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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易晓春、孙帅报
道：机械声轰鸣，一桥飞跨两岸，天堑变
通途。近日，第 75 集团军某旅桥梁连
中士张兴洪和战友们再度刷新训练纪
录。眼前的这些年轻战士，今年 8月刚
刚夺得“国际军事比赛-2018”架桥项
目冠军。该旅领导介绍说，他们总结 3
年来参加国际赛事的经验，改进日常训
练和考核方式，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如
今全旅涌现出一大批成绩优异的操作
能手。

3年前，该旅桥梁连首次组队参加
“国际军事比赛”，张兴洪和战友们反复
研练架桥装备，最终将某型桥梁装备的
架设速度提高到大纲标准的 3倍多，在
比赛中夺得第一名。回国后，他们并没
有就此满足，而是反复总结比赛经验，
纠正了以往训练中不符合实战要求的
一些问题，训练成绩进一步提升。后

来，他们又连续两年参加该项赛事，接
连刷新纪录并两次夺冠。
“走出国门，才更清楚地看到我

们以往的训练存在哪些不足。”当兵 7
年、曾 4 次出国参加国际联演联训的
桥梁连中士万信龙感慨地说。比赛

回国后，集团军和旅两级多次组织专
业骨干集训，让参赛选手走上讲台当
教练，分享近年来参加国际比赛的经
验；上级机关训练部门联合装备厂家
共同修订新的训练标准，并充分结合
新大纲以及参赛官兵的意见调整训

练计划；该旅党委一班人定期议训研
训，带头铆在训练一线与官兵交流训
练心得，帮助官兵不断提高训练水
平。如今，训练计划改进不到一年，
该旅桥梁专业的官兵训练成绩普遍
有较大幅度提升。

第75集团军某旅参加国际赛事连续3年夺冠

国际比赛经验融入训练发挥辐射效应

这是一个共享的时代，共享往往带

来共同进步。第75集团军某旅将参加

国际比赛连续 3年夺冠的经验融入训

练，转化为训练场上广大官兵的共同财

富，并发挥出辐射放大效应，助推官兵

训练水平普遍提升。他们的成功做法

充分证明：共享意味着共赢。

一燕不成夏，独木难成林。近年

来，我军部队频繁走出国门参加各种

国际军事比赛，并斩获许多赛事奖

牌。但比赛夺冠不是最终目的，战场

制胜才是军人的根本使命；赛场经验

不应成为孤芳自赏的“独门秘笈”，而

应转化为提升部队整体战斗力的“共

享宝典”。训练场呼唤“共享思维”，

赛场经验只有通过交流和传承，才能

转化和升级为实战招数，才能让官兵

由赛场夺魁走向战场打赢。

训练场呼唤“共享思维”
■严德勇

“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在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出现险情的紧要

关头，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为保护国

家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

如一首歌中所唱，“我把光辉融进祖国

的星座”，英勇献身的他们，将化作祖

国星座中“最亮的星”，闪耀恒久璀璨

的光芒。

精神有了归属，人生就会闪光。

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不顾个人安危、

冲向风暴中心，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

“交付给了国家”，把个人价值寄托在

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之中。近年来，

从黄大年到南仁东，从王泽山到钟

扬，再到王继才……正因有一大批为

国家贡献自己“星光”的奋斗者，我们

才能在诸多领域取得突破、创造奇

迹，不断抵近伟大的中国梦。事实证

明，每个人创造的财富、留存的精神，

都是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

要素。当每个人把光辉融进祖国的

星座，祖国的星座就会群星闪耀、光

彩夺目。

人民军队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

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代代革

命军人许党报国、赤诚爱国、精忠报国，

树立起一座座爱国奉献的不朽丰碑。

可以说，人民军队的地位是在捍卫国家

利益中确立的，人民子弟兵的形象是在

爱国奉献中展现的。作为新时代革命

军人，只有学习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的

爱国奉献精神，视祖国需要为最高追

求、视为国出力为最大担当，将个人奉

献融入时代洪流，才能让生命的意义超

越小我，使人生的价值得到升华。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

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对广大官兵而

言，不论所居何职、所守何岗，都有为

祖国发光发亮的职责义务。而你为祖

国的星座贡献了多少光辉，答案就在

你的实际行动之中。每名官兵都应把

爱国之情、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统一

起来，从而“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延

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作者单位：武警天津总队政治工

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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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乔飞、宋子洵报道：前不
久，第 79集团军某旅阶段性工作总结大
会上，指挥保障连因进步明显受到表
扬。该连指导员黄书博感慨道，旅党委
常态化抓建基层，着力提升基层自建能
力，是他们取得进步的关键。

该旅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日常工作
的重点，常态化选派帮建小组到基层蹲
点指导。然而，今年上半年的一次机关
基层双向讲评会上，有的官兵却提出，虽
然帮建小组常下基层，但成效并不明显，
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了“小组一来很快见
效，小组一走回归原貌”的现象。

“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机关帮
建要帮到根子上，多做打基础的事，少做
争彩头的事，扎扎实实建强建好基层。”
该旅党委一班人认真分析认为，问题的
根子在于机关帮建指导思路不清，导致
基层依赖思想严重，自建能力不强。

为此，他们将帮建小组的工作方式
确定为送方法送路子，通过一对一指
导，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建设标准，着力
增强基层“造血”能力；在选派蹲点干部
时，注重发挥有基层任职经历干部的作
用，帮助查找实际问题，促进基层建设
全面发展；在蹲点评价机制上，侧重看

查找的问题是否有助于提升基层自建
能力。

思路一新天地宽。该旅一方面通过
定期组织培训，提高基层干部能力素质，
解决个别干部“摸不着门、踩不到点，想
干不会干、有劲使不上”的问题；另一方
面放权于基层，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以党委支部自建能力的提高，带动单位
建设全面进步。

机关常态帮带，基层强筋健骨。步
入先进行列后，指挥保障连继续对照基
层建设纲要找不足、补短板，连队建设水
平节节攀升。

第79集团军某旅科学指导基层助推全面建设

帮建小组蹲点指导成为常态

本报讯 特约记者吴继宏报道：“突
刺，刺！杀……”近日，陆军装甲兵学院
首届军事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上“杀”声震
天，近 300 名学员组成刺杀操方阵进行
演练，一招一式尽显铁甲新锐风采。

开展刺杀训练是该院加强光荣传
统教育和战斗精神培育的一个重要举
措。年初以来，该院着眼继承革命传
统、培塑血性军魂，在学员中广泛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争当铁甲尖兵”系列

文化活动，把敢于刺刀见红的战斗精
神融入每名学员的血脉，延伸到学习、
训练和生活中。

记者翻开运动会秩序册看到，武装
越野、炮弹装填、轻武器分解结合、救护
组合接力等军事基础课目被列为竞赛项
目。这些项目突出实战要求、胜战指向、
团队协作，战味十足。

血性点燃，敢打敢拼，一大批“尚武
精兵”脱颖而出：游泳健将董明瞻一举

打破 3项游泳项目学院纪录，包揽游泳
冠军；王兴辉百米短跑打破学院纪录，
夺得冠军。

据了解，近年来，该院着眼强健学员
体魄、凝聚军心士气、激励战斗精神，把
尚武文化融入体育文化，让学员们在比
拼中锤炼血性虎气，砥砺打赢本领。许
多学员感言，运动会既检验了自身的军
事素质，又培养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坚
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陆军装甲兵学院把尚武文化融入体育文化

军事基础课目走进运动会

本报讯 周斌、胡亚军报道：“瞄
准！击发！”伴随着“导弹”出筒的呼啸
声，一架“敌机”应声坠落。但这并不是
真实的演习场景，而是近日新疆军区某
部组织的一场虚拟演习。

今年以来，该部积极引进前沿科技
产品，将虚拟辅助设备作为训练“助推
器”，有效提升了训练质效。走进虚拟演
兵室，官兵只要戴上VR眼镜，就仿佛置
身硝烟弥漫的“战场”，感受“枪林弹雨”
般的实战场面。
“与传统训练方式相比，借助新颖的

虚拟设备辅助训练，不仅节约了训练资
源，还激发了练兵热情。”经过一段时间
实践，该部某营营长张洪健对这套训练
设备赞赏有加。

新技术衍生新理念。笔者了解到，
该部突破传统训练思维束缚，在战备训
练、后勤保障等方面采用信息化、数字化
手段，助推演训层次升级。同时，他们还
尝试引入智能网络平台、无人机拍摄等
技术，实现各训练点位的音视频实时连
接、作战数据共享，并在重点哨位监控、

设备定位检修等方面实现全时段、全要
素管控。

在该部指挥信息系统电子屏上，侦察
兵前出设伏、电子对抗信号压制、野战工
程作业……各分队快速机动、灵活处置的
实时画面一览无余，训练考评组通过信息
系统精准评判，现场点评打分。

信息化助力实战化。据悉，该部通
过搭建网上平台、研发智能扫描系统，运
用信息手段创新保障方式，提高数字化
保障能力，并将数字化营区建设纳入总
体发展规划。目前，他们正按照“抓人才
培养、搭信息平台、补能力短板”的思路，
积极开展技术骨干培训、装备性能采集、
作战数据分析等工作，进一步规范练兵
备战秩序，推动新技术新资源发挥更大
效益。

新疆军区某部积极引进前沿科技产品

虚拟辅助设备助力训练质效提升

本报讯 谭志、特约记者周锐报
道：“忠云，前几天母亲病重，你忙着训
练，幸好有你们部队的‘军属联系点’，
帮我们联系了医院，现在母亲病情已
经稳定。”近日，正在高原驻训的第 77
集团军某旅上士杨忠云收到妻子发来
的短信，一直悬在他心头的石头终于
落了地。该旅人力资源科科长陈富贵
介绍，野外驻训以来，该旅“军属联系
点”已先后帮助 13 名官兵解决了家庭
实际困难。

野外驻训过程中，训练任务重，部分

官兵遇到亲人病重等困难时难以抽身，
无法陪伴家人的苦恼不同程度地影响着
官兵的训练和生活。今年筹备野外驻训
工作时，该旅党委将如何解决官兵后顾
之忧摆上议事日程，决定在营区设立“军
属联系点”，同时开通军属服务热线，建
立“强军后盾”微信群，针对官兵家庭涉
法、重病救治、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帮
助军属提供解决方案。

该旅工化连四级军士长韩军的家
属在购房过程中与房地产开发商发生
纠纷，找到“军属联系点”寻求法律援

助。该旅留守值班的副旅长汪松阳一
边耐心地为韩军家属提供法律咨询，一
边帮她快速申请法律援助，不到一周时
间便在军地有关部门帮助下妥善解决
纠纷。

组织关怀暖兵心。在大漠戈壁执行
演训任务的韩军得知消息后感慨道：“组
织为我们想得如此周到，我们更要全身
心投入练兵备战，才能不辜负组织的关
心和厚爱。”前不久，在该旅组织的夜暗
条件下构工伪装竞赛中，韩军带领所在
班夺得全营第一名的好成绩。

第77集团军某旅解决野外驻训官兵后顾之忧

“军属联系点”跟进解难暖兵心

金秋时节，中部战区空军航空

兵某旅多批次战机依次升空、互为

对手，开展攻防演练。

刘少强摄

（上接第一版）

回望张超的飞行生涯，梦想开花的
声音曾一次次响起。
“碧海蓝天，战机穿云疾飞。”战友裴

英杰至今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战斗起
飞时的情景。“当时，张超飞的是长机，我
飞的是僚机。”

那一次，张超带他飞过的那条航线，
正是当年“海空卫士”王伟战备值班飞过
的航线。

张超和王伟的相遇，不是偶然的。
那是张超的人生选择——

2001年，王伟的英雄壮举震撼着正
在上中学的张超。从那时起，当飞行员的
梦想，便在这个少年心头发芽。后来招
飞，第一次没通过；第二年，他又继续……
2004年9月，他如愿以偿。

2009 年，作为优秀飞行学员，张超
主动要求分配到王伟生前所在部队南海

舰队航空兵某团。报到时，张超一句“我
就是冲着王伟来的”，让时任团长邱伯川
为之一振。

跟着英雄走的人，一定会成为英雄——
分到部队，他飞的战机是王伟曾飞

过的歼-8。4年之后，他飞上了王伟那
一代飞行员梦寐以求的歼-11B。两年
半之后，他又飞上了中国最先进的舰载
战斗机。

翻阅张超的飞行档案，12年的飞行
生涯，他先后飞过8型战机！
“飞最好的飞机，把最好的飞机飞得

最好！”作为飞行员，张超是幸运的。他赶
上了中国航空兵跨越发展的好时代，赶上
了参与中国航母伟大事业的历史机遇。
“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绝不能辜负

这个时代。”循着张超飞过的航迹，人们
看到的是一个个“第一”：改装歼-8，第
一个放单飞；改装歼-11B，提前 4个月

完成、同期第一个放单飞；舰载战斗机飞
行员选拔考核成绩名列第一……

诗人艾略特说：“四月是最残忍的季
节。”那一年的 4月 1日，王伟牺牲在海天
之间。那一年的 4月 27日，张超牺牲在
飞向海天的路上。

张超走得很悲壮，宛如胜利前被最
后一颗子弹击中的那个士兵。
“我一定要上舰！”在战友丁阳面前，

张超不知多少次诉说着自己的梦想。
“舰”，指的是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只有在航母上完成起降飞行训
练，取得上舰资格认证，才能成为一名真
正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告别仪式上，全班战友集体送张超
最后一程。战友徐英将金色的“一级飞
行员”标志，佩戴在他的胸前。

战友们说：“兄弟，等着，我们很快带
着你一起上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