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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快不破”并非

江湖传言

对武警特战队员来说，多数情况下
终极一击便是射击。在此次“巅峰”对决
中，一共进行了 5个课目的比武，射击贯
穿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甚至可以
说，所有的比武项目都是围绕着射击这
一终极制胜手段而设定的。

来自武警河北总队的蒋鸿斌是一名
射击高手，出国参加过国际特种兵比武，
也曾在国内特战比武中拿过射击课目的
单项冠军。这次参加特战“巅峰”对决，
他感受到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对“快”
的要求。

比武中，射击靶标几乎都是隐显靶，
显靶时间按照战斗值设置几乎都是 2秒
钟，少数为 3秒钟。

2秒钟能干什么？
世界顶级百米跑选手 2秒钟差不多

可以跑 10步，而且是重复动作。在极限
运动搜索射击中，特战队员在 2秒钟的
时间里，至少要完成发现、急停、转身、出
枪、瞄准、击发等 6个动作。需要说明的
是，特战队员完成这 6个动作不是在静
止等候状态中，而是在快速极限运动中。

为什么在时间上对特战队员要求这
么苛刻？

武警部队参谋部某局张晓奇局长
对此解释道，人们常说时间就是生命，
对特战队员来说就是胜利。在反恐实
战中兵贵神速，谁抢先开火谁就能抢占
作战的主动权，为此，武警部队提出了
“绝对快、相对准”的实战化练兵理念，
要求特战队员在 1 秒钟时间内完成拔
枪、上膛、瞄准、击发的射击动作，还有 1
秒钟的时间是留给反应和识别射击目
标的。

2秒钟对特战队员来说是一个极限
时间。张局长很欣慰地说，现在大多数
武警特战队员能在 1秒钟时间内完成射
击动作。

某特战支队副支队长李彦，带出了
一大批特战队员，对练就 1秒钟的射击
动作深有体会。他说，没有成千上万次
的训练所形成的肌肉记忆，很难达到这
一要求。而在训练的过程中，特战队员
们一天磨破一双手套、虎口练出厚厚的
老茧是常事，甚至还有练拔枪时把指甲
盖练掀掉的。
“快”当然不是射击的唯一目的，只

是准的前提。求得快与准的平衡，才是
一名特战队员最高的境界。在极限运动
搜索射击比武中，参赛的数百名官兵只
有 7个人全部命中 10个目标，用时最短
的是来自武警重庆总队的张雷。他总共
用时 100秒，其中还包含 5×35米折返跑
的用时。

在 6天的比武中，不单单比谁的射
击动作快，实际上也在比谁捕捉射击
的时机快。在 2 公里武装越野射击比
武中，如果在 10 分钟内你不能达到射
击位置，就连出枪射击的机会都没有；
在攀登射击中，在规定时间里不能用
大绳攀爬至楼顶，隐显人形靶就不会
与你打照面。在短兵相接和近距对抗
中，做不到全方位的快，很难赢得实战
先机。“快”的理念如果不能融进你的
血液里，你也无法在“巅峰”对决中站
稳脚跟。

本次武警“巅峰”特战比武，你是不
是“特战兵王”，衡量的标准说复杂很复
杂，说简单也很简单，所有比武项目就看
谁完成规定任务用时最短。所以，在比
武中所用的时间单位以“秒”来计，用分
来计算实战用时，对特战队员来说有点
“奢侈”。

“不按常理出牌”成常态

本次武警“巅峰”特战比武开宗明义
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源于大纲、高于大
纲、严于大纲、难于大纲。

全程观看了武警特战的比武，也让
记者见识了我们常说的难度、强度和险
度。

射击时给你的不是一把完整的枪，
而是要你临时组装；驾车射击，给你的也
不是一辆能开动的好车，要让你先把车
的故障排除了；投弹，也不是简单地投准
投远，要你投进一扇窗户或者是一个小
型的掩体……

为了贴近实战，很多比武项目没有
在训练场进行，而是在野外。索降安排
在一个高度 45米的铁路桥上，如果“运
气足够好”的话，索降时会正好赶上火
车轰隆隆地从身边飞驰而过；攀岩选择
在古北口长城的一个垛口下，高度近 80
米、坡度 71度，超出了大多数比武官兵
的想象，更让人惊心动魄的是，攀岩过
程中时不时还有滚石落下；搜索识别射
击比武，是在一片树林子里而非射击
场，是一个“非常陌生想象不到的场
地”……

担任武警某特战大队副大队长的
魏风蕾，是本次比武年龄最大的一名
特战队员，国内各类比武参加了不少，
拿过冠军也立过二等功，是一位见过
大世面的“老兵”。即便如此，他在比
武中也感到了很多不适应。用他的话
来说，本次“巅峰”比武就是“怎么折腾
人就怎么来”“怎么贴近实战就怎么
来”。在家里训练时，想到了比武会很
艰难，但没想到会这么艰难。

余云丰和格桑平措都是来自武警西
藏总队的特战队员。在青藏高原训练，
余云丰武装越野跑时常常会跑得嗓子眼
儿有一股血腥味。来到北京参赛，他出
现了醉氧，有劲使不出来。在西藏出生
长大的格桑平措也是这样，来北京参赛
后每天早上起来都像喝醉酒一样，时不
时还会眩晕。

为什么不能早点下高原训练，度过
醉氧期？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不约而同
的：敌人会给我们适应期吗？

对于本次武警“巅峰”特战比武出现
的“颠覆性的难度”，在参赛队员中也有
“抱怨”声：课目设置太难了、强度太大
了、规则太严了。但组织者的态度很明
确：既然是“巅峰”对决，就是要尽可能把
对手想得更强大、把环境想得更复杂、把
过程想得更艰难，着力锻造大家“难局能
破解、残局能逆转、险局能求胜、死局能
重生”的特战本领。

组织者不按常理出牌，参与者也表
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血性——

武警云南总队的茶绍龙，参加个人
全能课目通过滚木架障碍时，3次摔下
引起腰部旧伤复发，仍然咬牙坚持比完
全程，最后瘫倒在终点，被紧急送往医
院；

武警西藏总队参赛官兵普遍出现了

醉氧和眩晕等身体不适反应，不少队员
在奔袭过程中是边呕吐边完成动作的，
所有课目无一人放弃、无一人退出；

武警海南总队的包强，在进行 2公
里武装越野射击时，右脚大拇指甲盖被
意外撕裂，他强忍着十指连心的剧痛跑
完全程；

比武进行的第 3天，气温骤降，水温
降到了 10℃以下，很多参加个人全能比
武的队员完成 8个竞赛内容之后，到武
装泅渡时因体力消耗过大，加上水温较
低，不同程度出现了肌肉痉挛、腿部抽
筋，但无一人中途退赛……

超强大脑才是“兵

王”标配

搜索识别射击是“巅峰”对决新设立
的一个比武课目。

刘宏业是特警学院为数不多的具有

实战经历的教员，是搜索识别射击课目
比武评判组的组长，全程参与了此项比
武课目的构设和评判工作。

比武不同于红蓝对抗，是一个没有
对手、单向的、非对称的角逐。换句话
说，在比武的过程中，不会遇到来自对手
的威胁和攻击。但是，搜索识别射击课
目就不一样了，加入了贴近实战的“反向
威胁的内容”。

刘宏业解释说，你进入了一个危机
四伏的环境，考验你的不仅仅是体能、技
能，还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你的心理和
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沉着冷静和机
智果敢。

这个比武课目确实难倒了许多“英
雄好汉”。有的不慎触发了“绊雷”，不得
不单腿进行搜索；有的未能正确识别“恐
怖分子”和“平民”，结果打错了靶子被扣
分，而且只能单手持枪继续搜索。这个
课目的比赛结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竟
然无一人能打到最后一枪。换言之，没

有一个人能见到最后一个靶子就统统
“阵亡”了。

对于这一比武结果，刘宏业道出了
我们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相对于体能
训练，智能训练还需加强。

特战小队武装营救人质也是一个
比较考验智能的课目。在约 10公里的
野外复杂环境里，全面考验一个全要素
特战小分队在遂行武装营救任务时的组
织指挥、战场机动、情报获取、装备运用、
战术协同以及综合火力打击能力，既是
体能技能的较量，更是心理智能的比拼。

小队战术比武课目评判组成员、武
警特警学院副教授汪洪海在解读特战小
队的制胜机理时说，一支特战小队要想
拔得头筹，就必须做到在体能上超越极
限、在技能上超越常人、在智能上超越平
庸、在心理上超越恐惧。没有一定的智
能含金量，很难把一个小团队攥成一个
铁拳，把各种作战要素效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出来。

如果说小分队比武课目还可以发挥
集体智慧的话，那么抗干扰记忆无疑是
最考验特战队员的“烧脑”项目。

抗干扰记忆是个人全能比武课目中
最后一个环节，此时，经过前 9个比武项
目、一个多小时的艰苦鏖战，参赛选手的
体能降到了最低点，特别是刚刚结束了
武装泅渡后，大家浑身还是湿漉漉的，未
能从冷得瑟瑟发抖的状态中调整过来，
此时人的大脑处在最低的状态，人的思
维能力呈断崖式下降。恰恰这个时候，
考验官兵智能的时刻出现了。

进入心理抗压室的时间只有 4 分
钟，参赛队员必须在有恐怖音效的环境
中记忆人脸、地图、电话号码等有用的作
战信息。

武警四川总队的叶芃中尉和陈鹏下
士前后进入了心理抗压室，在前面 9个
项目的比拼中，叶芃的成绩好于陈鹏，但
在抗干扰记忆的竞赛中叶芃成绩大大低
于陈鹏。

这是一个非常“烧脑”的竞赛。抗干
扰记忆一共有 17个要素题目，在全部参
赛选手中成绩最好的是答对了 11 道
题。实际上记忆也是有技巧的，有关人
脸和略图等形象记忆好记，而数字等抽
象记忆难记，不少参赛选手为得高分常
常放弃了对数字的记忆，而把主要精力
放在了形象记忆上。

叶芃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获得第
16名，成为武警部队表彰的 20个“特战
全能精兵”的一员。在抗干扰记忆的项
目中，叶芃没有像大多数参赛选手一样
放弃对数字的记忆，而是勇敢选择了这
一个挑战。如果他选择了放弃，竞赛成
绩也许会再上几个台阶。但是，叶芃选
择了挑战“不可能”。这种向极限挑战的
勇气和信心，展示了一名特战精英应有
的血性。

6天的“巅峰”特战比武，对每一名
参赛官兵来说，都是“艰难一日”。特战
比武不是皆大欢喜的盛宴，而应成为走
向战场的最后一课。唯有在“艰难”的饱
和“攻击”中不断超越极限，挑战自我，才
能磨砺出赢得实战的制胜一击。

上图：9月24日至29日，在2公里武

装越野射击等课目中，参赛队员在进行

最后冲刺。

图片摄影：曹 峰、王 涛

版式设计：梁 晨

鏖战古北口：每天都是“艰难一日”
——武警部队第二届“巅峰”特战比武竞赛见闻

■本报记者 范江怀 代 烽 特约记者 谢析搏

金秋北京，长城脚下。

站在古北口长城上远眺，碧空如洗，景

色醉人。地扼襟喉通朔漠，天留锁钥枕雄

关。沿着逶迤起伏的山脉，看到的不仅是

雄伟的万里长城，还有一段并不遥远的历

史。

长城要塞古北口，素有“京城锁钥”之

称。80多年前那个寒风阵阵的日子，中国

军民在这里浴血奋战，与日本侵略者展开

了一场殊死的搏杀，360多名将士流尽了最

后一滴血，为古老的长城写下最为悲壮的

篇章……

又是一年秋风劲。9月24日至29日，

武警部队第二届“巅峰”特战比武竞赛在古

北口的长城脚下展开。每一片树林，每一

处峭壁，每一段河流，每一座桥梁……在游

人的眼里都是美景，可在武警特战队员的

视野中却暗藏杀机，危机重重。

在为期6天的“巅峰”对决之中，每一天

都是“艰难一日”。经过层层选拔的各路武

警特战精英，谁能在几近残酷的鏖战中杀

出重围，笑傲赛场？

让我们一同走进角逐“兵王”头衔的竞

技场。

当前，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不断

演变，特战力量逐渐从边缘走向中

心、由幕后走上前台、由配角变为主

角，在新时代武警部队“两个维护”使

命体系中承载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面对习主席建设国际一流水平

反恐特战劲旅的使命重托，必须鲜明

立起新时代特战特训的价值导向，牢

固树立走在前列的标准意识，贯彻匹

敌最强对手的基准定位，瞄准钢刀之

刃、利剑之锋的目标锻造。

树立从难从严的实战导向。从难

从严，看起来是个老生常谈的旧话题，

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还是个新任务。

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于，不是特战官

兵不想训、不愿训、不敢训，而是缺乏对

打仗的研究，上级考什么练什么，官兵

会什么练什么，偏训漏训粗训等现象客

观存在。从难从严，不是为了难而难、

为了严而严，必须“真”字当头，最大限

度还原反恐战场你死我活的对抗本质，

否则就是假难、假严、假实。要坚决破

除经验主义、陈旧观念和习惯做法，结

合使命任务和作战样式的发展变化，着

力推动特战训练理念、内容、方法、条件

全方位向实战靠拢对接，切实提高特战

官兵对复杂、激烈、残酷的战场环境下

的适应能力。

锻造极限制胜的特战本领。《艰

难一日》一书中记载，海豹六队每天

正式训练前，首先要完成大运动量

的、残酷的、折磨人的体能训练，以此

来模拟实战压力，让队员在身体极度

疲劳和高难度的战术环境下接受训

练。因此，特战训练就要立足极限条

件，尽可能把对手想得更强大、把环

境想得更复杂、把过程想得更艰难，

持续开展高强度、高难度、高负荷的

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通过体能耗

尽、战斗惨败、心理崩溃、濒临绝境的

严酷考验，实现特战官兵身体心理极

限阈值最大突破，着力锻造难局能破

解、残局能逆转、险局能求胜、死局能

重生的特战本领。

涵养追求卓越的精英品质。特

战力量是武警部队的精英所在，因特

而生、因特而精、因特而强，也因特而

荣。一旦用到特战部队，就是紧要关

头、极端情况、危机时刻，能否打得

赢，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也关系到武警部队的形象和

声誉。要按照习主席提出的“思想政

治非常过硬、专业素质非常过硬、战

斗作风非常过硬”的要求，锻造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信念品

格，具备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

精的能力素质，培养临危不惧、处变

不惊、坚韧不拔的意志心理。具体到

对单个队员要求上，就是既要有体

能、技能，还要有术能、智能，既要有

超凡的勇气毅力，还要有稳定的心

理、冷静的头脑。

弘扬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我军

历来崇尚和践行这样一种一往无前的

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

人所屈服，哪怕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也

要战斗下去。世界战争史反复证明，一

支军队没有高昂的战斗精神，就不可能

有强大的战斗力。特战官兵遂行任务

的艰巨性、危险性、卓绝性，就决定了要

有更高昂更强大的战斗精神。要着力

锻造忠在骨子里、诚在根子上的特有忠

诚信仰，大力培塑特战官兵忠勇顽强的

血性虎气、无坚不摧的剑锋锐气、闻战

则喜的无畏豪气，并使之成为红色基

因、特战基因融入血脉，赓续传承。

从难从严 特战特训
■武警部队参谋部某局局长 张晓奇

记者调查

锐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