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手记

如果明天将要奔赴战场，你该准备

好什么？除了武器、装具，上战场最应该

准备好的是胜战本领。

采访中，该旅一位领导坦言，部队体

制编制调整改革后，如何快速适应新大

纲要求，练出新体制下的战斗员，他们思

之良久。黄鑫是该旅官兵适应体制编制

变化、立足岗位推进实战化练兵的优秀

代表。他要求自己“比对手更快”，是对

“战场只有第一”的目标诠释。在战场

上，只有出手比对手快才能抢占先机。

从严进行实战化训练，追求“比对手更

快”，是黄鑫努力实现的梦想，也是倒逼

官兵贴近实战练兵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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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 32届
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
强的旗帜。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领
下，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非洲
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续一致

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我对此表
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领
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 9月，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
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盛举，为中非
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方愿同非方携手

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落实
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
深入对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习 近 平 向 非 洲 联 盟
第32届首脑会议致贺电

春风拓锦程，华章书盛会。再过 20天，中国
将进入备受瞩目的“两会时间”。2019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也是决胜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标任务
的攻坚之年。在这样一个关键历史节点召开的
全国两会，承载着更多的期望，将筹划更为宏伟
壮丽的蓝图。

征途如虹，追梦人仍需继续奔跑、努力奋
斗。两会期间，军队代表委员将忠诚履职尽责，
尽心参政议政，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智慧力
量。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我们都是追梦人”专
栏，讲述基层代表委员在强军路上的追梦故事，
展现新时代军营追梦人的精神风貌。

开 栏 的 话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
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
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
仗、指挥打仗。”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这一关

键时刻的“三个能不能”，是习主席担任
军委主席之初发出的“胜战之问”，也是
全军各部队战斗力建设必须回答的时
代课题。

新年伊始，在全军学习贯彻中央
军委军事工作会议精神之际，记者深
入八闽军营，探寻“胜战之问”的时代
答题人。

在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采访，这个旅
调整组建一年半来的 20份党委议战议
训会议纪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从这
厚厚一摞纪要里，记者读出了这个旅官
兵作答“胜战之问”的坚强意志和备战
打仗的坚定决心：一切只为那一刻。

议战议训，雷打不动。

备战打仗是部队的主责

主业，更是党委的第一

要务—

把关定向聚焦打赢，

决议大事中心居中

这是 8本看似普通的会议记录本，
白皮红字，A4纸大小，如果不是组织科
的同志郑重其事地从保密柜里拿出来，
可能都不会引人注意。

这又不是普通的会议记录本，对这
个旅几千名官兵来说，“党委会记录本”
6个红色大字和封皮上红色的镰刀锤
头图案，时刻在提醒着这里见证了该旅
调整组建以来一切重大事项的决策。

翻开这些记录本，一次次事关部队
建设发展的讨论、分析，一次次重大事
项的研究、决策，一一展现在记者眼前，
旅党委历次议战议训的原始记录清晰
可见。

自 2017年 4月底调整组建以来，这
个旅每月一次议战议训雷打不动。截
至记者采访时，他们先后整理下发 20
份共 7万多字的旅党委议战议训会议
纪要。

把关定向、决议大事，是一级党委
的主要职责。这个旅党委议战议训始
终聚焦打赢，确保中心居中、主业主抓。

调整组建之始，所属部队从四面八
方汇聚而来，营区内熙熙攘攘，许多人
第一个念头是：安家。而旅党委这个月
议战议训的核心就两个字：战备。

面对部队建制打乱、战备底数不
清、行动能力不托底的现状，全旅组织

开展“战备周”活动，第一时间建立各类
值班、组织人装定位、修订战备方案，快
速恢复战备秩序，随时迎接挑战。

那天，正逢旅组建后第一个假期。
值班的旅长赵义然接到大门哨兵的电
话，说战区陆军机关来了一辆车。

几分钟后，战区陆军作战处一位中
校参谋走进值班室，刚寒暄两句，便递
来一纸命令：旅值班分队立即出动，执
行反小股“敌人”袭扰任务。赵义然二
话没说，立刻下达命令。

28 分钟后，值班分队完成了人装
出动、物资装载和车辆编队，做好了出
动准备。这位参谋感叹：没想到一支刚
组建几天的部队反应这么迅疾。

中心居中，说起来简单，落下去不
易。部队调整组建，大到部队建设规
划、营区营院建设，小到每名官兵吃喝
拉撒、衣食住行，哪一项工作出现纰漏，
都可能带来不良后果。

主业主抓，要能随时掂量出轻重、分
辨出缓急。工作千头万绪，杂事多不胜
数，但旅党委目光始终紧盯备战打仗。

2017年 8月 22日，专题议训会，在
以往战建特点规律研究基础上，旅党委
部署了以合成旅作战运用、合成营作战
运用、合成旅侦察体系建设等 9个课题
为代表的作战问题研究，着力搞清各个

体系的人装编配、任务特点、能力需求、
制约条件、解决办法等关键问题。

在合成一营采访期间，营首席参谋
王乐乐向记者展示了他们一年多来的
作战运用研究成果：

一张营连班火器配系表：从营长、
连长到班长，编制有什么火器、弹匣容
量多少、弹药基数多少、有效射程多少、
主要用于杀伤或歼灭多少米内的什么
类型目标，一清二楚；

一个“画战术”图册：或防御战斗，
或进攻战斗，从开进、展开到冲击、克服
和通过阻碍区等，从队形、路线到班排
动作，栩栩如生。

王乐乐感叹：“把战斗力‘画出来’，
乍听起来像是个笑话，实际上正因为我
们采用了一点一滴学装备、一招一式学
战术的笨办法，让每一名营、连指挥员
弄明白了在新编制内要打什么仗、怎么
打仗的大问题。”

资源投向投量，是衡量一项工作是
否受重视的标志。中心居中，就是要调
动一切资源为备战打仗服务，向军事训
练聚焦。

俗话说，钱要花在刀刃上。在这个
旅党委一班人眼里，这个“刀刃”就是备
战打仗。

有数字为证！这个旅调整组建以来

投入战备建设和实战化训练经费高达
4200多万元，其中，他们从家底经费中
自掏腰包拿出的经费占三分之二以上。

备战打仗就是风向标。旅党委议
战议训的动向，不仅改变各项工作着力
方向、有限资源的投向投量，更触动了
官兵的心思。

工兵连连长钱晨海说，以往在连队
当主官，别的不说，光养猪种菜就要牵
扯不少精力、花不少心思，现在，猪不用
养了，菜地变成训练场了，由于连队工
程机械装备多，整天就琢磨再到哪里弄
一块合适的训练场。

采访期间，记者曾路过新兵 12 连
训练场，在七八亩大小的场地内，80多
名新战士正挖单兵掩体、搞埋雷排雷，
训练搞得热火朝天。指导员田野说，这
里曾是旅里最好的菜地。

曾经横平竖直的菜地，如今已是坑
坑洼洼，面目全非，望着这一片狼藉的
现场，记者深知，旅党委会议室里那一
场场议战议训的声音正传遍营区的每
一个角落，改变着军营里的点点滴滴。
（下转第二版）

上图：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在陌生

地域组织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部

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图为装甲分队机

动开进。 刘志勇摄

一 切 只 为 那 一 刻
—追寻东部战区陆军某旅20份党委议战议训会议纪要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秀宝 王士彬 费士廷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本报南京 2月10日电 记者陈利、通讯员龙煜
报道：大年初六，东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营区，尽管
火红的灯笼尚未撤下，但主干道上严阵以待的车队
和身着战斗装具往来匆匆的官兵，让记者感受到浓
浓的“战味”。
“部队营区距离架桥地点 40多公里，再考虑水陆

双向机动时间，建议把出动时间提前一小时……”在旅
首长机关战术作业室，一场旅、营、连三级战备方案精
准对接纸上推演正在紧张进行。

春节期间，驻地连降大雪，官兵持续做好备战出动
工作，随时准备走上街头除冰扫雪，保障人民群众出行

安全。“期间，我们进行了 3次紧急出动演练，在具体任
务的牵引下，发现各级的战备方案在实际对接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该旅领导介绍说。

记者在推演现场了解到，此次的战备方案推演，他
们重点围绕“算什么、怎么算、算的结果如何用”等课
题，对战备行动的每个步骤推敲精算，细化每个阶段、
每个环节、每个行动的能力指标，将战备出动的每项工
作细化到个人、精确到分秒，特别是对营连方案中的任
务区分、行动要求、物资携运，细化到单兵、具体到单
装，增强战备方案的精确性、针对性和操作性，有效缩
短出动时间，确保随时能战。

东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

官兵集结，车队即将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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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2月10日电 刘国辉、记者韩
阜业报道：今天一大早，战略支援部队某团副团长
袁小进就来到值班室，对明天部队的开拔方案进行
细化。

该团常年在戈壁一线担负国防科研保障任务，
急难突击、任务攻坚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临近春
节，随着某重大工程进入攻坚阶段，该团合理安排
官兵假期调休，分批次组织部队进驻“战场”。一营
部队已于大年初三先行开拔前线，二营部队明天将
继续开拔进驻，一同啃下这块“硬骨头”。

尽管是假期最后一天，记者走在该团机关办公

楼里，仍看到不少干部在穿梭忙碌，为明天的部队
开拔做准备。作训股长刘瑜说，部队根据任务进度
要求，结合各个岗位需求，按照“新老搭配”的编组
模式，把任务一线当成教学训练的大课堂和主阵
地，既保证任务进度，又提升训练质量。

走进该团战士宿舍楼，记者看到不少人已经
把背包装具收拾好，只等一声令下就出发。在该
团广场上，只见十余台任务车辆整齐列队，驾驶
员、操作手正在对机械车辆做最后检查。年味已
散，硝烟味浓，等待他们的将是新年度艰巨而繁重
的保障任务。

战略支援部队某团—

部队开拔，只等一声令下

秒表跳动，子弹呼啸。出枪、上膛、击发……
4秒钟内 6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这是记者在南
部战区陆军某旅极限射击比赛现场看到的精彩
一幕，夺冠的是特种作战一连连长黄鑫。
“战场只有第一，比对手更快才能赢！”在黄

鑫看来，要完成信息化条件下的特种作战任务，
就必须做到“比对手更快”。
“更快”是上万次重复训练形成的肌肉记

忆。2017 年 8 月，黄鑫带领 10 名队员赴俄罗斯
参加“侦察尖兵”国际军事比赛，其中“飞刀投
准”课目黄鑫和战友们都是第一次接触。赛前，
他们每天反复训练数百次，手指被刀刃割出道
道血口子，就缠上纱布继续练，最终夺得该课目
第一名。
“更快”是无数个险难课目练成的实用绝

招。去年 9月，该旅组织伞降训练。为达到出奇
制胜的效果，黄鑫带领伞降骨干进行“高跳低开”
实战化训练。他们从 1200米的高度离机进入自
由落体状态，等接近 400米高度时再打开降落伞，
迅速完成空中编队、定点降落，大大缩短了伞兵
滞空时间，达到隐蔽突击的效果。

从军 13年来，黄鑫苦练打仗技能、勇攀特战
高峰，成为掌握伞降、潜水、狙击、爆破等 10多项
特战技能的“三栖尖兵”；先后参加十余次重大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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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任务，多次在国际军事比赛中摘金夺
银；先后荣立一等功 2次、三等功 3次，
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爱军精
武标兵”“军事训练先进个人”，被南部
战区陆军评为“十大强军标兵”“爱军精
武标兵”。

从战士到干部，从排长到连长，黄鑫
始终奋战在特种作战一线。“比对手更
快”不仅是黄鑫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
连队官兵的承诺。今年 33岁的黄鑫不
但对自己严苛，还经常“逼”着全连官兵
参照国际比赛规则要求进行险难课目训
练，不断尝试更加贴近实战的训练模式，
提高官兵作战能力。

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野外攀登，
脚下是 20 多米的崖壁，松动的岩石不
断滚落；特种爆破，5 种不同材质的目

标随机出现，需要现场计算炸药量、制
作爆破装置……习以为常的战士们告
诉记者：“跟着连长上战场，我们有信心
打胜仗！”
“推动按新大纲施训走深走实，就是

要消灭一切不符合实战要求的沉疴积
弊。”黄鑫告诉记者，在与国外特种部队
比赛交流中，他进一步开阔了视野，也深
深体会到新型作战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
重要作用。
“作为军队人大代表，为强军兴军建

言献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黄鑫告诉
记者，他梳理了这些年参加国际比武和
联演联训的成果，整理出《关于提高新时
代备战打仗能力的四点建议》，准备在会
议期间提交。

■王雁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