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垫登陆艇抢滩登陆。

刘 健摄

空

中

海风劲吹，海雾渐散，船影点点。
1月下旬，记者来到南海舰队某军港，
随某型气垫登陆艇出海训练。

还没到码头，就传来震耳的轰鸣
声，只见海边滩涂平台上停泊着一头
“钢铁野兽”，尾部两个巨大的“风扇”
正高速转动，发出巨响。
“‘海上野马’果然名不虚传！”记

者不由得感叹。
“这种介于航空器与舰艇间的水

上飞行器，机械结构复杂，很多设备由
航空装备材料制成……”某登陆舰大
队政委王宝锋告诉记者，该型两栖作
战装备被官兵形象地称为“海上野
马”。
“全艇备便完毕，请示垫升退滩”

“准备垫升退滩”……视野开阔的驾驶
舱内，二级军士长易凡一边观察驾控
台上的各项仪表数据，一边拿起对讲
机干净利落地下达指挥口令。

王宝锋介绍，按新的编制体制，部
分以前由军官担任的艇长岗位改由士
官担任，易凡正是该大队首批士官艇

长之一。
“扶稳了！”顷刻间，只见岸滩上的

沙砾被强大的气流卷起，记者明显感
觉到气垫艇艇体在不断往上抬升，仿
佛是一匹小憩的野马忽然跃起。
“轰”的一声，如火车穿过隧道，又

如飞机着陆，气垫艇滑下平台，驶入大
海，瞬间被一团水雾笼罩。
“各部位工况正常！”易凡大声

报告。
显示屏上，气垫登陆艇航速迅速

攀升，艇体不时随着涌浪浮动，垫升气
流激起的浪花拍打着驾驶室的玻璃。

舱内，巨大噪声直冲耳蜗，艇体周
边雾气蒸腾。记者曾多次随船出海从
未晕船，此时竟有晕眩感。

在各个值班点位，易凡和战友们
各司其职，警惕地观察着海面情况和
仪表数据，有条不紊地驾驶着气垫登
陆艇。气垫登陆艇犹如奔驰的野马，
贴着海面凌波飞驰，从一个浪尖冲向
下一个浪尖。
“战斗警报！”经过大约半小时的

高速航渡，气垫登陆艇即将进入预定
登陆滩涂，易凡拉响了战斗警报。艏
跳板缓缓放下，搭载的登陆兵随即携
带武器装备，迅速向岸滩发起冲锋，装
甲战车随后出动，抢滩登陆。

驾驶舱内，易凡果断地下达各种
口令。熟悉易凡的人知道，作为大队
首批士官艇长之一，他前行的每一步，
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驾驶气垫登陆艇进出母舰坞舱，
是各国海军公认的难题。由于艇体与
坞舱宽度相近，要求气垫登陆艇进出
坞航向、姿态必须非常准确，稍有不
慎就会发生事故。一次训练，由于涌
浪较大，易凡连续尝试了 4次都没能
成功进坞。
“失败了不可怕，不敢直面失败

才可怕！”为了精确把握航向，易凡
进行了上千次模拟训练，练就了凭
感觉就能控制操纵精度的能力；为
了锻炼风浪中进坞能力，他将船坞
的模型放在床头，一有时间就反复
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易凡
能够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驾驶“野马”
快速进出坞舱。

担任艇长后，易凡更加严格要求
自己，从精通机电专业“老本行”，到掌
握全艇多个专业技能，他很快顺利取
得了独立操作资格。

几年来，易凡摸清了“海上野
马”的脾气，带领官兵先后成功排除
气垫登陆艇发生的多起特情，独立完
成了多项技术创新，并多次完成重大
演习演练任务。
“兵力输送是登陆作战的关键一

环，气垫登陆艇是联合训练的重要载
体，我们要更加聚焦备战打仗这一主
责主业，突出专攻精练，锤炼过硬本
领。”看着渐渐远去的登陆官兵，在气
垫艇部队服役 19年的易凡目光坚定。
他已经开始期待着下一次驾驭“海上
野马”，在波峰浪谷之间跃动起舞……

目击南海舰队某登陆舰大队气垫登陆艇训练——

驭“野马”飞掠浪尖
■本报记者 陈国全 王雁翔 通讯员 陈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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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南方春来早。
在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场，我们正

赶上该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在飞
行指挥塔台，一份训练计划表显示，
当天既有二对二、一对一的对抗空
战，又有编队对地突防突击，这些高
难度、高对抗的课目，是该旅练兵备
战的家常便饭。

循着指挥员、旅长张家魁手指的
方向，记者看到停机坪上，一架架蓝色
涂装的战机蓄势待发。

启动、滑出、加速……随着指挥塔
台的指令，一架架战机以极短的滑跑
距离大仰角加力起飞。发动机的嘶
吼，震得记者不由得张开嘴巴，可在地
面的机务保障人员却若无其事地继续
工作。
“难道他们不怕震吗？”
“怕，也不怕！”机务大队大队长吴

淼祥说，“由于常年在机场一线工作，
很多地勤官兵平时说话的声音要比其
他人高八度。”

采访中，机械员李业广动情地说：
“虽不能驾驶‘战鹰’搏击海天，但是看
到自己维护的战机巡弋海天一线，同
样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群官兵有理由骄傲——
去年春节前夕，该旅飞行员驾驶

战机从这里起飞，飞赴南海参加联合
战斗巡航任务。

去年 5月 11 日，该旅战机首次与
轰-6K 战机编队飞越巴士海峡，实现
了绕岛巡航模式的新突破，彰显了空
军体系作战能力的新提升……

该型战机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形成
战斗力？采访中，飞行大队大队长何
凯向记者讲述了一次夜间训练——

暗夜茫茫，能见度很低，视线所及
只有月亮和加油吊舱光源，加油锥套
在强风中不停抖动。何凯操纵战机逐
渐接近，不断修正偏差、稳定诸元，战
机受油管与加油锥套准确对接。而此
时，他们刚刚改装飞行还不到1个月。
“作为空军首个走出国门开展中

外联合训练的航空兵部队，我们改装
伊始，就坚持按战斗力标准开展训
练。”张家魁说，“比装备更重要的是
思维理念，只要为打仗而飞，就能飞
出强大的战斗力。”

采访仍在继续。虽然此时记者看
不到蓝天上激烈的鏖战，但在指挥控制
室，我们感受到了空战对抗的惊心动
魄。

实时显示屏上，4架战机正在进行
作战背景下二对二红蓝对抗空战训
练。

双方从中远距杀到近距，气氛更加
紧张。近距空战被形容为“电话亭里的
匕首战”，攻防态势变化更加复杂迅
猛。通过显示屏，记者看到双方时而佯
攻，时而机动摆脱，时而咬尾缠斗。

战斗不止在空天。
在另一个交战空域，对地突防突

击训练同步展开，副旅长王晓东驾驶
战机突破层层拦截，对地面目标进行
模拟攻击。指挥控制室里各个作战席
位上，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时至下午，第一轮训练结束，一架
架战鹰稳稳着陆。战机轮胎与跑道接
触摩擦，一个个半圆的烟迹旋出，如骑
兵挥舞的弯刀。记者看到，走下战机
的飞行员衣服上，大载荷的飞行动作
使抗负荷服的背带在肩背和手臂上勒
出一道道深深的沟痕。

刚刚落地的战机，迅速由地勤人
员进行维护，为接下来展开的第二个
波次飞行训练作好准备。完成第一轮
对抗空战训练任务的飞行员稍作休
息，就开始对刚才的飞行训练进行评
估总结。

日近西山，华灯初上。一名名飞行
员再次整装出发。看到再次呼啸升空
的战机，记者耳畔仿佛响起了海涅的诗
句：“我是剑，我是火焰/战斗开始/我冲
杀在前，在战斗的第一线……”

直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跨昼夜飞行训练——

驾“战鹰”翱翔九天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王雁翔 通讯员 黄演庄

如何让红色历史走出史馆、让“红

色家谱”走进官兵？近日，中央军委办

公厅印发《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

划》，从建设理念、体系布局、目标任务、

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思路、

目标和举措，特别是强调“走开简约化、

数字化、开放式建设路子”。这适应了

互联网时代的要求，有利于打造一批

“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军史场馆。

一本“红色家谱”就是一本生动教

材，一座军史场馆就是一座精神家园。军

史场馆是保存、研究、展示党领导人民军

队奋斗历程和伟大业绩的神圣殿堂，是传

承红色基因、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阵地。

构建与人民军队光辉历史相称、与新时代

强军事业相适应的军史场馆体系，既是加

强和改进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

又是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

“四铁”过硬部队的现实课题。

军史场馆建起来不容易，更难的是

如何提高使用效益。在个别单位，军史

场馆要么常年“铁将军”把门，要么官兵

平时不想来、看了记不住。全媒体、大

数据时代，官兵的认知特点、接受习惯、

审美情趣等都有了全新的变化。只有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有意

义的红色故事讲得有意思、把有高度的

红色教育搞得有温度，才能实现红色资

源利用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

陆军某旅为唤醒“沉睡的财富”，采用全

景扫描、动漫交互等多种技术手段，把

旅史馆搬上网，打造出“24小时都开门”

的旅史馆。这启示我们，有条件的单位

应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对已有的军

史陈列和史料文物进行数字化处理，对

重大军事实践新产生的实物文物同步

数字化保存展示。运用微博、微信和移

动客户端等，对展陈内容进行对象化、

分众化、互动化推送。开发网上基本陈

列和互动功能，努力建设一个资源共

享、全时开放、直达官兵、互动性强的网

上精神家园。

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

金。在建设中，务必破除重建轻用、封

闭建馆等旧模式，应本着突出战味、服

务打仗、简约实用、恰当够用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修旧利废、简

朴节约，进一步提升建设使用效益，努

力让每一座军史场馆都成为展现人民

军队光辉历史、见证强军壮阔进程、彰

显大国军队风采的形象窗口。

（作者单位：解放军档案馆）

让“红色家谱”走进官兵
■徐 峰

该旅战机编队飞行。

范以书摄

（上接第一版）

议战议训，问题第一。

对备战打仗的短板弱项

扭住不放、持续用力，在集智

攻关中科学决策——

问题从训练场而来，

对策奔训练场而去

议战议训，重在解决问题，也难在解
决问题，对一支从新起点出发的铁甲劲
旅来说更是如此。

翻开 2017 年旅党委议战议训会议
纪要，一个个“缺”字像一座座山横在党
委一班人面前：

7月 31日议训指出，在筹划和组织
训练中有缺认识、缺理论、缺队伍、缺标
准、缺保障、缺作风等问题；

8月 22日议训，反思训练存在问题
时查找出缺引领、缺标杆、缺氛围、缺改
善、缺督导等原因……

这一个个“缺”不是空穴来风，也不
是道听途说，都是党委一班人从训练场
上调查而来，有硬件问题，也有软件问
题，有老问题，也有新矛盾，都是不同训
练阶段不同训练课目暴露出的。

与这一个个“缺”相对应的是一个个
“多”：兵种多、专业多、训练内容多。按
新大纲规定，全旅每年要完成十余个兵
种百余个专业几千个训练课目。

军事训练是备战打仗的基础工程，
训练落不了地，备战打仗就是空中楼
阁。旅党委在加大经费投入，强化场地、
装备、器材、教学保障的基础上，广泛征
求意见和深入民主讨论，以新大纲试训
为契机，建立了一套精准抓训的制度机
制。概括起来就是：9算、5小、3张表。

9算，即算人员、算时间、算内容、算
质量、算等级、算弹药、算摩托小时、算措
施、算场地。

5小，就是连队每周训练“5小制度”，
即每个训练日小交班、周训练结束前普
考、周四上午备课示教、周五集中研究制
订训练周表、周日下午召开训练准备会。

3张表，即单个人员训练内容体系表、
训练成绩登记表、单课目训练质量监控表。

去年开训后，作战支援营计算手枪子
弹消耗时用错了标准，刚过半年子弹告罄，
影响射击训练进度，受到了旅里批评。该
营教导员陈绍贤感慨道：“如果说，9算是弄
清军事训练底数，5小就是具体抓训练落
实，3张表则是训练监控，三者结合形成了
一套行之有效抓训练的制度机制。”

制度上墙容易、落地难。为了保证
训练制度落实，这个旅严格抓过程控制，
用月、周工作计划统住训练时间落实，为
训练落实加上“保险”。

全旅每周工作计划由旅长、政委签署
后，下发部队的同时，上报集团军机关。落
实过程中，集团军按这个计划督查，旅里成
立以训练、管理、人力、纪检、保障部门相关
人员组成的训练监察组，常态不打招呼深
入一线督导，发现问题现场纠治、现场整
改。2018年，全旅有13人因训练问题被问
责，4人因没抓好单位训练作检讨。

训练计划刚性强了、约束力大了。
上士张国威说，以前基层有句“顺口溜”，
说“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电话，电话
不如首长一句话”，现在这种现象不见
了，训练计划再也不会因人为受到冲击，
即使有上级首长来检查，也是你检查你
的，我训练我的。

议战议训，导向鲜明。

无论是用人、考评，还是评功

评奖，都坚持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让谋备战打仗的有

奔头，让干备战打仗的受

尊崇

这是两次议战议训会议传递出的信
息，一呼一应，全旅震动。

2017 年 11 月 22 日，旅党委专题议

训会提出，要立起为战导向不含糊：
一是表彰奖励向军事训练倾斜，让

那些对战斗力贡献大的单位和个人受表
彰得实惠；

二是选人用人向尖子能手倾斜，让
训练尖子吃香、专业能人抢手；

三是追责问效向末尾成绩倾斜，对
军事工作抓得好的要表扬请功，对抓得
差的要批评问责。

2018年 1月 26日，旅党委新年度第
一次专题议训会议纪要显示，开训比武
竞赛有 22名官兵获嘉奖，同时取消 17人
立功受奖资格，延缓2名代职干部转正。

旅党委有部署有落实，有奖励有惩
处，以行动立起了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并向全旅各个层级和各个角落传导、扩
散、发酵。

旅参谋长江利波的任职经历就是一
个广为传播的典型事例。

调整组建之初，江利波担任副团职
作训科长，9个月后，江利波被任命为旅
保障部部长，又过了 5个月，江利波走上
旅参谋长岗位。

一年多时间，江利波的职务步步高，
岗位一个比一个重要，全旅官兵不但没
有异议，反而人人服气。

为啥？担任作训科长时，江利波参
加集团军作训科长、作训参谋比武夺得
第一名。担任参谋长时，在东部战区陆
军组织的演习观摩中，他连续 40分钟指
着沙盘口述作战命令，没有看一个字的
参考材料，指挥素养之高令人赞叹。
“他在岗言战备战，抓训练是行家里

手，重用他，我们打心眼里服气。”坦克一
连连长周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抓备战打仗的人有奔头、干备战打
仗的人受尊崇，在这个旅处处可见、时时
可遇。

在这个旅营区显著位置矗立着一座
巨型“龙虎榜”，比武夺魁的各类训练尖
子照片张贴其上，时刻接受过往官兵的
点赞。

不要说站在“龙虎榜”下，只要远远瞅
上一眼，下士曹世平都难掩心中的激动。

1月 2日，曹世平参加集团军开训动
员比武，获得手榴弹投远第一名，他的彩
色标准照被放大贴在“龙虎榜”上。
“看！比武之星那一排第二个就是

我。”站在“龙虎榜”前，曹世平自豪地告
诉记者：“我享受的待遇还不止这个，比
武夺冠返回旅里那天下午，旅长、政委带
着旅常委和全旅官兵在大门口列队迎
接，还在招待所为我们举行‘英雄宴’，请
我们吃饭。我一个普通战士靠一块比武
金牌受到了这么高的礼遇，你说，我能不
激动吗？能不努力训练吗？”

以往，许多部队的习惯是半年小表
彰，年终大表彰。现在，这个旅每个训练
阶段结束后都有表彰，有一个就表彰一
个，有多大成绩就给多大奖励。

仅 2018年，这个旅就召开 6次表彰
奖励大会，给 76名训练尖子记三等功，
占全旅年度奖励指标的 84.4%，给 941名
官兵记嘉奖，占比 83.6%。旅政委林庆
华笃定地说：“我们党委一班人的目的就
一个：让训练尖子吃香走红。”

训练有为，就有地位、有荣誉；训练
无为，不仅没地位，自身进步也受影响。

卫生连两名军医，共同课目考核不
合格，被推迟晋衔。二营一名代理指导
员，因体能考核不合格，被延期转正。去
年全旅有 10名干部因训练成绩不合格
暂缓晋职晋衔。

干部“逢晋必考”、军事训练“一票否决”
正在这个旅落地生根；训练有功、训练光
荣，正在这个旅成为一种追求、一种时尚。

议战议训，贵在落实。

防止议归议、干归干，议而

不决、议而不行，推动备战

打仗向深里走、实里落——

从实战需要出发，对

战争胜败负责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关键的数据最
能说明关键的问题。

2017年 8月 22日，旅党委专题议训
会，分析训练形势时提到两组数据：

一组是各营摩托小时消耗：截至 8
月 18日，除合成一营、合成四营、防空营
年度摩托小时消耗超过 50%外，其余营
摩托小时消耗尚未达到35%；

另一组是弹药消耗：建制营仅合成
一营、合成四营弹药消耗超过半数指标，
其余营弹药消耗距年度指标差距颇大。

采访期间，记者获得了一组最新的权
威数据：全旅2018年摩托小时消耗是2017
年的 2.1倍；2018年枪弹、炮弹、导弹消耗
分别是2017年的2.4倍、3.9倍、2.7倍。

摩托小时消耗、弹药消耗是衡量装
甲机械化部队实战化训练的两项硬指
标。东部战区陆军领导说，这两项指标
成倍递增，说明旅党委议战议训精神正
在训练场上落地生根，部队实战化训练
质量正迅速提升。

终端看效应。党委议战议训成效如
何，训练场的变化最有代表性，也最有说
服力。

穿行在这个旅各个训练场，耳濡目
染间，记者强烈地感受到训练正一步步
迈向战场——

射击训练场上，以往是固定距离、固
定姿势、固定靶标射击，如今射击训练是不
同距离、不同姿势、不同角度、不同靶标；

工兵训练场上，以往是抱炸药包，跑
路线、做动作，现在是综合扫雷车、重型
冲击桥、多功能作业车、火箭布雷车等多
种制式破障装备、破障器材齐上阵；

侦察兵训练场上，以往是一根绳子、
一把刀，满树林跑。如今是光电、雷达、
红外线各种侦察装备随身携带，野战生
存、战场救护、立体侦察等 100多项训练
课目逐一实施；

备课示教训练场上，以往是场面大、
展示多，挂图、教具、视频一应俱全，看着
赏心悦目，效果不得而知。如今备课示
教临时抽调听课战士，教官讲完就考核，
用考核成果来检验授课成效……
“像打仗一样训练！”翻开这个旅党

委 20次议战议训会议纪要，实战的气息
扑面而来，旅党委一班人抓实战化训练
的紧迫感、责任感跃然纸上，实战化要求
正从党委议战议训会场传到演习场，令
人仿佛能闻到硝烟味、听到枪炮声。

2018年 3月、9月、10月，旅党委 3次
议训，围绕在皖北实战演习定方案、想对
策，让官兵在近似实战中摔打、锻炼。

皖北那场演习，他们先当“红军”，再
当“蓝军”，与实力强劲的对手在高山密
林中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中士喻登辉说，他们 12名侦察兵在
山上利用地形潜伏了 5天 5夜，使用北斗
系统和电台把“敌人”疑似炮阵地、指挥
所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到我方指挥所；

下士罗冬平讲，他和战友担负防御
任务时，阵地之外，三步一个陷阱、五步
一个障碍，对手每前进一步就要“丢掉”
几条人命。直至战斗结束，对手也未能
越雷池一步。

在这场整建制的实兵实弹对抗演习
中，这个旅取得了总评 801.5 分的成绩，
位列参演部队第一名，也是历年参演部
队的最高分。

从实战需要出发，对战争胜败负
责！这个旅党委议战议训正推动备战打
仗向深里走、实里落，甚至走进基层官兵
的心灵深处。

工兵连文书兼军械员张杰，去年6月
在集团军半年基础课目考核中夺得爆破专
业第一名。这是他加班加点训练的成果。

记者问他：文书每天要忙的事情那
么杂、那么多，为什么还要挤时间训练？
小伙子平静地说：战场对每个人都是公
平的，备战打仗需要每个人作准备，谁都
不能例外。

行走在这个旅营区，记者经常听到
这样的歌声：

有一根弦我们紧绷着，
有一种使命我们肩扛着，
有一片风浪我们紧盯着，
有一声号令我们等待着……
这激昂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这是

官兵对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时
刻准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