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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训场心得

大抓练兵备战·新大纲施训进行时⑤

本报讯 郭友江、特约记者迟玉光
报道：大速度机动、大坡度急转、释放干扰
防护……近日，两届“金头盔”获得者、东
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王帅开展
“战斗机基本机动”课目训练，面对“敌机”
一路追猎，王帅驾驶战机在空中玩起“捉
迷藏”，硬是没让对手找到任何攻击机会。

从空战态势来看，王帅始终处于防
守态势没有占据主动，但训练结束后复
盘总结，评估组却给出了“优秀”评定，
这令记者感到不解。
“对于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来说，空

战不仅要能打，还要能藏。攻防招式都
练精了，才能打好空战组合拳。”该旅领
导告诉记者，根据新大纲要求，王帅在
实施这一课目过程中，让进攻方始终无
法构成“发射”条件最终失去有利态势，

防守成功达成训练目标，顺利通过考核
进入下一个“空战机动”课目训练。

前一课目飞不好，后一课目进不
了。记者了解到，新大纲按训练课目划
分，环环相扣规划飞行员战斗力成长路
径，每个课目都要经过近似实战的考
核，飞行员只有拿到上一课目“合格
证”，才能领取下一课目“入场券”。相
比以往，新大纲固定了每个课目的训练
架次，飞行员战斗力成长周期明显缩
短。而对于飞行员来说，完成一个课目
的难度陡然增加，更加考验飞行员的自
主能力，需要通过地面大量细致准备，
空中创造性飞行，想尽一切办法通过考
核，实现“过关升级”。

有了上一个课目练就的“躲藏”本
领，才能在空战中伺机完成致命一击。

在王帅随后进行的“空战机动”课目训
练中，“敌机”从尾后大速度抵近，企图
对王帅的战机实施“咬尾”攻击。就在
即将被锁定的一刹那，王帅突然急速拉
杆机动反转，迫使对方失去进攻态势，
自己则转守为攻。王帅抓住机会反咬
“敌机”，一举“击落”。

“如果把飞行训练比作演奏乐曲，
之前的每一个课目，都是后一个课目的
基础音符，只有把一个又一个音符练
准，一步步过关升级，才能将空天战场
上的交响乐完美演绎。”返场着陆，满头
大汗的王帅对记者说，按照新大纲的规
划，训练课目实施难度一个比一个大，
战术背景一个比一个复杂，后期的一个
训练课目几乎会囊括所有作战要素、作
战样式，无异于一次小型演练。

前一课目飞不好，后一课目进不了，新大纲环环相扣规划
飞行员战斗力成长路径—

“金头盔”过关升级再淬铁翼

空中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没有人能

代替飞行员做决策，等待指令、机械执

行命令的飞行员将无法适应未来战争。

新大纲课目设置，很多是全新的、

颠覆性的，地面指挥“最低限度介入”，

技战术运用不在乎对错，只强调有效

性，依靠飞行员在各种复杂战场态势

中，找出最佳决策方案，赢得战斗胜

利。相比以往，新大纲让飞行员摆脱依

赖束缚，深度开发自身潜能，放开手脚

搏击长空，锤炼自主准备、自主飞行、自

主作战、自主决策等过硬作战本领。

比技战术升级更重要的，是大脑升

级。新大纲给足了飞行员自主空间，没有

过多的条条框框限制，没有固定的套路可

循，飞行员每次升空都要集成运用、灵活

组合技战术，做到“脑洞大开”、空中“七十

二变”。新大纲让我对未来的空天战场充

满了无限遐想，激起了我挑战极限、探索

未知、超越自我的信心和勇气。

大脑升级比技战术升级更重要
■飞行二大队副大队长 王 磊

本报讯 高永利、张瑶报道：近日，
武警研究院某课题小组就“某新型反恐
突击车”装载武器进行射击精度摸底测
试，取得可喜成果。该院坚持以科技创
新推进新型反恐装备研发，助推部队练
兵，受到官兵好评。

该研究院组建之初不等不靠、主动
作为，坚持理技并重、注重研战一体，
紧紧围绕破解部队建设发展重难点问题

和完善法制体系谋篇布局，围绕为部队
有效遂行任务提供实用管用的装备和技
术支撑破题立项。

据了解，该院对在研项目进展情况
进行全面摸底、逐项分析，明确项目完成
时间、军事效益、技术指标等关键内容，
在精确掌握底数的基础上，按节点、分步
骤推动各研究课题深入进行，稳步推进
反恐现场照射系统、系列化地面无人侦

察平台、荒漠特战服等新型反恐装备研
发和改进，持续推动多功能破障装备、轻
量化复合材料组合桁架桥等应急救援装
备技术研发。

同时，该院还积极组织精干力量
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加强与军地高
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
互动，借助外部资源破解技术难题，
推动科技创新。

武警研究院围绕部队遂行任务需求破题立项

科技创新注重研战一体

今天上午，第 302 医院主任医师胡
瑾华为 3天前紧急转送回国治疗的梁晓
明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这名我国
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某分队分队长
的肝衰竭症状已初步得到控制，基本脱
离生命危险。

2月 15日，远在非洲执行维和任务

的梁晓明突患重病：持续高烧并出现乏
力、呕吐等症状，肝功能严重异常。两天
后，梁晓明出现肝衰竭症状，为防止病情
进一步恶化，上级决定将其转运回国到
第302医院接受治疗。

该院迅速成立前接收治工作组，抽
调感染病、肝衰竭等领域的专家，积极做

好机场前接和收治准备。2月 20 日 17
时 30分，飞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患者被转送至医院后，早已等候多时的
专家医疗组迅速展开病情评估和紧急治
疗，随后梁晓明被送入肝衰竭诊疗与研
究中心HDU病房进行救治。

该院立即组织专家紧急会诊，通过
对 16种病原体的排查，终于明确诊断出
病情病因并完善治疗方案。医院专门
为梁晓明安排了独立病房，实施每日多
学科联合查房，营养和心理等全面支
持，严密监测其黄疸、凝血等重要指标，
积极加强保肝等内科综合治疗。“保卫
蓝盔勇士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使命。”
该院领导说。

（本报北京2月23日电）

第302医院多科室专家全力救治

一患重症蓝盔勇士转危为安
■戴 欣 本报记者 郭 晨

2月22日，陆军某边防团组织官兵开展雪中训练，锤炼官兵恶劣天候条件下遂行任务能力。 刘晓东摄

新疆阿尔泰山南麓，风雪犹劲，新
疆军区某边防团扎玛纳什边防连官兵
练兵正酣。第一次全程参与强化训
练，连队司炉工李涛脸上虽然挂满了
冰霜，却格外开心。以前加煤烧锅炉
的他如今变成训练尖子，他说这离不
开团里制订的一系列措施。
“工训矛盾、训勤矛盾是边防部队

落实训练时间的棘手问题。”团长冯啊
宁介绍，团里新编制体制调整后，专业
岗位增加，各类值班人员也变得更多，
加上巡逻执勤任务繁重，司炉工、军马
饲养员等岗位人员要么因值班离不

开，要么因执勤补休无法参训，训练时
间难以有效落实。为此，该团通过分
组调研、反复论证、集思广益，科学制
订了整合值班、轮换值班、带哨兼岗等
措施，让 60余名公勤人员全部回归战
位。
“公勤人员回归到战位上，训练时

间内齐装满员，官兵的负担也大大减
轻。”克孜乌雍克边防营营长徐大奎
说，司炉工晚上烧锅炉，白天补觉，一
到冬季基本没有时间参加训练。“带哨
兼岗”制度实施后，团里将夜哨时间和
夜间加煤时间进行了合理统筹，规定

由夜间带哨干部在组织完哨兵交接
后，利用十分钟进行加煤和锅炉循环，
以替换司炉工。

此外，为解决训勤矛盾，他们按
照“常态执勤、勤训结合，以训促勤、
以勤检训”的思路，规定每周进行一
次守点防御演练，每半月进行一次全
员额、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通过实
战化执勤的方式，将体能、战术和追
捕、押解、检迹等边防勤务课目训练
融入边防执勤当中，让官兵在执勤中
感受实战氛围。

（本报阿勒泰2月23日电）

公勤人员回归战位
■王子冰 本报记者 李 蕾 中国国防报记者 鲁文帝

新春佳节的一天傍晚，在北部战
区空军雷达某旅雷达五站的春节晚会
上，第一次来部队探亲的军嫂李微和 5
岁的儿子张晨演唱了一首《感恩的
心》，并伴以手语表演。伴随着悠扬的
旋律，李微眼中不禁泛起泪花。

张晨常年缺少父亲张春雷的陪
伴，李微平时也因为工作原因陪孩子
时间少，由姥姥一手带大的张晨性格
腼腆，来军营过节的这些日子里，有了
父母的陪伴，张晨明显开朗了不少。

驱车从哈尔滨出发，李微到站里天
已擦黑，刚进营门，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吸

引住了：官兵亲手做的五彩小灯与灯光下
漂亮的“聚心亭”，太阳能发电的小路灯照
亮了“阳光晾衣房”，一旁是彩色的木制栅
栏……

记者随张春雷夫妇走进他们居住
的小套间，五彩的小灯围成的圆圈与
中间的剪纸“福”字一下子映入眼帘，
大屏幕液晶电视正播放着卫视节目，
墙上挂着大红中国结，桌子上摆着的
孩子玩具，正对着电视的红色沙发，以
及卧室里看着就暖和的大床，无不给
人以家的感觉。一旁还有锅碗瓢盆俱
齐的小厨房和配有洗衣机的卫生间，

做饭洗衣都很方便。
雷达站指导员冯钊告诉记者，这都

是站里提前布置好的，“军属不容易，为
了让他们在这儿也能找到家的感觉，我
们特意把家属房布置得暖烘烘的，临过
节时还加了些应景的装饰。”

在军营的日子里，李微带着孩子参
观了站里这几年新建的营房，新设的室
内健身房、图书室，以及战士们自己手
工做的彩灯。李微表示：“看了军营的
条件我很安心，春雷在这边好好工作，
我就在家照顾好我们的小家。”

（本报哈尔滨2月23日电）

军嫂头一回来军营
■李宪龙 本报记者 李国文 中国国防报记者 潘 娣

春节前后，记者在西藏边防采访，
悄然发现军嫂多了、美了。

在海拔4300多米的乃堆拉哨所，记
者与指导员倪高高正在聊天，一袭红衣
飘然而至，银铃般的笑声响起。雪地映
衬着她的红呢子大衣，格外显眼。倪高
高风趣地说：“这是我家的美女占珍珍。”

倪高高甜滋滋地向记者介绍，妻
子在深圳工作，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高
管。我说，来到边防辛苦你了。她说，
先生在这里，边防再苦也是最美的地
方。记者转移话题问她，指导员最吸
引你的是什么？

占珍珍三句话不离本行，她借用所

从事行业的一句广告词“最幸福的三件事
是‘有家、有爱、有保险’”说道，我觉得“最
幸福的三件事是‘有家、有爱、有军人’”。

别看倪高高在西藏戍边，占珍珍
生活中遇到很多问题都会请教丈夫，
甚至业务上的很多事情，倪高高都给
她出了很多好主意，不少策划还是丈
夫利用业余时间与她一起完成的。如
今，占珍珍在工作上遇到棘手事，第一
反应便是向倪高高“求救”。

在海拔 4655 米的詹娘舍哨所，记
者见到家在四川农村的上士班长马卫
生的妻子谭晓兰，她在重庆当老师，利
用春节来哨所度蜜月。谭晓兰对记者

说，结婚第三天她就随丈夫返回部队。
尽管哨所外面冰天雪地，但室内环境却
温暖如家。去年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马卫生也荣立三等功。

在海拔 4380 米的则里拉哨所，副
连长邱海在广州某科研单位工作的妻
子滕卓轩也赶来团聚。滕卓轩对记者
说，她从连队官兵身上看到了牺牲奉
献的美。有一段时间，她对老公没有
与她举办婚礼耿耿于怀，现在完全想
通了。为了照顾孩子和年迈的公公婆
婆，滕卓轩说她已经决定辞职回成都，
支持丈夫安心戍边。

（本报拉萨2月23日电）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本报记者 马三成

春节刚过，滇南傣乡依旧沉浸在
新春的喜庆中，灯笼高挂的栋栋竹楼
里飞出悠扬的葫芦丝声，一派春意融
融。然而，看似平静的背后却暗流涌
动。
“接上级通报，218 号界碑对面发

现有人企图非法越境！”接到通报后，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十八连连长朱
秦龙迅速集合应急分队，向五公里外
的目标地域飞奔而去。

该边防连驻守在国家级重点口岸
打洛口岸，这段时间前来边境观光旅

游的游客增多，边贸往来更加频繁，走
私和非法越境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时有
发生。为此，连队加大了巡逻力度和
应急处突演练密度，并在重点管控地
段增派潜伏人员，全面观察监控，确保
遇有情况能快速反应。
“注意隐蔽！偷渡者可能隐藏在对

面的树丛中！”朱连长指着界碑后一片
密林说道，连队防区通道便道较多，又
大多隐蔽在深山密林中。如今，随着科
技快速发展，防区重要口岸、通道已实
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视频监控。

“报告，发现目标！”突然，担任搜
索任务的班长先彬在前方报告。只见
几个背着背篓的男女鬼鬼祟祟地向我
方一侧走来，朱连长示意立即采取行
动，官兵从三面包抄过去，抓个正着。
原来，这几人以为春节期间连队会减
小巡查力度，便打起了走私的主意。

成功处置特情后，全副武装的官
兵经过张灯结彩的口岸。对老百姓来
说，这里是经商、休闲的场所，但在战
士眼里，这里却是国门、哨位。

（本报西双版纳2月23日电）

战士眼里只有哨位
■赵 磊 本报记者 邹维荣

2 月 22 日上午，随着“弹药尖兵，
敢打必胜”的口号响彻山谷，一场弹药
快速投送演练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
仓库打响。
“之所以在春节长假后上班第一天

组织演练，就是要锤炼部队快速投送能
力，以实际行动拉开新年度练兵备战序
幕。”仓库代理政委沈明鸣告诉记者，仓
库保障的弹药过去基本上都是通过陆
路前送，然而在前不久的一次上级拉动
考核中，考核组临机出题——陆路被炸
毁，结果大家手忙脚乱……

有了这次经历后，仓库党委举一
反三，查找练兵备战中的薄弱环节。

他们对多年来一成不变的投送方式进
行反思，打破长期以来“一条路”保到
底的惯性思维，向军民融合要战斗力，
主动与无锡联勤保障中心驻宁波航务
军代处协调，探索水路运输弹药的方
法路子，拓展水陆立体保障方式。

记者跟随弹药前送队一路驰骋，1
小时后小分队抵达某港口。早已在港
口等候的无锡联勤保障中心驻宁波航
务军代处主任高冰指挥社会车辆避让，
经过仓库、船舶和港航部门简短对接
后，车辆徐徐开上由地方船舶公司提供
的符合运输标准的客滚船，官兵迅速下
车，投入到警戒、固定、绑扎之中……

海水绕群山，演练硝烟散。高冰
告诉记者，这次演练是对军地联手提
升弹药快速投送能力的一次探索。借
助地方运力调查系统，他们建立了军
代处军运船舶运输大数据系统，确保
随时掌握地方船舶公司的运力、续航
能力等数据，做到部队需要用什么船，
就能找到什么船，实现装卸快速化、实
战化。

记者了解到，此次演练为战时大
批量水路弹药应急支援保障积累了第
一手资料，全方位、多层次提升了仓库
弹药应急保障能力。

（本报宁波2月23日电）

军地携手快速投送
■本报记者 孙兴维 特约记者 高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