立即用
红外望远镜对外观察，而另一名哨兵则
启动哨顶监控，实时跟拍。

舒勇是去年 5月从别的步兵连队转
隶过来的。刚到连队时，他觉得边防巡
逻有“铁脚板”就够了，不需要太多军事
技能。一次连队组织小比武，原本在步

兵连需几人协力才能完成的高射机枪
架设，他的班长、上士王鲁彬用时不到 2
分钟便独立完成！更令他没想到的是，
边防连几乎所有老兵都能在 3分钟内独
立完成。那天，他才知道边防连的特殊
训练标准：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也要
让武器能向敌人开火！

舒勇和当年转隶过来的 30多名官
兵很快转变了思想，加入到苦练戍边本
领的行列。如今，不少转隶官兵已成长
为“边防通”。

和王指导员巡查完哨位，记者一看
表，已是午夜。但此时，连队的锅炉房
灯还亮着。推门进去，只见当班的连队
司炉工、四级军士长任光福和一名老兵
正在给锅炉添煤。

两名老兵一个开炉、一个送煤，配
合默契。谈起连队的变化，作为连队登
岛接防“第一代人”的任光福打开了话
匣子：“刚在岛上执勤时，连队的观察范
围就是走到哪，看到哪。”

任光福告诉记者，冬季岛上白雪皑
皑，到了夏季却闷热难耐，蚊虫飞舞，过
去巡逻执勤很遭罪。如今，连队有了信
息化巡逻车，官兵坐在车里就能清楚地

观察边情并及时进行处置。
春晖沐边关，戍边脚步疾。交谈中

记者了解到，和任光福一起值班的这名
老兵叫闫跃辉，去年曾代表连队参加该
旅某型火器比武并取得第一名。“金牌
射手”怎么当起了司炉工？面对记者的
疑问，闫跃辉的回答显得很平静：“服务
战友的岗位大家都争着干，而且在我们
边防连不少战士都是‘多面手’，炊事班
长是连队的‘电台通’，卫生员是连队的
‘装备通’……”

离开锅炉房已近半夜两点。此时，
室外气温降至最低点，但记者的内心却
涌动着一股暖流。虽然这里冰天雪地、
寒风刺骨，但在可爱的边防战士心中，
没有什么比为祖国站好岗、戍好边更令
他们热血沸腾和骄傲自豪的了！

再过几个小时，这群戍守在雪海冰
河的士兵又将把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变的是时光，不变
的是忠诚。在官兵看来，边关无言、使命
如山，因为统帅与士兵永远心连心……

（本报哈尔滨2月11日电）

下图：该连官兵在边防线巡逻。

杨 磊摄

2016年 5月 24日，习主席登上黑瞎子岛视察某边防连，看望驻守在这里的
官兵。近两年来，全连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
履行戍边职责”的嘱托，不断加强连队全面建设——

东极哨所：忠诚履行如山使命
■本报记者 钱晓虎 通讯员 万东明 迟 博

年关将至，记者在北海舰队某岸导
团采访时，正赶上他们进行战备拉动演
练。

当人员车辆编组完成，该团团长李
扬下达命令：“某海域发现‘敌’舰艇编
队，上级命令我火力单元迅速机动实施
打击！”
“现在不应该是基础训练阶段吗？

原计划是单台位操作练习，怎么改编组
训练了？”李扬的命令，让官兵颇感意
外。

该团训练监察组组长焦占林告
诉记者，一个多月前，团里组织基
层训练骨干召开“诸葛会”，来自基
层一线的班长骨干畅所欲言，训练部
门收集整理出防空袭背景下快速疏散
隐蔽、单车独立发射条件下通信连接
等 10 余 项关于战法训法的意见建
议。会后，训练部门明确告诉官兵，
大家的“金点子”将通过训练考核
进行检验。

为了进一步了解演练情况，记者登
上发射班班长李华良的战车。
“指控车被摧毁……”设备刚刚展

开，新下达的导调文件让李华良额头直
冒汗。记者赶忙一问究竟，李华良眉头
紧锁着说：“指控车是火力单元的‘大
脑’，这仗怎么打？”
“班长，这个情况想定不是上次‘诸

葛会’上你提出的建议吗？”副班长孙志
臣的提醒，让李华良恍然大悟：“猛然间
遇到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还真是有点

没反应过来。”他迅速冷静下来，采取新
思路进行指控操作。
“‘敌人’派出小股武装，对我实施

通信干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
华良沉着应对，迅速启用备用通信模
式。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发射车内的官
兵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设备操作声不
绝于耳。
“战场风云变幻，必须把可能出现

的情况细致地落实到训练的一招一式
中。”该团领导介绍说，他们举一反三，
不断加强指挥通信攻防训练，把信息作
战的技战术要求融入全程，加强指挥所
协同中信息的互联互通，锤炼官兵基于
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本领。

记者了解到，该团将“高压模式”融
入复杂战场环境要素，通过多敌情连贯
设置、多课目融合演练，不断考验官兵
反应能力，“说打就打”已经成为这个岸
导团的常态。他们还对表打仗需求，通
过采取“随机设置课题、快速转换阵地、
恶劣环境驻训”的方式，从难从严检验
训练质效。
“平时把各种突发情况贯穿到演习

演练中，战时对敌才能从容自信。”焦占
林跟记者谈道，危局险情环环相扣，主
战课目轮番登场，倒逼着官兵见招拆
招，快速处置。
“5、4、3、2、1，发射！”这个火力单元

刚刚完成导弹发射演练，下一个火力单
元的考验随即展开……

（本报青岛2月11日电）

北海舰队某岸导团开展战备拉动
演练磨砺胜战尖刀—

“说打就打”成为练兵常态
■张腾飞 张 淦 本报记者 王凌硕

立春后的天津卫，寒风依然刺
骨。记者来到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
库，恰逢该部正在组织物资紧急收发
作业。
“9点，所有物资必须卸载完毕！

还缺 1名叉车手，谁能开？”业务处长
刘宏伟现场点兵。下士赵紫鹏应声答
“到”，麻利地登上叉车、发动车辆，
准确无误地执行各种操作，忙碌穿梭
在物资收发一线。
“赵紫鹏原本是炊事员，这次能

够成功客串叉车手的角色，得益于
仓库推行的‘一托二’人才骨干培
养模式。”刘宏伟告诉记者，仓库岗
多事杂，而人手又相对紧张，如何立
足现有人员圆满完成改革期间各项工
作任务？该仓库党委问计于官兵，创
新地提出了“一托二”的训练模式，
进行“一个 专 业 型 ， 带 一 个 熟 练
型，再带一个学习型”交叉学习帮
带，着力培养一专多能、一才多用
的官兵，确保工作不断档、保障不
断线。

记者来到仓库车场，司机班班长
范志博正带着两名徒弟学习汽车维
修。“今天星期三，是全库的训练日，
我们汽车维修岗位‘一托二’小组正
在训练。”范志博告诉记者，“一托
二”模式不分干部战士，不论职务高
低，只要是岗位能手，人人都有资格
“带徒弟”。说着，他向记者讲起了一
件事。

去年夏天，仓库接到上级向某
地调运车辆装备的紧急通知，要求
两天后按时装载起运。为确保车辆
处于最佳性能状态，仓库决定对每
台车进行全面检修保养，由于时间
紧、车辆数量多，加之该型车辆检修
保养难度大，很多地方维修点都不愿
接手。关键时刻，修理能手、中士李
平带着几名干部和驾驶员，连夜组织
检修，自己动手更换零件、调试车
辆，最终仅用不到市场报价三分之一
的经费，提前半天完成检修保养任
务，确保所有车辆如期装载。经过
“一托二”模式的层层帮带、不断延
伸，如今已有 9名官兵掌握了该型车
辆的检修保养技能。

来到该仓库第二分库，中士女
保 管 员 孔 颖 和 刘 易 新 正 驾 驶 着 叉
车，干净利落地将一箱箱药材装上
货架。“她们原本干的是通信专业，
经过‘一托二’模式的帮带提高，
顺利实现跨专业转型，现在已经是
出色的保管员了。”分库主任李俊清
欣慰地说。
“我们能够快速掌握叉车操作技

能，这本‘功夫秘籍’功不可没。”忙完
后，孔颖拿出一本《叉车操作手册》介
绍起来，这是一本自编自绘的小册
子，用漫画的方式对叉车的操作要领
进行讲解，生动直观，易于理解掌握，

作者是她们“一托二”帮带小组的老
师。后来，仓库把这本小册子复印分
发到每个保管业务帮带小组，大家举
一反三、苦练加巧练，专业素质都有
了大幅提升。

“‘一托二’模式本质上是打破
专业壁垒，让岗位衔接顺畅、技能传
承有序。”结束采访时，仓库领导告
诉记者，练兵备战不是一句空话，他
们正按照“本专业力求精通，跨专业
也能补位”的目标要求，培养更多一
专多能的精兵强将。

（本报天津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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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在陌生地域开通容易受地形遮
挡影响通信，多台装备同时开通存在电磁
频谱相互干扰，人员在严寒条件下反应速
度产生迟滞……”“停，如果这是实战，能
成为打败仗的借口吗？”2月8日下午，西藏
军区某团检讨总结开训以来训练情况时，
政委陈喜俊突然打断了大家的发言。

这事要从开训第一次训练反思会说
起。1月初，该团二连一台通信车执行夜
间紧急保通任务没有按时完成，台长辛

超鹏一下子列举出“严寒条件下油机启
动困难，导致供电出现问题”“夜视装备
缺乏，难以满足夜间开进要求”“道路结
冰严重，机动存在安全隐患”等 5个方面
的问题。
“不要为吃败仗找借口，战场上哪有

那么多客观因素。”该团领导的话掷地有
声。如何让问题归零、让训练与实战精
准对接，成为每名官兵共同思考的问
题。为此，该团发动全体官兵查找训练

中存在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逐项挂
号销账、集智攻关突破。陌生地域通信
难，就把部队拉到陌生地域去训练，摸
透装备性能；多台装备相互干扰，开展
通信对抗；人员冬季反应慢，就把严寒条
件下的训练作为重点课目，提高部队反
应速度……一个个“金点子”不断催生，
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
“每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离打胜仗的

标准就更近一步！”四级军士长简长春说，

今年训练最大的特点是补齐短板，向实战
聚焦。打仗需要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

会后，记者跟随五连连长王伟登上
某通信车，看到3名士官正在进行信号搜
索。发现电码声，台长迅速拿出小音响对
着送话器放起了音乐。电码声消失，他们
又继续搜索，看得我一头雾水。“他们是连
队的训练‘蓝军’。”王伟解释说，为了开展
对抗训练，连队专门抽出骨干在训练中实
施干扰压制，提高训练的硝烟味。

在该团 1月份训练总结记录上记者
看到，开训以来他们先后采取多项措
施，促进训练作风转变，破解训练难题：
先考后训，基础课目训练不再“一锅
煮”；集中攻关，重难点课目有了新提
升；周密筹划，确保危险课目训实训到
位……一项项举措带来的是训练水平
不断提升，备战打仗氛围不断浓厚。

（本报拉萨2月11日电）

紧盯短板，高原尖兵专攻精练
■刘昌文 本报记者 郭丰宽 中国国防报记者 方 帅

2 月 10 日，一场大雪突降河西走
廊，第 76 集团军某合成旅营区银装素
裹。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一场
战备演练骤然打响。

在该旅合成三营指挥车内记者看
到，各席位人员运指如飞，大量信息经过
参谋人员分析处理，流向车辆装备终
端。营长范海龙紧盯着显示器上全营车
辆装备实时动态，不断下达各类指令。
“随着部队信息化建设的推进，指

挥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范海龙

介绍，以前演习演练，各种纸质文书铺
天盖地，而现在通过指挥信息系统，完
全实现了无纸化指挥，各类信息全部依
靠网络流转，指挥效率大幅提升。

然而，换羽新生并非一朝一夕。该
旅信息保障科参谋攀兆龙告诉记者，指
挥信息系统安装之初，不少营连指挥员
对于通过系统下发的作战文书并不习
惯，只有见到上级指挥员的亲笔签名才
算数。

顶着机械化的脑袋，打不赢信息化

的战争。为此，他们要求官兵尽快进行
理念更新和素质升级，选派干部骨干去
兄弟单位混编同训、专业技术人才赴厂
家跟产培训，同时邀请专家教授和技术
人员来部队现场教学……

说话间，上级发来信息，要求合成
三营把车辆装备实时动态信息推送至
旅指挥所，以便指挥员能够根据装备位
置定下决心。只见范海龙手指轻击键
盘，短短数秒，全营的武器装备实时动
态信息就传送到了旅指挥所。

范海龙感慨道：“给武器装备插上信
息化翅膀，就好比将原来的普通火车改
造成高铁，释放出了强大的作战效能。”
“强大的信息优势，不仅提升了指

挥效能，也让战斗员的作用得以充分发
挥。”在车库，该营上士王智博正在操控
某新型步战车。王智博向记者介绍，去
年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他和战友发现
一股“敌人”，而自身火力不足。他迅速
将目标参数录入信息系统，其后方炮兵
群根据共享目标信息，一举将这股“敌
人”消灭。

天色渐晚，演练结束，该旅会议室
却灯火通明，一场复盘检讨会正热烈进
行。“练兵备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该旅旅长朱永黎介绍，新的一年，
他们将以承担陆军合成旅建设试点工
作为契机，在建设信息化钢铁劲旅的道
路上继续阔步前行。

（本报兰州2月11日电）

观念升级，钢铁劲旅换羽新生
■本报记者 贾保华 通讯员 李 森 杨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