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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月15日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恐怖
袭击事件致电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向无
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及遇

难者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

同敌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对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

责。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基斯坦人民站在
一起，坚定支持巴基斯坦为打击恐怖主
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所
作的努力。

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致慰问电

北海舰队航空兵某舰载直升机团是
我军第一支舰载直升机部队，先后 60多
次飞出国门，30余次参加中外海上联合
军演，15次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航
迹遍布七大洲四大洋，飞行一大队被授
予“海空先锋大队”荣誉称号。

何为先锋？7月中旬，该团政委于
海波自豪地对记者说：我军舰载直升机
部队历史上的“首次”，多半出自我团，这
就是先锋！

南极科考建站，面对被称为飞行禁
区的“白色死亡线”，他们立下“禁区不闯
永远是禁区，豁上命也要飞”的铮铮誓
言，凭过硬素质组织飞行 104架次，吊运
物资 39吨，运载人员 1050人次，为完成
任务作出卓越贡献。

舰载直升机夜间行进间着舰，让许
多外军优秀飞行员付出血的代价。该团
飞行员曾向外军机长请教，却被告之“只
有上帝知道”。他们憋足劲，仅用约 1年
时间，一机未损就解决了 30多个飞行技
术难题，成功完成突破。

永当先锋，是该团官兵的精神追
求。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从最初只
扮演“快递员”和“救护车”角色，到现在

已发展为可执行反潜、反舰、战斗输送
和战场救护等多种任务，次次出征、次
次凯旋。
“海空先锋”的招牌为什么历久弥新、

越来越亮？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足以拉
直这个问号：该团参加军事考核，团长崔
敖主动向考官请求把情况设置得再复杂
些。近年来，他们自觉践行“敢为人先、
敢闯禁区”的海空先锋精神，主动增加
高难度课目训练比重，演练复杂战法，
飞到大纲上限，飞到装备极限，不断取
得新突破。

亚丁湾护航中，该团程文刚机组深
入索马里境内，接护被劫持的我国台湾
籍“旭富一号”船员。面对松软沙滩和随
时可能遭遇海盗伏击的危险境地，他们
果断利用海水涨退间隙，采取半米悬停、
右轮软接地等方式，连续飞行 6个架次，

安全救援26名船员。
远海大洋上，一架待命的直升机

突然发生发动机故障，该团任务分队
连续奋战 50 多个小时，拆装机件近百
个，固定安装点近 300 个，最终一次试
飞成功，首次实现直升机在远海更换
发动机。

一次中外联演，海区能见度小、海况
差、风速大，在按常规不能起降的情况
下，外军选择放弃，该团李继辉机组却成
功起飞，赢得国际同行点赞。

前不久，该团迎来一次“极限挑战”：
多个网络直播平台对他们的训练实况进
行现场直播。他们在地面上放置一个边
长仅为 40厘米的三脚架，直升机放下一
根带钩子的软索，不到1分钟就把三脚架
稳稳钩住吊起，众多网友纷纷点赞：“气流
那么大，居然这么准！”

北海舰队航空兵某舰载直升机团传承“海空先锋”光荣传统—

征途如虹 纵横四海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刚 通讯员 张振华 孙 飞

本报讯 车东伟报道：“这一轮考核
下来，我的成绩比平时慢了一分多钟，今
后我要严格对标新大纲训练。”近日，第
72 集团军某工化旅野外驻训比武考核
现场，刚完成“构筑单兵掩体”课目考核
的上士杨令感慨道：考核标准更严格、内
容更贴近实战。
“新大纲颁发以来，我们严格对标，

区分考核课目，制订考核办法，规范考
核流程。”该旅旅长陈培云介绍说，由于

工化部队装备固定、专业集中，个别官
兵掌握所学专业技能后，容易萌生“吃
老本”的念头，导致训练水平原地踏
步。为更好纠治演训场上的和平积弊，
该旅成立训练监察组，及时纠治不符合
战术要求的动作、不符合实战环境的设
置；对考风不实的单位和个人，一经发
现当即问责，并记入训练档案，与评功
评奖挂钩。今年以来，该旅已问责 5个
单位和 17名个人。

问责一个，警策一片。该旅桥梁二
连班长罗聪说，以往某个课目考核，有的
官兵喜欢走捷径，如今，20多个绳结“一
个都不能少”，一招一式都必须符合新大
纲的标准要求。

训练向实战聚焦，催生官兵练兵紧
迫感。前不久，该旅依托野外驻训的天
然环境，组织工化兵种协同训练考核，官
兵训风考风严肃端正，有效检验了部队
在陌生地域的实战能力。

第72集团军某工化旅对标新大纲纠治和平积弊

一 招 一 式 严 抠 训 风 考 风

本报讯 陈星佐、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云低雾浓，海浪滔天。7月上旬，第
79 集团军某陆航旅一场低空突防演练
在某陌生海域悄然展开，隐蔽突袭、俯冲
跃升、横滚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轮番上
演。面对飞行高风险、装备超负荷、身心
超极限的严峻考验，官兵为何敢于迎难
而上、挑战极限？“思想上紧绷打仗弦，演
训场才敢拼刺刀！”走下“战鹰”，飞行员
刘旭阳道出缘由。

拧紧备战打仗思想发条，是该集团
军开展主题教育的发力点和突破口。他
们筹划设计“一轮专题学习、一组形势宣
讲、一场事迹报告、一份问题清单、一项
实践活动、一套长效机制”系列活动，所
有内容均直击和平积弊、直指使命担当，

持续激发官兵练兵热情，推动备战打仗
走深走实。

连日来，从渤海之滨到塞外草原，该
集团军各个野外训练场上，各级深入开
展“学战史、知战场、研战法、熟战位、强
战力”系列实践活动，让官兵走上前台，
讲述本单位荣誉称号的由来及英雄模范
的战斗故事，在回顾经典战例和光荣传
统中增强荣誉感、自豪感。
“面对超极限考验，不怕牺牲的战斗

精神始终是能打胜仗的重要保证……”7
月初，该集团军先进事迹报告会上，5名
官兵深情讲述他们突破极限考验，最终
圆满完成任务的亲身经历，在官兵心中
激起阵阵波澜。下士舒宝动情地谈到：
“训练无止境，探索无禁区。作为一名坦

克驾驶员，我也要像这些战友一样勇于
挑战极限，不断追求卓越！”

教育润物无声，训练龙腾虎跃。主
题教育展开以来，该集团军大力开展群
众性练兵比武，官兵训练热情愈发高涨：
辽西走廊，来自不同单位的百余名侦察
情报专业官兵围绕 36个训练课目展开
激烈角逐，刷新 18项比武纪录；科尔沁
草原，多支劲旅鏖战沙场，多项战法训法
得到检验和完善。

第79集团军开展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助推练兵备战

教育润物无声 训练龙腾虎跃

本报讯 颜士强、特约通讯员刘
永报道：前不久，新疆军区某红军师
连长钱利民喜事临门：因带领连队在
上级组织的军事考核中取得优异成
绩、连续 5次在官兵评议中排名靠前，
他被提拔为团通信股长。钱利民感慨
地说，师里开展常态化评议干部活
动，提振了我敢担当有作为的精气神。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发挥

干部考核评价激励鞭策作用，调动
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离不开广大官兵的
参与。”该师领导告诉笔者，他们调
查发现，随着改革调整不断深化，
个别干部考虑个人利益较多、考虑
工作不够，有的甚至不作为、混日

子。为此，该师党委研究决定，改
进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组织官
兵对干部进行常态化评议。

该师党委出台相关文件，要求所
属各党支部结合工作实际，每月组织
官兵围绕训练情况、工作成绩、精神
状态、生活作风等方面，对每名干部
进行评议打分。评议结果在张榜公布
接受官兵监督的同时，录入干部综合
考核评价数据库。他们还明确规定：
官兵评议中连续排名靠前者，在立功
受奖、晋职晋级时优先考虑；评议打
分连续 3次不合格者，需向党组织书
面说明情况，上报整改措施。对落实
整改措施不力、无明显进步的，责令
当兵锻炼。据了解，截至目前，已有

10多名在官兵评议中排名前列的干部
被提拔重用，多名整改不力的营连主
官和机关干部被责令离岗当兵锻炼。

常态化评议的实施，起到了奖励
先进、鞭策后进、鼓舞干劲的作用，
激发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紧迫感。
某团机关干部赵智伟曾因军事考核成
绩不佳、平时工作主动意识弱，在官
兵评议中排名靠后。深受触动的他经
过不懈努力，不仅在军官分组作业半
年考核中跻身前列，参与制定的步兵
战车训练法也在全团推广。

广大干部敢担当有作为，有力促
进部队战斗力快速提升。6 月中旬，
该师在新疆军区组织的半年军事考核
中夺得第一名。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发挥干部考核评价激励鞭策作用

常态化评议激发干事创业紧迫感
编者按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对充分

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出明确要求。新疆军区某红军师结合部队实际，改进完善
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组织官兵对干部进行常态化评议，有效激发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热情。

近日，持续强降雨导致嘉陵江水

位猛涨。7月15日凌晨，武警四川总队

广安支队出动官兵火速奔赴武胜县

中心镇，紧急加固防洪堤。解梁梁摄
7月14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濒海训练，重点研练海上突击、抢滩登陆等

课目，锤炼官兵濒海作战技能。图为抢滩登陆战术训练。 刘志勇摄

为了不影响单位形象，提早安排

好各个环节；为了防止“掉链子”，前一

天晚上把背囊打好……少数单位存在

的这些战备拉动提前准备的做法，偏

离了备战打仗的初衷，也是一种和平

积弊，必须清除。

战备拉动要达到备战目标，贵在实

打实，最忌走过场。那种“怕出丑”、提

前进行准备的战备拉动，看似反应迅

速、行动有序、应对得法，实则脱离实

战，不符合战斗力标准。长此以往，就

会导致官兵紧张不起来，实战意识淡

薄，难以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

战备拉动来不得半点虚假。平时

靠预先准备不出丑，战时未必能不出

丑；平时不真拉实练，战时就难以高效

应对。提升训练实效，必须利用好每

一次战备拉动机会，把每一次战备拉

动都当作实战。战备拉动组织者也必

须严守秘密，严格按照真难严实的标

准，锤炼官兵在各种复杂情况下的应

急能力。如此，才能保证一旦有事，部

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战备拉动
不能提前准备

■陈晓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