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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政工新视线·聚焦飞行大队教导员

初夏，东北某机场，一架架战鹰呼啸升空。与往日
不同的是，坐在飞行教官后舱的并非空军飞行学员，而
是飞行大队的“准教导员”。

目前，空军飞行大队教导员队伍中，有飞行经历的只
占很少一部分。缺少对飞行的直观体验，有时会制约教导

员对飞行人员职业特点和心理变化的精准把握，对充分发
挥政治工作把关定向、服务打赢的作用带来一定影响。

为及时补上这一课，空军航空大学组织了拟任飞行
大队教导员培训班体验飞行。57名参训学员被推到一
线参训组训，他们分成 6批以后舱飞行员的身份轮流升

空一小时，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飞行速度，也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观察视角。这种从飞行见证者到飞行亲历者
的独特经历，为即将担任飞行大队教导员的政治工作者
们带来什么收获，又给身处一线的飞行大队教导员们带
来怎样的思考与启迪？

“先做一组半滚倒转接斤斗，再接

急上升转弯。”教官话音刚落，便是一阵

天旋地转。感觉一块巨石压到我的背

上，将我不断地压向舱底，呼吸也变得

十分困难，窒息感一波接着一波向我涌

来。

不知道是哪个动作，教官向左压杆

压得很深，驾驶杆直接打到了我的腿

上，我本能地想挪动一下左腿，但发现

自己根本动弹不得。

我试着抬起头向上看，天蓝色和土

黄色在眼前交替出现。我努力想弄清

楚自己在经历着什么，想知道自己到底

是头朝上还是头朝下……说实话，弄明

白这些问题非常困难。

当时，我唯一清楚的是，我在体验

飞行。现在，当我心平气和地回忆起那

时的场景，还要尽量抹掉胃液从嘴里流

出时的感觉。但有些感觉，一旦你体验

了就忘不掉。

那一天，我们57名学员分成6批升

空，每批有9-10人。我是第3批跨进座

舱体验飞行的。

顶着正午的太阳，我钻进初教-6

后舱。飞机座舱不算宽敞，各种很有年

代感的仪表、电门、手柄，在不足一臂的

距离内把人从三面包裹起来。我把双

手搭在仪表板上檐，叉开双腿，生怕碰

到其中任何一个仪表而影响这次飞行。

坐在前舱的教官操纵飞机，从滑跑

到离地，也就七八秒的工夫，再经过几

次爬升、平飞、转弯，大约12分钟后，到

达了指定空域。

“现在我把飞机交给你，你来自己

操作。”头盔耳机的隔音很好，轰隆隆的

马达声并没有妨碍到教官的指令，“首

先做一个向左30°盘旋。”

我长舒一口气，紧紧盯住地平仪，

按照之前在模拟机上练习的那样，左手

扶在油门上保持不动，右手轻轻握住驾

驶杆柔和地压向左边、略微蹬点左舵、

修正好高度……飞机开始倾斜，身体也

随之坠向左边，肩膀和后背上仿佛多了

一些重量。

当地平仪坡度即将指向 30时，我

柔和地把杆回到中立，并不停地进行微

小的前推后拉来保持高度。此时，我的

眼睛在地平仪和航向表之间游走。虽

然想起那句话：“LookOut（向外看），

因为敌人在座舱外”，但我真的做不到。

很快，飞机在空中画出近乎完整的

圆，我立即改平飞机，30°盘旋算是完

成了。按照同样的方法，我又进行了

45°和 60°盘旋，动作上不免有些笨

拙，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

真正的挑战来了！接下来10个特

技由教官来操纵，其中有些是战术动

作，过载瞬时会到5个G。“如果你身体

状况良好，我们就连着做，一旦想吐没

办法张嘴，你就轻晃驾驶杆，我会马上

停止动作。”教官嘱咐道，“先做一组半

滚倒转接斤斗，再接急上升转弯。”

话音刚完，离心力就将我正常的思

考能力抛出去了。2分钟左右，一切又

恢复了正常，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大石

头没有了，呼吸也能进行了，胃却开始

翻江倒海，嘴里已渗出了酸水。趁着还

能说话，我赶紧向前舱通报：“有反应

了！”

等到状态好了一些，教官又间歇地

做了后续几个动作，其中包括快速摆脱

敌机咬尾的空战战术动作，以及被称为

“死亡陷阱”的失速尾旋。虽然很不舒

服，但我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想，初教机5个G就把我折腾得

不成样子，而先进战机进行大过载机动

是家常便饭，飞行员又是如何保持清醒

的呢？如果再置于瞬息万变的实战环

境下呢？

做完最后一个动作，用力抓着仪表

板边缘的手终于可以放松下来，那种酸

疼的感觉好像一下子冒出来似的，大把

大把的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挂满脸颊、

湿透衣服……

我想，如果没有这次体验飞行，我

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飞行员在天上到

底要面对什么。

想当一名优秀的教导员，只贴上去

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融进去，换位

思考、将心比心。

飞机在滑回停机坪后关掉了轰鸣

的发动机，耳边突然清净下来反而有

些不适应。在走出座舱的那一刻，腰

酸得厉害。上前迎接我的学员们热烈

鼓掌：“好样的！”我说：“掌声应该送给

飞行员！”

一名“准教导员”的飞行初体验
■空军航空大学拟任飞行大队教导员培训班学员 马彦军

副教导员张亚莉注意到了这则新
闻，闯入脑海的，是加速和失速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第一次坐过山车，混
杂着兴奋、刺激与焦灼。也许，新闻中的
空军航空大学拟任飞行大队教导员培训
班体验飞行的学员们，感受也是如此，她
想。

事实上，不管有没有体验过飞行，现
任或拟任的飞行大队教导员们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谈到“飞行速度”，
以及这速度带来的时空疏离感和内心深
处那几分焦灼感。

这焦灼感从何而来？如果你静心聆
听，你就能从战机加速起飞的呼啸声中，
听到“速度”的画外音：近几年，空军飞行
员生源层次和录取质量大幅提高；
歼-20、运-20、歼-16等新型战机相继列
装部队；“金飞镖”“金头盔”等实战化训
练“含战量”逐年递增；新一代军事训练
法规和大纲，加速着空军训练模式的转
变……

空军的发展在加速。发挥服务保证
作用的政治工作如何跟得上这日益加快的
“飞行速度”？今天，这张时代考卷现实地
摆在了飞行大队教导员面前，并加速撞击
思维深处，逼着人思考、创新、实践、作答。

体会不到飞行中的

强大“推背感”，就参不透

现实中的本领“恐慌感”

战机加速，推背感从后舱深蓝色座
椅传导而来，窗外的景物开始加速后
掠。这是空军航空大学拟任飞行大队教
导员培训班学员马彦军在体验飞行过程
中留下的深刻印象。

进与退，既相悖又统一。在工作实
践中，随着训练模式发生转变，很多飞行
大队教导员感受到了强大的推背感和
“不进则退”的能力恐慌感。

施行新法规后，空军航空兵部队训
练发生颠覆性变革，训练强度、难度、密
度大幅提高，飞行和准备飞行成为常态，
飞行大队开展教育时间进一步压减。一
名只会按照“老套路”开展政治工作的教
导员，因地因时灵活搞教育的本领不强，
便会被飞行员“吐槽”。

这种尴尬，张亚莉也遇到过。上任
之初，她就给自己定下一年学好技术当
内行的宏愿。看航理书籍、学飞行理论、
参加飞参判读……一年过去，能看轨迹、
判飞参的她，有次参加飞行员技术研究
时，还是说了外行话。女飞行员直言快
语：“副教导员，你今天说的这话，有点像
一个从没开过快车的人，要指导赛车手
如何弯道超车。”

一名飞行大队教导员找空军“清华
班”毕业的飞行员谈心。又是铺垫，又是
迂回，可“开场白”还没说完，他就被这名
飞行员善意打断。“教导员，这我都知

道。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飞
行员深入浅出，析事明理，教育者反而
“被教育”。

思想把脉不精准、专业积淀不扎实、
语言表达不接地，满腔热情像是泼向一
堵无影无形又严严实实的墙，一种无力
感油然而生……这可能是时下不少飞行
大队教导员的现实困惑。

飞行大队教导员究竟该怎么当？政
治工作该怎么开展？

一名飞行员说：“政治干部是战斗
力的服务者，而不是飞行员的服务员。
这么说吧，像盐，少了寡淡无味，融了有
滋有味。”

这句话，越咂摸越有味道。

盐与食物最佳配比

方能造就美味，政治工作

与训练也有最佳融合点

该怎么加盐？除了咸淡把握好，分
量拿捏准，还要真正融入工作训练之中。

融，看似简单，其中却大有学问。
大项任务告一段落，飞行大队的飞

行员们要去疗养。坐在车上，很多人神
经还紧绷着。教导员吴天知道，他们这
是还没从任务中“跳出来”呢。

高铁站转车途中，吴天掏出手机，给
飞行员们拍了一段抖音小视频。发到朋
友圈，笑声很快荡漾开来。他们没意识
到，这十几秒，也是一个随机小教育。

飞行看天，教育抓变。5月 12日，眼
瞅着天上乌云飞，飞行计划取消。回到
宿舍，飞行大队教导员郭友江招呼几名
飞行员围拢在一起。就一件事，大家掏
出手机，刷刷热点新闻。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发布的《别
以为马克思过时了，他准确预言了我们
时代的病症》这个帖子，撩起了飞行员们
的兴趣，甚至一个平时少言寡语的飞行
员，也成了活跃分子。

短短十几分钟，一堂微型教育课就
结束了。畅聊结束后，很多飞行员还意
犹未尽：“这样搞教育确实新鲜有趣！”

食物与盐最佳融合，才能更好地唤
醒人的味蕾。同样，政治工作与训练工
作找准恰到好处的那个融合点，才能取
得最佳效果。

在教导员吴天看来，微信群、朋友圈
等新兴社交媒体，是做好新时代思想政
治教育的增长点。他随时转发军事新媒
体推送的文章，下载抖音平台上人民网、
共青团中央制作的正能量短视频，并自
导自演教育视频，实现了“三五分钟听一
课、三五步里受教育”。

对飞行大队教导员郭友江而言，随
着训练模式的转变，传统的政治工作开
展到机翼下，必须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

5月上旬，旅里组织加受油课目训
练，大队很多飞行员都是连续实施、密集
起飞。他和航医把摸底把关和思想鼓动
做到机棚里，融入讲评中，实现了与训练
的有效融合。

融入工作和训练是目的，融入思想
和情感是前提。张亚莉记得，刚到飞行
大队面对几个女战斗机飞行员时，常为
融入不了飞行员的“朋友圈”而苦恼。一
个偶然机会，她投下的一粒“盐”，发生了
奇妙的变化。

那天夜航，繁星满天。凌晨一点，女
飞行员梁潇归航。一下飞机，她就拉着
张亚莉的手说：“今天我看到了流星！”张
亚莉没有像以前那样简单嘘寒问暖：“真
的？那你对着流星许愿了吗？”梁潇愣了
一下，转而笑出了声：“哪顾得上许愿

啊！如果能补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的
编队飞得更稳一些！”

那晚，梁潇望着夜空的眼神格外动
人，张亚莉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当晚
退场后她赶紧伏案，为梁潇写下了一首
小诗《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是给我写的吗？这是第一次有

人给我写诗！”收到诗后，梁潇看了又看，
把它郑重地夹在笔记本的扉页。

那一刹那，张亚莉感到，一堵无形的
墙拆除了。

不能像教练员那样

指导赛车手超车，但可以

当好思想的领航员

“政治结合技术”是空军政治工作的
好经验好传统，也是飞行大队教导员的
工作发力点。在空军这个高技术军种，
不懂技术，就意味着少了话语权。

张亚莉“没有开过快车却要指导赛车
手”被善意提醒后，她反思良久：新型战机
技术迭代速度加快、武器加载增多、技术研
究加深，掌握这些技术对飞行员来说尚需
五六年时间。对于从未从事过飞行相关专
业的教导员来说，在短期能研深悟透，能够
与飞行员进行技术对话，实在难上加难。

经受这次挫折，使张亚莉认识到，教
导员的教，不是教技术，而应当是教方
法、导方向。如果身处飞行一线的政治
工作干部，不能“教”胜战之道，“导”思想
之先，就失去了价值所在。

换句话说，教导员尽管不能教“赛车
手”开车，但要会给“赛车手”当导航。这
就要求教导员学技术既要融进去，又要
跳出来，避免就技术论技术，而是通过理

性思考、深入探寻，摸到其规律和机理。
规律是由事到理的跃升，也是由理

到事的指导。抗美援朝期间，空军广大
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一起集思广益，在
空战中取得辉煌战果，便是最好例证。

知古鉴今，空军已连续 3年开展“实
战化训练规律大家谈”活动，广大飞行大
队教导员探索实战化训练规律和政治工
作运行机理，总结出很多“金点子”。

作为规律的探索者和受益者，张亚
莉除了继续学习新技术，了解新知识，还
养成学习飞行哲学、从规律层面为飞行
员写训练点评的习惯。

翻开飞行员的训练笔记本，常常能
看到张亚莉的手写评语。对飞行员张瑜
把找到“不知道”作为每次训练的小目
标，她点评道：“知道自己不知道，才是知
道的基础。”

知规律，奠胜局。5月份，研究确定
参加空军“红剑-2018”演习飞行员人选
时，飞行大队教导员王辉和大队长商量，
特意派出了一名没有大项任务经验的年
轻飞行员。

为什么不派精兵强将上场？很多人
不解。王辉却心里有数，凭着对机组资
源管理规律的理解，他认为，弱强搭配、
性格互补更能形成战斗力。

果不其然。演习开始，王辉所在飞
行大队第一个取得战果，这名飞行员表
现不俗。

在座舱中看空天的

视角不同，在地上与飞行

员沟通的方式亦不同

这个例子，教导员吴天觉得蛮好，但

又拿捏不准该不该对记者说。
前不久，大队正备战某大项任务。

曾参加过空军专题节目录制的一名文艺
明星专门录制了一条小视频，给飞行员
战友加油鼓劲。

那段时间，针对任务的大强度专攻
精练，令飞行员感到枯燥、紧绷。没想
到，这样一段小视频，一下子让飞行员切
换了心情。久违的笑容，再次挂在他们
脸上。

在吴天看来，政治工作作为战斗力
的一部分，也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行
不行，就要看是否跟上了训练模式转变，
同向而行，一起发力，从而提高战斗力贡
献率。

正如这则十几秒的视频，没说具体
任务性质，没有泄密之忧，却点燃了飞行
员训练热情，而且显著提升了士气。

观念一打开，视野一开阔，就会“看
见”。很多飞行大队教导员认为，政治工
作也必须添上网络的翅膀，打破时空的
间隔。

教导员郭友江所在飞行大队常分
片组训，飞行员分散在天南地北。他利
用旅战训综合信息系统及时汇总信息、
交流情况，实现了“兵撒千里、工作在
线”。

某飞行大队教导员赵瑞看见，体
系作战成为未来主要作战样式的当
下，政治工作同样不能各自为战。在
空军“红剑-2018”演习中，他不仅发动
所有人一起做思想工作，还在编发的
《战斗小报》上，特意给蓝军其他部队
留出了一个版块。

在空军“红剑-2018”演习中，导演
组把政治工作纳入评分范畴。从定性
到定量、从粗放到精细、从外围到融
入，通过评估规则不难看到，飞行大队
教导员们被推上了一个更高的考场。

第一次体验飞行的经历，给空军航
空大学拟任飞行大队教导员培训班的学
员们提供了一种更快捷的“打开方式”。
为进一步提升岗位任职能力，空军航空
大学还组织他们到飞行训练一线代职锻
炼。
“不上飞机、不飞上天，你就不知道

飞行员在天上是什么状态。”来自航空
兵某旅的学员苏万龙告诉记者，这些经
历为以后工作中更好地履行定向、纠
偏、鼓劲、督战职责积累了极为珍贵的
一手资料。

视界不同，“看见”不易，但最关键
的，是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正如这次体
验飞行的“准教导员”马彦军所说，在座
舱不能光顾着看仪表，向外看，才能看到
空天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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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治工作如何跟上“飞行速度”
■本报记者 高立英

6月16日，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旅组织节日战备拉动。正在值班

的飞行大队教导员杜俊超按流程进

行细致检查后，目送飞行员沈浩登上

战机。

陈庆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