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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徐勇
报道：近日，军委后勤保障部会同军委国
防动员部在去年 1个省征兵被装精确供
应保障模式改革试点的基础上，继续探
索不同类型征兵被装精确供应保障新模
式，今年选取 10个不同类型省（市、区）
扩大试点。
“改进后的征兵被装精确供应保障

模式，依托信息系统快速传递数据，实
现了征兵被装供应保障从依靠经验概
略式发放，向依托数据精准式发放的转
变，征兵被装适体率大幅提高，得到新
兵、家属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军委后勤
保障部军需能源局领导介绍，他们坚持
整体设计、集约高效，积极稳妥、试点先
行，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军地
成熟物流体系，走军民融合发展路子，
以信息流控制物资流，探索征兵被装精

确供应保障的措施办法和标准规范，为
全面推开征兵被装精确供应保障新模
式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为确保扩大试点工作顺利进行，他
们科学预置仓库物资，为承担保障任务
的后方仓库提前预置充足的被装物资，
确保储存的品种、号型、数量齐全，保障
供应；组织体检机构准确测量登记应征

人员身高、体重、头围、胸围、腰围和脚长
等 6项体型数据，录入征兵被装精确供
应保障系统，并实时上报和共享到后方
仓库；组织联勤保障部队所属军需仓库
根据省军区确定的征兵被装号型需求，
按计划通过地方物流或单位自取等方式
组织发送，人武部按新兵信息提前将个
人被装组织装袋，并按时发放。

据了解，此次试点工作还将探索一
整套规范高效的征兵被装精确供应保障
业务流程、配套完善的征兵被装精确供
应保障标准制度、安全可靠的征兵被装
精确供应保障信息系统和简明易学的征
兵被装精确供应保障使用教程。扩大试
点结束后，将认真总结经验，优化完善方
案，力争明年全面推广。

我军试点探索征兵被装精确供应保障新模式

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无怨无悔作

奉献。王继才32年守岛卫国，甘洒青

春献国防，表达了对祖国的大爱，彰显

了人生的境界。

祖国前哨开山岛，“石多泥土少，

台风时常扰；飞鸟不做窝，渔民不上

岛”，艰苦不言而喻。王继才接受守岛

任务后，一辈子以海岛为家、和孤独为

伴，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海防事业。

在他心中，家就是岛，岛就是国；爱我

所爱，无怨无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王继才时

刻感到一份责任、一种担当，“开山岛

虽小，但它是我们祖国的一个东门，我

必须天天早上让五星红旗在这里升

起”。王继才的幸福感，就在于他把苦

嚼出甜来。人生境界就是这样，在坚

守中改变环境，自己就会成为动人风

景；在付出中孕育力量，自己就会拥有

巨大能量。

选择了军营，就选择了与艰苦为

伴。边关苦，心系祖国不怕苦，“苦了

我一人，幸福十亿人”；训练累，练兵

备战不叫累，“平时多流汗，战时保家

园”；任务重，使命在胸不觉重，“挡住

风和雨，人民享太平”。对广大官兵

来说，有信念、有担当，什么样的苦都

能吃出甜味来，什么样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

坚守有坚守的美丽，奋斗有奋斗

的幸福。相反，那些喜欢喧闹、向

往安逸，不愿耐住寂寞、忍受清苦

的人，可能会获得一时的“甘甜”，

但不会拥有丰厚的人生、享受真正

的尊崇。王继才无怨无悔的一生告

诉我们：敢于到艰苦环境地区砥砺

筋骨，勇于到祖国需要的地方担当

大任，才能绽放青春梦想，书写人

生华章。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

捍卫守候，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祖国

山河一寸不能丢。”作为军人，自觉向

王继才学习，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

出，换取岁月静好、万家灯火，就是最

幸福、最甜美的事。

无怨无悔见境界
——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重要指示系列谈③

■李国平
本报讯 翟思宇、曹可轩报道：在有

着“蛟龙突击队”闪亮头衔的海军陆战队
某旅，“比武新兵打败老兵”如今不再是
新闻。7月中旬，该旅特战营每周一次
的“特战之星”比武竞赛成绩揭榜。列兵
聂国华超越素质过硬的中士尹龙，成为
营里新的“尖兵一号”。在该旅，许多像
聂国华一样的新兵，正在赶超他们的前
辈加速成长，脱颖而出。
“蛟龙突击队”新队员加速成长的奥

秘，藏在老队员欣慰的笑容里。看着自
己带的新兵荣登比武竞赛榜首，尹龙脸
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他不由想起了当
年帮带自己的师傅、该旅副参谋长姜吉
祥。这位曾为外军特种部队示范“徒手
垂直攀爬 15米高楼定点狙击”课目的老

兵，成名绝技正是由师傅姜吉祥等老队
员悉心传授。如今，看到自己的绝技已
被更多新队员掌握，尹龙语重心长地对
被聘为“士兵教员”的聂国华说：“接力棒
交给你了。”

交到列兵聂国华手中的“接力棒”，
是该旅一个重要的练兵传统：技能共
享。作为一支海上特种作战力量，“蛟龙
突击队”每一名队员都经过千挑万选、千
锤百炼。该旅领导说，近年来，部队担负
的战备训练任务日渐增多，必须缩短特
战队员培养周期，加快特战技能生成节
奏。为此，他们深入开展群众性练兵比
武活动，充分发挥演训经历丰富、军事素
质过硬官兵的“酵母”作用，使他们的特
战技能“辐射”全员。

特战技能团队共享，训练成果及时
固化，变单兵绝技为团队战斗力。在这
个旅，每季度由各连队遴选出官兵组成
“百人突击队”开展特战专业集训，“总教
练”由有国外留学、远洋护航、中外联演
等大项任务经历、特战技能特别突出的
官兵担任；集训结束后，突击队员嵌入到
各连队担任“兵教头”，将特战技能教授
给班排“士兵教员”；“士兵教员”与其他
官兵分享学到的特战技能。该旅特战营
营长支亚峰结合自身所学和演训经历，
在全旅培养了数批次濒海训练专业能
手。较去年相比，该旅官兵暗夜条件下
5000 米战术脚蹼泅渡训练的成绩大幅
提升。

作为最新一批遴选出来的“士兵教
员”，列兵聂国华感到肩头沉甸甸的。“我
是共享机制的受益者，我要像班长尹龙
那样，把自己的本领心得变成更多人的
拿手绝活儿。”聂国华说。

上图：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进行直

升机滑降训练。

关亚斐摄

海军陆战队某旅深入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

特战技能共享 训练成果固化
“蛟龙突击队”队员成长节奏明显加快

编者按 群众性练兵比武不是“精英赛”，而是“全员赛”。这场“全员
赛”不再仅仅是选拔尖子、培养种子选手，而是让选拔出来的尖子带出更多
尖子、种子选手成规模复制。海军陆战队某旅让单兵特战技能团队共享的
做法，是群众性练兵比武掀起的一场场“全员赛”的生动写照。今天，“共
享”正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活力。相信，天然带有“共享”基因的
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必将带来部队战斗力的大跃升、大释放。

本报泉州8月9日电 闫培、尚文

斌报道：“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登
陆赛接力赛排名 9日揭晓，中国队获得
接力赛团体第一名。综合海上登陆赛 3
个阶段比赛成绩、排名与积分情况，中国
参赛队获得海上登陆赛团体第一，俄罗

斯、委内瑞拉参赛队分获团体第二和第
三。至此，“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
登陆赛完成全部项目比赛。

接力赛是“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
上登陆赛的重头戏。中国、俄罗斯、伊
朗、委内瑞拉、苏丹 5个国家共 13个车组

参赛。整个接力赛赛程总长约 8公里，
其中 1公里为水上赛段，每个参赛队派
出 1个陆战排 3个车组，每个车组由车
长、驾驶员、炮长各 1人组成，驾驶中方
提供的 05式两栖装甲步兵战车完成障
碍地段驾驶、水上驾驶、车载火炮和机枪

射击等竞赛内容，每个车组完成一个赛
程，接力完成三圈，用时最少者获胜。

按照抽签顺序，中俄两国参赛队率
先出场。“出发！”比赛裁判长陈卫东一声
令下，中俄两国参赛车组飞驰而去，冲向
第一障碍点展开实弹射击。不料，中国
参赛队战车突发故障，被俄罗斯队赶
超。在首发车组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
第2车组车长李乐康和队员密切协作，奋
起直追，将差距缩小，继而实现反超。中
国队第3车组不敢松懈，全力以赴精准完
成射击，顺利通过反坦克壕、模拟登陆
舰、崖壁、水上 S型限制路等 15个障碍，
将优势进一步扩大，率先抵达终点。

“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登陆赛结束
中国参赛队获团体第一名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面积仅有两
个足球场大的小岛上，一个定格于 58岁
的生命，在这里无悔燃烧，照亮了海天间
的哨所，也照亮了许多人的心。

王继才，一位普通的海防民兵，生前
受到习主席亲切接见，其先进事迹受到
习主席高度评价。

7月 27日，王继才执勤时突发疾病，
在他坚守 32年的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
上，永远闭上了眼睛。习主席近日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
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
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
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
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生前，王继才常说：“我要永远守在
开山岛，守到守不动为止！”他用生命，兑
现了这一朴实的诺言。

“我是民，也是兵，身为

民要守护家园，作为兵要

保卫祖国。我只是尽了

一个民兵的基本义务”

开山岛位于黄海前哨，距离最近的
陆地灌云县燕尾港 12海里，战略位置十
分重要。1939年，侵华日军就以这个小
岛为跳板侵占连云港。

开山岛曾由海防部队驻守，1985年
部队撤编后，设立开山岛民兵哨所。这
座小岛无电无淡水，不适宜人长期居住，
先后上岛的 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
守。1986 年 7月，时任县人武部政委找
到 26岁的基干民兵王继才，问他是否愿
意上岛守哨。

听清任务，王继才首先想起曾参加过
解放战争的舅舅对他说过的一番话：“你
们这代人一定要守住领土。如果国防需
要你出力，你得上！”于是，他一口答应下
来，瞒着家人上了岛。

王继才上岛 48天后，事先不知情的
妻子王仕花找上了岛。看到丈夫独自一
人守在连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她
心疼地劝他回去。

王继才说：“你回去吧，我决定留下！
你不守我不守，谁守？”他把妻子送下岛，
没想到 20多天后，王仕花辞去小学教师
的工作也上了岛。就这样，王继才夫妇开
始了“一座岛、两个人”的守岛生活。

开山岛素有“石多泥土少，台风时常
扰；飞鸟不做窝，渔民不上岛”之称。岛
上夏天格外湿热，没有电扇空调的日子，
他们就睡在房顶上吹海风；冬天冷风刺
骨，他们就住进防空洞里避风。天长日
久，俩人都患上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
湿疹，医生说，只有离岛才能根治。

遇上台风，船只停航，小岛就成了孤
岛。有一次大风一连刮了 17天，岛上的
粮食吃完了，只剩下半桶淡水，他们用背
包带拴在腰间，顶着狂风在礁石上捡海
螺充饥，就这样撑了 3天，才等到送给养
的船只上岛。

2000年后，“夫妻哨所”的故事逐渐
广为人知，开山岛成为省市县的国防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岛的参观见
学者总会问王继才为什么能坚守小岛这
么久？他常说：“我是民，也是兵，身为民
要守护家园，作为兵要保卫祖国。我只
是尽了一个民兵的基本义务。”

“我是子，也是父，子

要尽孝，父要尽责。但我

的家人都理解，忠是最大

的孝和责”

2015年 2月 11日，军民迎新春茶话
会在北京举行，习主席在茶话会前亲切
会见全国双拥模范代表。座谈时，王继
才就坐在习主席身边。

习主席亲切地询问王继才家人的情
况、开山岛的情况，还拍着王继才的肩膀
说：“守岛辛苦了，祝你们全家新年快
乐！”王继才语气铿锵：“请主席放心，我
一定把开山岛守好！”

从北京回到连云港，王继才向儿女
传达了习主席的祝福，又来到父母坟前，
汇报北京之行的荣光。

32年，王继才夫妇仅有两次离岛过

春节，一次是母亲 80岁大寿那年，一次
是儿子考上大学那年。其余的春节，他
们都是在岛上守着收音机和看不清画面
的电视机度过的。

守岛期间，王继才的父母先后病重
离世，他都没能守在身边。母亲生前常
对他说的那句话，让他一直既愧疚又感
动：“你为国家守岛，做的是大事，你不在
妈身边，妈不怨你。”

女儿王苏两岁时，王继才夫妻俩就
上了岛。因为平时疏于照顾，他曾向女
儿承诺，等她出嫁时，一定要回家为她办
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可当这一天到
来，王继才食言了，他默默地隔海握着女
儿的照片，把祝福埋在心里。

2009年，王继才被一家地方电视台
评为新闻人物，他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
是子，也是父，子要尽孝，父要尽责。但我
的家人都理解，忠是最大的孝和责。”

1987 年 7月，王仕花临产时正赶上
强台风来袭，无法下岛。情急之下，王继
才自己为妻子接生。当儿子发出第一声
啼哭时，他瘫坐在地上也哭了。他给儿
子取名“志国”，希望儿子和他一样，志在
报国。如今，王志国已成长为一名现役
军官，接过了保家卫国的钢枪。
（下转第三版）

上图：王继才生前在开山岛留影。

郭丁虎摄

开山岛上不灭的灯塔
—追记海防民兵王继才

■本报记者 贝 骁 中国国防报记者 单慧粉 蔡晓峰

本报西昌8月9日电 王玉磊、记者韩阜业报道：
风云四号A星交付使用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迅速建设
并投入使用风云四号地面接收系统，提高了对强对流等
天气的气象预报保障能力，确保了航天发射任务的圆满
成功。

据了解，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地处山区，
是全球十大发射场中局地气候条件最为复杂的发射场
之一，强对流天气、强降水是影响发射的主要气象因
素。中心高级工程师江晓华说：“特别是在雨季，为火箭
寻觅一个安全的发射‘窗口’，对气象保障人员是很大考
验和挑战。”

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 A星 2016
年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这个中心便开始对
风云四号地面接收系统进行选址，先后考察了四川、海
南两省的 14个预选点，经过比对通信、环境、运用等多
重因素，最后确定在西昌发射场建立风云四号地面接收
系统。

2018年 5月 8日，风云四号A星开始向包括我国在内
的亚太地区用户正式提供数据服务。两个多月后的7月
29日，距离火箭发射不足 6小时，西昌发射场降水明显，
雷声不断从远处传来。根据任务指挥部的要求，气象预
报员利用风云四号高分辨率云图资料，准确判断出对流
性云团将逐渐减弱，发射窗口可满足发射气象条件。

最终，火箭在预定窗口时间准时点火起飞，成功将
两颗北斗三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风云四号地面接收系统首次投入使用，就经受住了
实战的考验。”负责系统建设的工程师张滢说。

气象系统云图出图频率从以往每 1小时 1张提升到
每 5分钟 1张、云图探测分辨率由 1250米提高到 500米、
首次接收实时闪电数据资料……据介绍，风云四号地面
接收系统强大的功能和突出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对强对流等天气的保障能力，向全方位分
时分段精准精确预报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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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依靠经验概略式发放，向依托数据精准式发放转变
●在去年改革试点基础上，选取10个不同类型省（市、区）扩大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