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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太行。
在中部战区陆军某师采访时，一股

思想解放的新时代气息，如同漫山遍野
绽放的无名小花带来的浓浓春意。
“上次你传来的视频给我不少启

发，外军在火力配置、协同配合方面的确
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忙完一天的训
练，某团连长邵君昱取出手机，连上
WIFI网络，与某研究所大学同学程刚进
行视频聊天。

通过覆盖军营的WIFI网络，他们在
视频通话中对战斗行动中临机变换“投、
抛、掷、摔、塞”5种姿势的火力毁伤效果
进行探讨，各自又有了不少收获。

作为陆军首支数字化部队的一名连
长，有着国外留学经历的邵君昱对于解
放思想有着更深感悟。如何打破“不敢
触网”的思想顾虑，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和
现代科技开展训练、丰富军营，是他上任
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数字化部队要有“数字化思维”。去
年底，该师党委提出了“智慧军营、科技
军营、开放军营”建设规划，按照数字化
营区建设标准，将无线WIFI网络引入营
区。

现在，该师所有建制部队都实现了
WIFI 网络进班排。免费网吧、智能家
电、个人电脑、手机平板……网络让官兵
真切体会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便捷，也打

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
“敢于创新的心态、宽广包容的胸

襟，才是对‘数字化’的正确理解。”谈起
网络进班排带来的变化，某团政委巩志
国说，以前没有WIFI网络，官兵想网上
学习、视频聊天，花钱不说，信号还不稳
定。现在，不仅无线网络走进官兵生活，
“智慧军营”建设也已拉开帷幕，很受官
兵欢迎。

随着WIFI网络走进班排，一股靠创
新谋发展的思潮正在该师涌动。师领导
告诉记者，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过
程中，他们依托军营WIFI网络，研发出
一款集资料查询、信息推送、讨论交流等
功能于一体的“排头兵”手机 APP 理论
学习辅助系统，使方寸荧屏成为理论学
习交流的新阵地。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紧握手中武

器苦练本领。”中士李乃超的手机屏保，
用的是这句很提气的话。指尖轻点，进
入“排头兵”APP 讨论社区，每秒 3M 的
网速让人眼前一亮。李乃超说，今年 1
月 3 日，习主席视察部队时，勉励官兵
“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现
在，一批展现“钢多气盈骨更硬”的栏目
深受官兵欢迎：“训练建言”后台跟帖已
达 1000 余条，“训练之星”评选访问量
累计突破 5000人次……

借助“智慧军营”建设的东风，该师

党委带领各级党组织积极推动“WIFI网
络+”的探索运用：微电影、微讲堂等“指
尖课堂”拨动着官兵心弦，军营超市、强
身健体等“掌上工程”持续受到热捧……
一系列网络惠兵举措温暖、滋润着官兵
心田。
“变革是勇敢者的新世界。”正带领

官兵开展城市攻防训练的某机步团团长
刘军认为，这种数字化的新思维就意味
着互通共享，意味着打破边界、重构力
量。去年以来，他们探索运用“合成战斗
连+支援保障连”的编组模式和任务式
指挥模式，通过共享情报、火力，提升战
场感知、兵种协同能力，实现模块编组、
离散配置、分布交互指挥、同步联动作
业，形成多套不同环境下数字化部队训
法战法。

我要的是什么？我能“输出”什么？
在某营营长乔意成看来，数字化时代需
要的不仅仅是装备的联网，更需要思维
的拓展。年初聆听完主席训令，全营官
兵全员全装快速机动展开实弹战术演
练，至今仍在野外进行课题研究训练。
“我们是战斗员，就要眼睛时刻盯着任
务，一声令下随时能战。”乔意成常这样
告诫官兵。

在某综合训练场，刚刚晋升为一级
军士长的丁辉士气高昂。这位有着 25
年军龄、驾驶过 16种车型、曾参加 4次大

阅兵的“五特精兵”，亲历了军队数字化
建设的全过程，对于从“钢铁比拼”到“硅
片较量”的巨变有着最真切的感受：“不
要忽视士兵的主体地位。未来战场，‘让
听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将是一种常
态。”

落日的余晖，映照在“松骨峰精神代
代传”雕塑上，志愿军战士人物群像更加
生动传神。

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斗中，坚守
松骨峰的志愿军勇士凭借数量不多的迫
击炮与机枪，打退了敌人一轮又一轮进
攻。如今，这座雕塑已成为全师官兵的
精神坐标，成为忠勇和血性的代名词。
“3个多月来，习主席训令的每个字

都重重砸在我心上。我们是一支功勋卓
著的荣誉部队，怎样才能不负重托？”走
进该师参谋长李晓光的办公室，桌上摆
放的几摞外军装备资料格外显眼。与妻
子分居两地，又常年担负战备值班，办公
室几乎成了他的家。
“数字化时代，你稍微驻足，就可能

一落千丈。永不懈怠，才是唯一选择。”
李晓光告诉记者，“我军数字化建设已驶
入快车道，但必须清醒看到，单靠装备不
可能形成强大战斗力，唯有只争朝夕抓
好战斗力建设，不断完善软实力、让思想
发光，才能在未来战争中始终立于不败
之地。”

数字化部队的“数字化思维”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扎实开展练兵备战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钱晓虎 梁蓬飞 通讯员 张雅东

和平是军人的勋章，“和平病”却是一支军队的

慢性毒瘤。它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麻痹着军人的神

经，能使一支曾经摧枯拉朽的军队变得武备废弛，

能让一柄寒光四射的利剑变得锈迹斑斑。

“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相对和平的环境，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清

朝八旗兵，也曾骁勇善战、所向披靡，“攻则争先，战

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然而，在长期的歌

舞升平中，军中将领刀剑入库，耽于安乐，“饱食终

日、弹筝击筑、衣锐策肥”，把练习骑射征战之事置

于脑后。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南巡至杭州，观看军队

骑射表演，结果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乾隆不胜感叹：“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鹰居笼，日

饱肉，不能奋击。”

和平积习不除，备战打仗无望。思想的马放南

山，有时比现实中的刀枪入库更可怕。然而，不可

否认，时至今日，仍有个别指挥员习惯于当“和平

官”、带“和平兵”，心思不在战场，工作不在状态；有

的整天为事务主义、文牍主义所累，把心思和精力

用在表面文章和文山会海上；还有的危不施训、险

不练兵，嘴里喊的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心里想

的却是“仗打不起来、打起来也轮不上我”。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大

将说过一句话：“战争到来，首先要淘汰一批和平时

期的将军。”各级指挥员应下决心对和平积习来一

次大起底、大扫除，坚决杜绝一切游离于战斗力标

准之外的虚耗，坚决清理对作战体系没有贡献率的

累赘，坚决压减建设项目中的非军事功能，坚决挤

掉练兵备战中走过场的水分，坚决抛掉影响备战打

仗能力的包袱，切实把战斗力标准在部队立起来、

落下去。

存亡之道，命在于将。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

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领导干部能不

能指挥打仗、决胜疆场，关键在于是不是有效解决

习主席多次点到的“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

够”“五个不会”等问题。各级指挥员应自觉来一场

大学习，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提高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

挥素养、科技素养，带头在重大军事斗争实践和军事演训活动中磨砺自己，把本

领练过硬。要用世界的眼光、对手的眼光、未来的眼光审视自己，真正站在军事

前沿、技术前沿，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在思维理念和能力素质上来一场自

我革命，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凤凰涅槃。要常思国家安全威胁之患、常怀打仗

准备不足之忧、常想肩负统兵责任之重，真正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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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涛、特约记者彭小明报
道：对照新体制抓部队建设有差距、带领机
关解决“五个不会”问题有欠缺……4月 3
日，第77集团军召开党委民主生活会，党
委书记对班子成员一年来的工作作风逐一
点评，发言直指问题、见筋见骨。在党味军
味辣味十足的思想交锋中，党委班子进一
步增强了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前不久，筹划民主生活会时，该集团
军党委感到，持续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回顾“最
先一公里”的经验得失、对表上级要求检
视初心很有必要。为此，他们拿出政治
整训的力度，突出维护核心、推进改革、

练兵备战、转型建设等 5个方面，把问题
说清楚，向组织交明白账。

为找准加强党委班子自身建设的发
力点，会前该集团军党委班子成员全部
沉到基层一线，蹲连住班和营以上主官
促膝谈心，听取旅级党委对集团军党委
的意见建议，征求到 12个方面 60余个加
强党委建设的“金点子”。

记者在会议现场看到，班子成员撰
写对照检查不搞概略瞄准，具体问题全
部认领到个人，按照个人讲、大家评、逐
个过的方法，深入剖析问题根源。一名
副军职领导去年长期在高原一线驻训，
抓训练方法多，但系统学习较少，大家推

心置腹提出 8条建议，他全部虚心接受
并列入个人学习计划。书记副书记带头
刀口向内查纠问题，班子成员之间均有
2条以上实质性批评意见。
“部队建设怎么办，关键要看头雁怎

么飞。”该集团军领导告诉记者，他们不
仅毫不含糊地执行《军级以上领导干部
有关待遇规定》《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规定》，还着眼带领部队履行新时代
使命任务研究制订《加强党委班子自身
建设的 16条措施》，分工指导下级党委
召开民主生活会，挂钩帮带相应旅党委
班子建设，以集团军党委班子过硬带动
部队建设全面过硬。

第77集团军党委民主生活会注重检视初心端正作风

以政治整训强化党委班子

本报讯 刘汉宝、特约记者田旭辉
报道：近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
织跨昼夜飞行训练。一个架次飞完，该
旅副参谋长周伟东和飞行员刘鹏刚下战
机，就针对空中对抗情况展开讨论评
判。成绩被判定为“优秀”后，刘鹏在个
人年度计划进度表上为这个课目做了记
录。他介绍说：“如今施行新的飞行训练
计划制订模式，精准对接每个飞行员战
斗力提升需求，更加突出了练兵备战导
向！”

有此感受的不仅仅是刘鹏这样的
年轻飞行员，对抗经验丰富的“金头
盔”飞行员王景瑭同样感受到了变化：

“新法规要求加快飞行教官队伍建设，
机关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在制订训
练计划时着重突出了飞行任教方面的
训练。”

战机升空间隙，跟班飞行的训练参
谋朱鸿鸣告诉记者，过去的飞行计划，主
要依据飞行进度，协同当日飞行指挥员
制订，“换句话说，这种方式比较概略，更
多的是以飞时间为主，对飞行员个人战
斗力成长进程控制并不精准。”

朱鸿鸣以刘鹏为例，讲解变化所在：
“现在，飞行计划整体拟定之后，我们会
逐一征求飞行员意见需求。考虑到近期
实战化对抗课目连续集中组织，老飞行

员介绍经验、提供指导也相对较多，像刘
鹏这样的年轻飞行员就想抓住难得机会
多飞实战课目。这不，他的需求一经上
报，我们立即进行了调整。”不仅如此，记
者了解到，当天还有其他 7名飞行员的
训练计划都按照本人的实战能力提升需
求，在政策法规和飞行进度允许的条件
下进行了调整。

翻看当日的飞行计划，记者注意到，
这个旅要完成 5个课目、数十个架次的
飞行训练。“每个架次都经过了反复推
敲、科学论证，目的就是精准制订计划、
精确组织训练，发挥每一滴航油的最大
效益。”朱鸿鸣说。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创新训练计划制订模式

飞行计划精准对接战斗力需求

本报讯 王柯鳗报道：日前，南海舰
队某驱逐舰支队一场比武考核刚刚结
束，复盘会就在硝烟尚未散去的训练场
上展开。在考核中取得主炮对岸射击、
副炮对空射击、航海专业比武 3项第一
的银川舰，由上至下逐级反思，主动查找
出了打击效果不够密集、雷达捕捉目标
不够及时等11个问题。
“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

了。”该支队参谋长李辉告诉笔者，他们
坚持“复盘检讨不过夜，补齐短板不跨
月”的标准，把握训练比武等重要节点，
趁热打铁组织检讨式查漏补缺，要求机
关和部队逐一认领问题，拿出整改措施，
并提高复训难度，专攻难点弱点，助力舰
艇战斗力更上层楼。
“战斗警报！”比武考核结束没多

久，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起，由该支队

银川舰、昆明舰、柳州舰组成的舰艇编
队劈波斩浪，挺进南海某海域展开一
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化训练。笔者看
到，补差训练全程不设脚本，临机设置
敌情，危局、险局、难局不断，机舱“起
火”、舰员“受伤”、无卫星导航等情况
轮番上演，不仅锻炼指挥员的战术思
维和决策水平，更有力提升了全舰全
系统协同能力。

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战斗力建设坚持问题导向

硝烟尚未散 复盘查短板初春，雪域高原寒气袭人，武警西
藏总队演兵场上热火朝天。笔者跟随
导调组分赴多个陌生地域，亲身感受
新大纲颁布后的实战实训新风。

深夜，熟睡中的某机动支队官兵
接到命令：奔赴拉萨郊区某废弃厂房，
对蓝方指挥部实施“斩首”。官兵闻令
而动，迅速赶至目标地域，却发现目标
已悄然撤离。

红方铩羽而归，总队领导并不意
外：“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新大纲

颁布后，总队按实战要求设置演练环
境，采取实兵演练不打招呼、情况处
置临机导调的方式，依托红蓝对抗突
出纠治指挥员“五个不会、一个不知
道”问题，大力提升对抗演练的“含战
量”，让官兵在遂行任务中提升实战
能力。

在海拔 4000 余米的密林中，“战
斗”刚刚打响。隐蔽树上的红方狙击
手精准“击毙”蓝方 3名特战队员。蓝
方选择撤退，红方迅即在密林中展开
拉网式搜索。岂料，蓝方特战队员从
无名小路迂回至红方侧后展开偷袭，
红方在慌乱中被迫应战，被蓝方一举
“全歼”。

演练刚结束，复盘会就在红方作
战指挥中心展开，大家围绕指挥、技
术、战术等方面展开热烈讨论，梳理出
战术指挥不合理、人员布局不科学等
16项短板问题。与此同时，蓝方全无
获胜后的喜悦，沙盘前，指挥员正带领
参战人员进行战术复盘推演，并就“如
果我是红方，该如何扩大优势”等问题
展开深入探讨，梳理总结出 12条实用
经验。
“像打仗那样训练，就是为了能够

像训练那样打仗。”二支队特战一中队
班长杨友刚说，目前部队官兵训练热
情高涨，秣马厉兵苦练本领，时刻准备
在未来实战中一展身手。

武警西藏总队落实新大纲提升演练“含战量”——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葛 涛 高红春

4月4日，海军陆战队某旅紧贴任务实际，开展特种驾驶、悬崖索降等技战术课目训练，锤炼过硬实战本领。

孙宏韬摄

强军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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