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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武警某部“猎鹰突击

队”在陌生环境下组织捕歼战斗、城

市反恐等课目训练。

李 昊摄

初春的清晨，乍暖还寒。起床号
还没有吹响，第 82集团军某旅合成一
营战备值班室里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去年，“脖子以下”调整改革落地
后，为提升旅营两级信息获取、态势掌
控、日常值班、应急处置能力，该旅针
对新的旅营编制体制结构扁平、营区
部署较为分散等特点，探索建立营战
备值班室，将战备值班向分队延伸，构
建起旅营常态备战体系。

在合成一营战备值班室，记者注
意到面积约 50平米的房间内，设置有
值班区和研判区。“值班区常设有值班
首长席、值班参谋席和技术保障席，主
要担负日常战备值班；研判区主要用
于营指挥员带领参谋人员组织指挥推
演、研判态势……”营长郭继业向记者
介绍说，“有了战备值班室，营指挥员
指挥空间更大了，指挥分队行动更便
捷了。”
“嘀嘀嘀……”说话间，值班参谋

席传来指挥专网文电系统收到新消息
的提示音。“报告，接收到旅紧急出动
预先号令！”营部参谋姜黎向营长报
告。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备拉动演练打
响。

不到 5分钟，各营主官和营部参
谋，以及旅作战值班室人员一起，多地
网上同步受领任务，召开作战会。

处理情报、调控兵力、提出决心……
受领任务后，郭继业与参谋周密组织
协同，全营数十种装备、多支专业力量
都在他们的运筹帷幄之中。不到半小
时，一支应急处突力量已经抵达指定
地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旅同步应
用现代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对战备资
料室、战备器材库等实施数字化和分区
域模块化管理，实现野战器材平台化装
载和自动化录入，战备物资器材平时便
于管、走时便于带、战时便于用，确保部
队保持常备不懈、随时能战的战备状
态。

“兵贵神速，自古皆然。”该旅旅长
王爱献说，现代战争，“快吃慢”的制胜
机理更加凸显，战备建设必须着眼快速
反应、常备不懈，才能做到迅即能动、动
则能战，进而适应未来作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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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崔建峰、特约通讯员唐继
光报道：都市白领放弃事业随军，与丈
夫一道坚守大漠边疆；柔弱军嫂三送
丈夫赴高原驻训演习，一人挑起家庭
重担……前不久，新疆军区某师对评选
出的百名好军嫂进行表彰，激发了广大
军嫂爱亲人、爱家庭、爱部队、爱事业的
光荣感和责任感，培塑了军营好家风。

军嫂撑起半边天，家风连着战斗
力。这次好军嫂评选，该师严格按照营

连推荐、家属委员会提名、党委审定的办
法实施，坚持优先评选训练尖子家属、基
层一线官兵家属和有突出贡献家属，立
起新时代好军嫂崇德向善、贤能恭俭、爱
国爱军的好样子。

该师装甲团警卫侦察连四级军士长
达志喜的爱人李珍梅，为支持达志喜安
心军营建功立业，她毅然辞掉待遇优厚
的工作随军来到边疆军营。达志喜在李
珍梅的全力支持下，一门心思勤学苦练，

先后在上级创破纪录比武竞赛中两夺金
牌，荣立二等功。该师某步兵团军务股
长刘伟的妻子纪丽丽，是驻地小学一名
教师。她在自己患病、孩子年幼的情况
下，克服种种困难，无怨无悔支持丈夫上
高原执行驻训演习任务。

据介绍，这次表彰的 100 名好军嫂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军嫂积极拥护、支持
和投身国防建设的崭新风貌和主动为家
庭担当、尽力为丈夫分忧的崇高品德。

新疆军区某师——

表彰好军嫂 培塑好家风

本报讯 胡晓强、张鹏报道：荣光
熠熠耀雪山，掌声阵阵响边关。近日，
西藏军区某旅举行“强军先锋”颁奖典
礼，“极地战狼”李斌强、“雪域木兰”金
晨兰、“血性连长”李朝黎等 17 名精武
强能、矢志打赢的标兵典型登台领
奖。该旅政委卜海深介绍，他们注重
运用身边典型打造强军兴军“时代群
像”，激发官兵思战备战、守边固边的
强大动力。

这个旅驻守在雪域边关。多年来，
官兵挑战极限、练兵备战，涌现出一大
批戍边守防、能参善谋、无私奉献的先
进典型。他们注重挖掘发挥这些典型
的示范激励作用，编发《“强军先锋”风

采录》，聘请“强军先锋”担任“梦想大
使”，引导官兵在追赶先锋、对表标兵中
砥砺前行。同时，通过举办“‘强军先
锋’面对面”纪实访谈，开展“新时代怎
么看、新征程怎么干”群众性大讨论，让
官兵在与先进典型对话、对比、对照中
激发强军兴军热情。

故事触及灵魂，典型播撒火种。该
旅作训科科长罗世川扎根训练场苦练
硬功，先后两次斩获军区比武桂冠。通
过学习罗世川的先进事迹，一度在训练
中怕苦怕累的战士小张找到了奋斗方
向。在前不久的临机战备拉动演练中，
小张轻伤不下火线，咬牙坚持到底，被
连队评为当月“血性之星”。

西藏军区某旅注重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高原戍边模范激发练兵热潮

本报讯 记者郭晨、特约记者罗国
金报道：3月 22 日至 25 日，第五届长城
国际军事医学论坛在京举办。本届论坛
以“挑战、变革”为主题，由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卫生局和解放军总医院主办，全
军急救、战创伤、麻醉与复苏、骨科、重
症、心血管病医学、护理学 7个专业委员
会和有关单位承办。来自美国、德国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 12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专家及中方代表共 1500 余人参
加论坛。

这次论坛聚焦军事医学热点问题，
分“战救器材与装备、战现场救治、战伤
损伤控制、军事理论研究与培训、非战斗

伤病、战伤救治护理及急救大数据”6个
专题展开研究探讨。其间，由解放军总
医院联合有关单位开展的战术战伤救治
专项培训，通过基于实战需求的战场环
境模拟等，展示了前沿的救治理念和关
键技术。在同步展开的各专题论坛上，
有关专家就陆海空立体遂行卫勤保障前
移、技术装备保障前置、实战化培训前
伸、医学信息与大数据的前出等课题进
行讲解剖析。据介绍，长城国际军事医
学论坛连续举办 5年来，通过学术研讨
及专项培训等途径，对促进国际军事医
学交流合作、提升我军卫勤训练及战伤
救治水平发挥了推动作用。

第五届长城国际军事医学论坛举办

本报讯 车东伟、特约记者曾涛报
道：“×旅机关部分军事理论教学课目没
有对表新大纲，×旅指挥勤务营每月 2
次的高强度训练少了 2小时……”初春
时节，第 72集团军组织军事训练讲评，
训练督导组先后通报 30多个问题，直指
按纲施训短板，让与会的各旅主官如坐
针毡。该集团军通过常态化开展军事训
练督查，推动新大纲贯彻落实，促进了实
战化训练质量提升。
“新大纲紧贴实战要求，增加了训练

时间，提高了训练强度难度，规范了训练
周期阶段和险难课目训练。”第 72集团
军领导认为，面对大纲提出的更高标准

要求，各单位贯彻落实可能会面临一定
困难，但决不能因此避难就易、避重就
轻。

为督促各级严格按纲施训、从严治
训，把新大纲要求的内容训全、时间训
够、标准训到，该集团军常态化建立了训
练督导组，紧跟训练进程加大督查力
度。训练督导组采取不打招呼、临机实
施、直插训练场的方式开展督查，既看齐
装满员又看训练实效，现场摄录视频资
料，查找存在问题。他们还拓宽监督渠
道，建立 200 多人的基层风气监督员队
伍，通过短信、电话、邮箱等方式受理训
练问题线索，对打折扣、搞变通、偏训漏

训等情况及时发现、及时查纠。
严是标准，更是导向。在某旅侦察

营，训练督导组检查发现基础训练存在
组训不实问题，随即将情况反馈到该旅，
当事人被责令在全旅干部大会上作出深
刻检查。在某旅训练场，训练督导组到
达后直接抽考首长机关，当场指出参训
率不高、指挥信息系统运用不熟练等 5
个问题。

今年以来，该集团军已对 3个单位、
20余人实施训练问责，对训练督查发现
的 80多个问题挂号销账、逐一整改，训
风不实问题得到纠治，部队按新大纲施
训扎实展开。

从严执纪推动新大纲贯彻落实
第72集团军强化依法治训确保训实训全

3 月底，空军“神威大队”的飞行员
们看到一条“战神新闻”倍感振奋：空军
3月下旬出动轰-6K、苏-30等多型多架
战机，编队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成
体系前出西太平洋开展实战化军事训
练，提升远洋机动能力，检验远洋实战
能力。

有着空军“战神”美誉的中远程轰
炸机轰-6K，2015年 3月 30日首次前出
第一岛链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成为空
军强军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三年来，
以“神威大队”为代表的空军轰-6K飞行
员群体，实战实训，潜心砺剑，从飞越巴
士海峡，到飞越宫古海峡、对马海峡，书
写了强国强军的新答卷。

作为空军战略进攻力量的一把利
剑，“神威大队”回顾“战神”展翅的三年
航迹，深学强军思想、更感强军重任，对
新时代革命军人气更多、骨更硬有了更
深切的体会，把“思想政治要过硬、打仗
本领要过硬、战斗作风要过硬”战略要
求，落实到每一个战斗岗位、每一次战
斗起飞。

砺勇往直前的胆气

三年前的 3月 30日，中国空军首次
前出第一岛链、飞越巴士海峡展翅西太
平洋，广大网友评论说：“在西太平洋上
宣示中国空军的存在，咱们空军越来越
有战略空军的范儿了。”
“神威大队”教导员曹巍说起这事，

和大队官兵回想起他们第一次前出第
一岛链飞越宫古海峡时，受到外国军机
干扰阻挠的情形，飞行员们直面威胁、

正确处置、勇往直前，在西太平洋上锤
炼了实战能力。
“不管谁来跟踪干扰，我们还要一

如既往；不管遇到什么阻挠，我们还要
常去多飞。”大队飞行员血性十足，传扬
着敢打必胜、敢于亮剑、敢挑重担的战
斗作风。

铁心向党、敢打必胜，是这个飞行
大队的基因和底色。在 1996年 3月东南
沿海方向的一次重大军事演习中，他们
以过硬战斗作风出色完成任务受到中
央军委通令嘉奖，被空军授予“神威大
队”荣誉称号。
“新时代练兵备战，要练血性胆

气，不断提升精气神！”新年伊始，“神
威大队”和全师官兵一起在机场顶风
冒雪聆听开训动员训令，“苦练杀敌本
领、时刻准备战斗”的铮铮誓言在漫天
飞雪中回响。他们克服关中持续半月
的雨雪冰冻天气，依照空军新一代军
事训练法规要求，开展大机群编队远
程夜间机动训练，多架轰-6K 夜间紧
急出动张弓搭箭，连续开展跨昼夜、长
航时滚动训练，部队全天候远程作战
能力得到检验提升。
“战神”展翅，无所畏惧。“一想到身

后的祖国，唯有勇往直前！”曾驾“战神”
战巡南海的飞行员王爱平如是说。

壮知己知彼的底气

“战神”出击，三年来前出岛链、战
巡南海、警巡东海、砺剑高原，在练兵备
战中不断飞出新航迹。每一次“战神”
展翅，空军新闻发言人都在一线机场向

海内外发出中国空军的声音，宣示中国
空军的意志，彰显了强国强军的豪气底
气。
“大国空军的底气来自于实战能力

的底数。我们要在远海远洋训练中熟
悉战场环境、熟悉作战对手、提升实战
能力，做到心里有数，知己知彼。”“神威
大队”所在师政委王献军的一席话，引
起飞行员的共鸣。

曾驾“战神”飞越宫古海峡的飞行
员邢建文深有感触：知彼知己，百战不
殆。每一次远洋飞行，都是学习对手、
研究对手、战胜对手的实践平台，通过
参加远洋训练，感觉自己飞在西太平洋
上越来越从容自信。

换装轰-6K后，“神威大队”紧盯战
场、勇闯“未知”，创新创研多套战法，
2016年在空军四大训练品牌之一的“突
防突击”竞赛中，勇夺“金飞镖”。机组
成员、武控员邱小君表示：“我们并不满
足今天在考场上战胜队友，而是要在战
场上打败对手！”

新时代练兵备战，“神威大队”正在
从研究队友向研究对手转变，从研究考
场向研究战场转变，从研究考核规则、
适应规则向适应战场、适应作战环境转
变。

养砺剑亮剑的霸气

空军“战神”前出第一岛链三年
间，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针对相关
舆论关切，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曾
回应表示：中国空军开展的远海远洋
训练，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都

是例行性、常态化的军事活动，都是空
军的使命所在、职责所在，合法合理合
情。

空军新闻发言人的这一回应和表
态，成为大队专题教育中的热议话题。
“新时代空军飞行员，要在学习国际法、
运用国际法中维护国家空天安全。”大
队长连天冉联系练兵备战实际表示，前
出岛链，战巡南海，我们飞行员霸气而
不霸道，从来都是依法依规进行飞行活
动，指挥员、战斗员掌握运用国际法的
意识能力不断提升。
“神威大队”的霸气，来自于空军科

技兴训、实战实训的生动实践。飞行员
们谈到，空军正处于转型跃升期、装备
发展井喷期，新装备已成为新质作战力
量的主力装备和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他们装备“战神”后，攥在手里的“钢”多
了、硬了，越飞越有底气、越飞越有自
信。
“神威大队”的霸气，来自于上级指

挥员冲锋在前、科学指挥。大队所在团
政委王磊说，远海远洋训练中，无论训
练环境多么复杂，训练区域多么陌生，
飞行员们都勇往直前，一直保持临战的
思想、迎战的姿态、实战的标准。他们
的战斗精神，来源于师长、团长每次都
飞在第一梯队，用实际行动叫响了“看
我的，跟我飞”。

激发新动力，奋飞新时代。在强军
目标指引下，以“神威大队”为代表的空
军轰炸机部队，常态化赴西太平洋远洋
训练、常态化警巡东海防空识别区、常
态化绕岛巡航、常态化战巡南海，神勇
亮剑空天，投送大国之威。

（本报西安3月29日电）

三年航迹书写强国强军新答卷
—空军“神威大队”激发新动力奋飞新时代

■本报记者 李建文 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