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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护 士

节来临之际，

陆军军医大学

新桥医院组织

开展野战救护

技能比武，强

化野战条件下

救治能力，提

升卫勤保障能

力。

曾 理摄

本报北京5月9日电 记者李建文
报道：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的中国
空军，正在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
备”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空天战略打
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
和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在 9日召开的空
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研讨会
上，空军高中级指挥员进一步明晰战略
定位、深化战略忧患、拓展战略视野，
表达了牢记新时代使命任务、捍卫新时
代空天安全的决心意志。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战略能力要
与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相适应。空军
司令员丁来杭、空军政委于忠福在研
讨会上表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要牢记“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
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的战略
嘱托，让强军目标在空军落地生根；国
家利益拓展到哪里，空军战略能力就
延伸到哪里，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
空天安全保障。

围绕“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
标，空军军事专家认为，空军要依托空天
维护国家统一和陆海主权，依托空天塑
造周边安全环境，依托空天参与维护全

球安全，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空天
力量支撑。
“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

力，建设现代化战略性军种必须扭住制
胜空天这个关键。”研讨会上，东部、南
部战区空军指挥员表示，要在警巡东
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
中，抓实备战工作、提高打赢本领，做
到一旦有事能快速应对，不负党和人民
对空军的期望。

中部、北部战区空军指挥员结合使
命任务表示，把“思想政治要过硬、打
仗本领要过硬、战斗作风要过硬”要求
落实到每一个战位，关键是高级指挥员
要带头聚力务战、潜心谋战，加强作战
指挥能力建设，扛起备战打仗担子。

歼-20展翅海空、运-20空运空投、
轰-6K 绕岛巡航、苏-35 南海战巡……
西部战区空军、空降兵军和空军某
试验训练基地等单位指挥员联系空
军使命担当，凝聚思想共识：空军高
新武器装备在改革强军中成体系发
展，新装备部队要坚定不移走实训
之路、练胜战之功，使新装备加快形
成新战力。

空军加快战略能力建设
捍卫新时代空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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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四发两中、四发三中、四发三中超
时……”近日，记者来到第 73集团军某
合成旅综合训练场，看见“红四连”正在
组织装甲车战斗射击训练。

本想目睹四连百发百中的精彩，没
想到一轮考核下来，成绩仅比上个连队
略高一筹。面对记者的“小失望”，合成
营营长吴飞鹏说：“成绩不完美很正常，
因为这些炮手大半是新手！”

吴营长口中的“新手”实有所指。
数月前，新军事训练大纲颁布施

行，对专业技术等级做了重新划分、规
定。以某型步战车通信专业为例，新大
纲要求：参加一级信息通信手考评前，
必须获得二级以上射击和三级以上驾
驶专业技术等级。
“换句话说，通信专业想考好，必须

有过硬的射击和驾驶专业成绩‘打
底’。这逼着官兵在练精、练熟本专业
技能的基础上，向多能、全面的方向拓
展。”随行的旅参谋长袁兴萍告诉记
者，“许多其他专业的‘行家里手’，开始
兼修起了装甲车射击专业！”
“隔行如隔山，这个真的不容易！”

走下战车，有着 10年“驾龄”的特级驾驶
员刘刚坦言。初次“出镜”，他打出了四
发两中的成绩，总评为良好。
“当兵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进行

装甲火炮射击，命中目标的感觉很棒！”
刘刚开始埋头分析自己刚才的弹着
点。他告诉记者，与新兵不同，许多兵
龄较长的士官在本职岗位上深耕多年，
开展一专多能训练，改变的不仅仅是手
脚的习惯性操作，更多的还是根深蒂固
的思维定势。

三级军士长陆启桂曾经是特级炮
长、一级车长、二级驾驶员。新大纲施
行后，像他这样的专业“大拿”一下子变
得抢手起来。对表训练新要求，他深有
感触：“现在的训练更有战味。”
“以往也强调一专多能，但由于场

地不足、可供使用的教练装备有限，很
难训足训到位。”陆启桂介绍说，今年以
来，旅里严格落实新大纲，对单车、单兵
摩托小时消耗逐一量化，科学统筹车辆
场地保障训练，人人都能训够时间。陆
启桂被任命为连队火炮技师后，从专业
共通特点教起，结合自身多岗位训练经
验，把一群车长、驾驶员慢慢培养成合
格炮手。
“新大纲新要求，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连长刘士坤告诉记者，野外驻训
时，专业训练打乱分组，人人都要补足
其他专业短板。很多战士每天早晨 5点
半就起床背记理论，中午放弃休息钻到
步战车内钻研技能。

一专多能，多面手越来越多。作训
科长刘玉青介绍，以往很多官兵只习惯
钻研本职业务，对其他专业浅尝辄止，
战场上一旦出现减员，各战斗员之间难
以及时补位，战斗力易出现盲区。今
年，旅里将原先的驾驶、通信、射击三大
专业所有等级证书全部“吊销”，明确乘
员按新要求从零开始、从头考级。

如今，四连把提高官兵“一专多能”
作为实战化训练的重点，探索在冲击途
中、夜暗条件、遭敌袭扰等环境下开展
“减员操作训练”和“多岗位强化训练”。
许多“老将”不等不靠，带头学起第二、第
三专业，同时积极发挥酵母作用，把“第
一技能”悉心传授给全连官兵。
“四发四中考核优秀，转入驾驶员

训练；四发一中超时考核不及格，被取
消多能训练资格，进行炮手专业补差
训练。”走下指挥楼，记者看到四连指
导员张康正在宣布刚拿到手的考核成
绩。“左肩扛责任，右肩扛荣誉！”张康
说，革命战争年代，“红四连”经历了多
次重要战斗，骨子里最不缺的就是担
当与血性。如今在连队党支部带领
下，官兵拿出打仗的劲头学习新专业，
劲头足，进步快。
“多能”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专”成

绩必须优良。记者了解到，为保持专业

高水平，四连专门建立一专多能考核机
制，规定官兵本专业考核未达“良好”以
上，不得参加多能课目训练；获得多能训
练资格的官兵，也必须以实战为标准，合
理选择多能训练课目，避免个别官兵为
贪多求全，把专业练成“夹生饭”。

战斗力生成不是一朝一夕，也不会
一路坦途。开展一专多能训练，考核成
绩虽然降了，却离打赢近了。在下阶段
训练中，这种分级式一专多能训练将在
全旅铺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驻训帐篷
内，“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
题教育热烈展开。在当天考核中打出
“全中满分”成绩的排长池金城，拿着一
张老照片，和大家分享自己转型换脑，
从装步载员成长为优秀射手的经历。

池金城手中拿的老照片，四连人人
皆知：1964 年全军大比武中，连队第 21
任连长宋世哲创新打法，40秒内发射 40
发子弹，命中 150 米距离上的 40 个胸
靶。毛泽东主席看后很欣慰，亲手举起
宋世哲的步枪瞄准。后来，这支步枪被
军事博物馆收藏，宋世哲“神枪手”的美
誉叫响全军。

光阴荏苒，初心不变。老照片就是
教材，时刻提醒“红四连”官兵：精武强
能才能不辱使命。

参评通信尖兵 先当合格炮手
——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红四连”一专多能训练见闻

■本报特约记者 张圣涛 通讯员 李怀坤 王 喆

本报讯 记者马飞、通讯员陈志新
报道：“你们的帮助就是‘及时雨’，给我
们解决了大难题。”4月下旬，武警某支
队支队长秦志刚紧握军委审计署昆明
审计中心主任方正的手，真诚感谢该审
计中心为他们解决训练场建设经费使
用难题。

今年初，该支队想动用家底经费扩
建轻武器射击场，但前两年他们有几个
工程项目，因军队改革和政策调整等原
因，一直没有军队审计部门前来审计，单
位没有结算，成了遗留问题，还影响到新
工程的建设。得知此情况，昆明审计中
心主动靠前，依据《军队审计条例》等法
规制度给出解决之策：工程建设项目可
依托有资质的社会审计机构审计，在审

计报告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报送昆明审
计中心备案即可。随后，该支队找到地
方有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及时为
已竣工未结算的工程展开审计，并对新
的工程建设进行论证。
“审计不仅是高悬的利剑，还应是部

队的‘贴心服务人’，要有服务战斗力、保
障官兵利益、促进事业发展的意识。”昆
明审计中心综合处处长朱胜凌介绍，今
年以来，为依法帮助辖区部队解决经济
活动中的矛盾困难，打消经济决策中的
疑虑，他们经常深入各部队精准提供解
难服务。

据悉，该审计中心已走访辖区各军
种 10余个师旅级单位，共为部队解决难
题60余个。

军委审计署昆明审计中心主动走访辖区

单位贴心解难帮困

依法精准服务部队经济活动

近日，一档名为《给90后讲讲马克思》

的音频党课在网上迅速走红。其中，首期课

程《最熟悉的陌生人》提出一个问题：有没

有这样一个人，总是听人提起他的名字，如

雷贯耳，可实际上你却对他知之甚少？

毋庸讳言，在不少年轻人看来，马克思

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理论。对于

青年官兵来说，也一定程度存在这样的问

题：马克思主义似乎一直在学，却未必有清

晰的认识、整体的把握；似乎了解不少，但

未必能想得明白、讲得清楚。这就好比理论

学习存在“虚光”，学得不彻底、不真切、不

系统。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风不

实。学风好坏，直接决定学习的质量和成

效。列宁曾说：“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

信念。”学理论愈深愈真，信仰就愈是笃

定。回顾历史，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始终

重视理论武装，在理论上坚定成熟，不为任

何干扰动摇，朝着真理之光指引的方向笃定

前行。

但是在当前，个别官兵对理论学习提不

起兴趣，不愿认真读原著、悟原理，阅读

流于碎片化、浅表化；或是重专业、轻理

论，认为理论学习是虚的，专业知识才是

实的；或是学归学、做归做，只武装嘴巴

不指导实践。“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

虏’。”如果理论学习没有抓紧抓好抓实，

就容易产生一些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模

糊观念，甚至在大是大非面前、重大原则

问题上无法保持清醒头脑，受到各种错误

观点的侵蚀影响。

俗话说，练就金刚身，不怕百毒侵。要

想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就必须真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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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10年，历史长河的一瞬。地震灾区
却以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创造了世界
救灾史上的“中国奇迹”！这一切，源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形成的无坚
不摧、攻无不克的中国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地震发生后，17
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
役人员从空中、地面，从四面八方快
速驰援，从死神手中抢回鲜活的生
命。至今，一个个绿色的背影依然活
跃在双拥共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的战场；

人们不会忘记，从城市到乡村、从
部队到厂矿、从机关到基层、从街道到
学校，10余万人奉献灾区，无数青年自
愿无偿献血，亿万人民慷慨解囊，神州
大地处处涌动爱心大奉献，汇聚成中华
民族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灾区各级党委、政
府努力推进家园重建，19个对口支援省
市肩负着神圣的国家使命，组织人员奔
赴灾后重建的战场，用不舍昼夜的行动
诠释着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如今，在绚丽多姿的巴蜀大地，一
个个大爱无疆的援建故事正鼓荡起强
劲的奋发力量，激励人们阔步前行在新
时代的小康路上！

中国理念，演绎生态

文明大戏码

汶川县，水磨镇。古老羌城依山而
建，禅寿老街整修一新，各条藏羌特色
街道上游客如云、生意火爆。古街漫

步，湖畔徜徉，一步一景……
10 年前，这里还是烟囱林立、污水

横流。如今，这个曾以工业为主导产业
的小镇，不仅房屋焕然一新，而且河水
清澈、风景如画，已成为国家 5A级风景
区，并以“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成为
汶川的新名片。

水磨镇的脱胎换骨，得益于灾后重
建的绿色崛起之路。

草木云山如锦绣，水绿天青不起
尘。近年来，四川省坚决以习主席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指导灾区重
建实践，从川西大地到雪域高原，从连
绵丘陵到巍峨群山，巴山蜀水铺展开秀
美壮阔的绿色画卷。

2016年 11月 5日，第二届世界水谷
论坛暨首届汶川论坛开幕。来自美国、
加拿大、英国等 19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
学者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商生态文
明建设发展。
“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长江

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绿色是川西最大
底色，生态是川西最大资源。”汶川县
人武部政委梁雪东，对驻地生态资源
有着自己的认识。他介绍，汶川县按
照“南部生态文化、北部民族文化”的
发展布局，给生态让步、为旅游转型，
依托天然的地理优势，打造了立体的
观光农业带、休闲农家旅游带和自然
生态观光带，勾勒出康养创新型、生态
文明型等发展路径。

绿色，成为汶川乃至整个川西的亮
丽底色。良好的生态资源，也让汶川的
农产品成为市场宠儿。今年 58岁的郑
伟，家里种植樱桃、枇杷等果树 100 多
棵，去年，水果销售收入就达2万余元。
“过去可不这样。村民大多靠种粮

食维持生活，一年没多少收入。”郑伟介
绍，靠着全年日照近 1700 个小时、地势
好还不缺水的有利因素，如今的汶川县
漫山遍野都是种植园，不仅带动了就
业，还增加了村民收入。

绿色发展让汶川尝到了甜头。而
尝到甜头的，又何止汶川？中国唯一的
羌族自治县北川，重建后焕然一新，当
地人把生态旅游做得风生水起；曾遭受
重创的什邡市红豆村，挖掘千年红豆树
文化资源，走出一条现代化乡村发展之
路；唐家山堰塞湖《通口河流域综合规
划环评报告书》通过审查，“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美好
愿景将变为现实……

曾经的废墟之上，绿色发展正奏响
一曲生态文明的高歌，引领人们奔向更
加美好生活！

中国精神，书写小康

路上新篇章

“只要不懒惰，好手好脚肯努力，生
活就一定会更美好。”说这话的时候，陈
秀蓉紧紧握着拳头。

在那场浩劫中，陈秀蓉失去了 6岁
的孩子徐晨。一时难以从悲痛中走出
的她，为自家经营的旅馆起名为“思晨
客栈”。2014 年，陈秀蓉成为漩口中学
地震遗址讲解员，每天为游客讲述众志
成城的救援往事。

如今，陈秀蓉把客栈更名为“大爱
民俗客栈”。她说，除了想表达一份感
恩之情，还要激励自己走出悲痛、面对
未来。10年间，很多从废墟上坚强站起
的人们跟陈秀蓉一样，内心萌发的精神

之火越烧越旺。
“汶川不哭！”“四川挺住！”“中国

加油！”……在那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中
响彻中国的呐喊，依然言犹在耳。10
年回首，人们所经历的大灾大恸、展现
的大智大勇、见证的大爱大义，也是一
次民族精神的重振。甚至在很多人的
心里，新生的汶川早已成为一处“精神
特区”。

汶川县城中心，矗立着一座高大的
大禹塑像，象征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不
畏艰苦、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正是依
靠这种精神，灾区人民和援建者 10年来
勇于奉献、顽强拼搏，才赢得了一个令
中国和世界都骄傲的新汶川。

今天，走进汶川的人们放眼望去，
一定能看到随风飘动的五星红旗。在
这里，旗帜不仅仅是祖国的标志和象
征，更是一种对党和国家、对全国人民
的感恩，一种“祖国强大，百姓安康”的
精神信仰。
“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祖国和

人民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映秀博爱
新村饭店老板杨云刚说起当年的地震
和如今的生活，显得格外激动。

不仅是杨云刚，随机采访一个汶川
人，他们的嘴里都会反复出现“感恩”
“谢谢”等字眼。10年来，灾区人民“知
恩、铭恩、感恩、报恩”的行动，凝聚成这
方悲壮大地的精神力量，耸立成人们追
求美好小康生活的丰碑。

浴火重生的壮美总是让人动容。
如今，勤劳勇敢的川西儿女从汶川这
个悲痛的地带重新奋起，经历了涅槃
重生而越发豪迈。未来，只要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新的征途上必然溢满希
望和阳光……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懂弄通、学精悟

透。然而，“在头脑里搞建设”不是

一件易事。古人云：“蒙惠者虽知其

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怎样学

习经典，考量的是一种态度，探究

的是一种方法，追寻的是一种精

神。只有在学习上不断淬火加钢，

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内在地而不

是浅表地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才

能祛除理论学习的“虚光”、廓清思

想观念的“迷雾”，不断提升政治敏

感程度、思维视野广度、思想境界

高度。

马克思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不

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是人民

军队开拓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

广大官兵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

“粮食”“武器”“方向盘”，认真

研读原著，逐字逐句地领会其精

神。特别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领会贯穿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学

习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进一步打牢

理 想 信 念 根 基 ， 增 强 “ 四 个 自

信”，切实在深化上下功夫，在落

实上见成效。

（作者单位：烟台警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