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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学恩、梁晨报道：春节
到来之际，天山脚下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年味正浓。黎明时分，新疆军区某团留
守营区内，一阵警报声骤然响起，官兵迅
速携带战斗装具，装载战备物资，一场检
验性应急演练随即打响。

该团节日不忘绷紧战备弦，细化异
常情况处置预案、突发事件处理措施，并
按照指挥、参谋人员战备值班上岗资格
认证制度要求组织考核。
“接上级命令，要求我部于 12时前，

在某高地开设野战救护所……”命令下
达，该团兵分多路，向指定地域集结。
刚出发没多久，“敌”电子袭扰突至，指
挥员迅速应对处置。“越是节日战备，越
要格外警惕。部队因任务需要，留守人
员较少，但演练的程序一样都不能少。”
该团领导说。

笔者在演练现场看到，野战救护车
突遭“敌”袭扰，各组人员快速反应，灵活
处置“敌”情，应急分队副队长胡吉化迅
速组织官兵将 6名“伤员”移送到土堆后

隐蔽，在最短时间内核对信息、分送各组
室进行手术准备，用时仅8分钟。

演练结束，还没来得及休整，他们立
即组织检讨式总结，对演练中暴露出的
问题进行整改，根据各类人员具体分工，
按照评估结果进一步完善细化战备出动
预案。

该团副政委甄泽涛告诉笔者，针对春
节战备特点和形势任务需要，他们修订完
善 10余种应急预案，确保部队春节期间
战备工作严密有序。

新疆军区某团节日绷紧战备弦

演练程序一样都不少

这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玉米地。
他屏息、凝视、搜索，在 2米高的玉米秸
秆里一寸一寸向前推进。

突然，2 名 持刀暴徒迎面扑来。
“砰！砰砰！”电光石火间，他迅速出枪，
抵近射击，暴徒应声倒地。

首次参战便一战成名，荣立一等
功。他，就是武警新疆总队机动五支队
特战一中队中队长刘琳。

2004 年入伍的刘琳出生于军人之
家，父亲、大伯都是戍边军人，从小耳濡
目染，让他对军营充满向往。

新兵下连接受光荣战史教育时，史
馆里展出的暴恐分子曾使用的锋利长
矛、带血砍刀、残存爆炸物，让刘琳深受
震撼，也激发了他作为军人的使命感。
“他就是个练出来的标杆！”当初，上

级到新兵连选特战苗子的时候，虽说中
队干部力荐刘琳，可又矮又瘦的刘琳并
没进初选名单。没想到，刘琳一手拿着
誓入特战队的“血书”，一手掂着一块砖
头，当着大伙的面单掌劈砖。
“软磨硬泡”进了特战队的刘琳，给

自己定下硬指标：每天坚持完成俯卧撑
200 个、仰卧起坐 200 个、深蹲起 200
个。就像在新兵连从倒数逆袭成先进那
样，刘琳在特战队很快成了成绩数一数
二的队员，连续代表支队参加总队举办
的集训比武、课目演示。

踏上特战岗位，刘琳不畏艰难，忠诚
守护平安。

天山山脉，沟壑纵横。一场高原围
剿战在此上演。“注意隐蔽，快速接近！”
一声令下，刘琳带领 5名特战队员向暴
恐分子藏匿点集结。距洞口 10多米处，
一梭子弹突然从头顶呼啸而过。
“突击手、狙击手，跟我上！”
突然，3名负隅顽抗、穷凶极恶的暴

恐分子叫嚣着手持砍刀冲出山洞。
危急时刻，冲在最前面的刘琳沉着

冷静，举枪击发，再次完胜。
战严寒、蹚冰河、翻达坂、攀峭壁，此

战是刘琳军旅生涯中时间最长、环境最
艰苦、敌情最复杂的一场战斗。也正是
这一仗，他带领特战队员打出了“反恐尖
刀”的威名。

尖刀，磨砺而成。每一次在战场上
的出奇制胜，无不源自训练场上的千锤
百炼。针对任务环境以山地丘陵、沙漠

戈壁为主的特点，刘琳先后设计了 30余
种仿真地形，组织沙漠越野、综合越障等
针对性训练。

一年盛夏，正在担负安保任务的刘
琳突然接到命令：一伙暴恐分子设置多
处路障，在多处同时打砸焚烧过往车辆、
砍杀无辜群众，请立即前往处置……

刘琳带领官兵快速登车，飞驰前
往。只见路中间几辆车冒着浓浓黑烟，
路上摆满了障碍物。
“准备战斗！”刘琳一个手势，特战队

员们迅速行动。
此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暴恐分子

向官兵投掷燃烧瓶、爆炸装置，一场战斗
瞬间打响……

近年来，从维稳一线到反恐战场，刘
琳带领特战队员接连打出威名，所带战
士 2 人被评为武警部队“十大标兵士
官”，1 人荣立二等功，15 人荣立三等
功。2016年，他所在中队被武警部队授
予“反恐先锋中队”荣誉称号。
“头枕边关冷月，心系群众安危。”

2018 年 7月，刘琳光荣当选第二十一届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上图：刘琳在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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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某地，尽管寒雨沥沥，记者在
第 75集团军某防空旅训练场上感受到
的却是一派火热氛围。

细雨中，随着一阵阵刺耳的刹车
声，10余台导弹战车依次骤停，呈战斗
队形疏散配置。随着一营二连连长孟
庆云一声令下，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战
士从战车中鱼贯而出，迅速进行战斗
准备。
“这是一场计划外的训练，也是我

们新年度开展的第一次作战试验，空军
战机的轰鸣声为我们拉响了战斗警
报。”孟庆云快人快语。

指令声刚落，担任 1号导弹装填
手的中士王辉便冲在最前面，迅速引
导两台导弹运输装填车稳稳停在导弹
发射车两侧，进行导弹装填。现场抓
训的教导员李国华告诉记者：“编制体
制调整后，我们不断创新改进训练方
法，现在比传统的导弹装填速度快了
一倍！”

经过几十名战士的协作配合，一
切战斗准备就绪。营长欧海峰按下秒
表，大喊一声：“还可以更快！”在这
场与友邻空军的“背对背”对抗训练
中，尽管官兵一直抢时间，但欧海峰

对这个比大纲标准快了数分钟的成绩
并不满意。
“重头课目来了！”欧海峰刚提醒记

者注意雷达显示屏上的“敌机”轨迹，1
号操作手杜毅面露愁容：“雷达受干扰，
目标丢失。”孟庆云一边查询以往作战
数据，一边镇定下达应对指令。成功捕
获“敌机”后，杜毅赶紧精心保存好采集
到的“敌机”飞行数据。

据欧海峰介绍，部队调整移防前，
旅里列装的某新型导弹武器系统曾一
度面临“训无对手、练无空情”的窘境，
只能依靠理论数值。而在演练对抗

中，对手装备千差万别，作战环境千变
万化，先前按理论数值研究的战法难
以奏效。
“这一难题，在我们旅调整移防后

得以破解。”正在一营指导训练的旅长
刘顺余告诉记者，他们及时与空军某
部建立联训机制、空情通报机制，分层
次展开营、连、排、班各级作战试验，内
容涵盖装备性能测试、机动与快速反
应等多个方面。

构建逼真对抗环境，推进作战试
验“试法”向联合作战“战法”靠拢。为
进一步吃透作战试验结果、用好装备
数据，他们与友邻空军部队建立健全
“背对背对抗、面对面交流”的互访交
流机制，将实战数据与理论指标间的
偏差转化为可根据环境修正的变量，
使作战数据不仅能反映当次对抗情
况，而且成为下一次作战行动的参考。
“截至目前，全旅已有百余个试验

课题结题。”刘顺余说，某型导弹武器系
统实际展开时间比理论值明显缩短。

欧海峰接过话茬说，受益于作战
试验，他们不仅自主编写了 14个制式
化、流程化训练规范，装备运用也由陌
生到娴熟，多项战训法得到演习检
验。不到 3 年时间，全营战斗力实现
跃升。

说话间，方舱内的气氛瞬间紧
张。杜毅报告，一架“敌机”超低空突
防袭来，由于雷达发现时间晚，“敌机”
从眼皮子底下溜了。孟庆云极不甘
心：“吃一堑、长一智，赶紧把数据保存
下来，我们回去好好研究对策！”

一个小时后，“敌情”解除，战士们纷
纷跳下战车，归营返回。随即，队伍里响
起官兵雄浑有力的口号声：“先锋一营，
只争第一！”

左上图：搜索目标。

张正举摄

春节前夕，记者走进第 75 集团军某防空旅训练场—

作战试验：从“试”向“战”靠拢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王 豪

暖 心 故 事·爱 满 军 营 陆军某边防团雀干托盖

边防连官兵冒着严寒，骑马

巡逻，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全

稳定。

王 越摄

本报讯 徐水桃、特约记者康克
报道：美美地吃一顿温馨午餐、开心地
看两场贺岁影片、如愿买心仪已久的
护肤套装……盘点自己来队后的生
活，第 83集团军某旅上士樊涛的妻子
黄雪玲心情格外舒畅。这得益于旅里
推行的暖心措施，让官兵和家属的团
聚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以往，考虑到部队驻防市区、交通
便利，该旅规定：一般请假外出每日安
排两批，各半天。然而，半天时间对希
望与丈夫拥有更多幸福时光的军嫂们

来说，却有点紧张。除此之外，有的连
队干部休假，留队干部只能带家属到宿
舍聊聊天、在营区里散散步；有的营连
组织集体活动多且要求人人参与，挤压
了官兵陪伴来队家属的时间……
“部队管理既要讲制度也要讲温

度。”该旅党委分析后感到，不能让
不符合实际的规定凉了来队军嫂的
心。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他们制订
了《提升春节来队家属幸福感八条措
施》，明确规定：春节期间，采取机
关干部代职、营干部住连代管等办

法，解决干部家属来队“脱不开身”
的问题；适当放宽家属来队官兵外出
时间，除战备演练、紧急出动等情况
外，营连不得随意干涉打扰；对于单
位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家属来队官
兵可以不参加。

春节前，运输连指导员吴嘉浩的
妻子党红千里迢迢赶来与丈夫团聚，
营里第一时间安排副营长林强住连协
助管理连队，让吴嘉浩有更多时间陪
伴妻子。吴嘉浩感动地说：“和家属
团聚的时光多了，心里暖融融的。”

第83集团军某旅着力提升春节来队家属幸福感

亲人团聚 心暖情浓

“候车的现役军人旅客，请持证件
到位于候车大厅中部的军人候车区，
我们安排了专人值班。”1月 30日下午
1时许，四级军士长师庆鹏带着妻子刘
利园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从吉林乘坐高
铁，一家人刚到沈阳北站候车大厅，就
听到一段广播提示。

听到广播，刘利园才想起，几周前她
在沈阳北站候车时，军人候车区没有专
区管理。“如今军人候车区有了专人值
守，太方便了……作为军嫂，必须为这个
‘专属福利’点个赞！”刘利园笑着说。

军人候车区位于候车大厅中部，

刚刚装修一新，显得温馨而整洁。“您
好！请出示车票和军人证件。”值班人
员核对完票证之后，随即将师庆鹏一
家带到一个长条沙发椅前。看到刘利
园怀抱熟睡的孩子，值班人员立即帮
忙让孩子躺在沙发上，又为夫妻俩端
来了热水……热情周到的服务，令旅
途劳顿的夫妻俩倍感温暖。

环顾军人候车区，座椅都是软沙
发，还配备茶几、电视、冷藏柜、饮品
等。军人候车区入口处，该站军代处
张贴的“服务电话”标示牌摆放在醒
目位置。军代处主任韩其宏说，沈阳

北站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客运枢纽站，
客流量大。全国春运启动以来，他们
在人手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所有干
部和工作人员接力值班，最大限度地
为过往军人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据悉，春节前不久，沈阳北站在该
站建立重点旅客候车区。军代处第一
时间向北部战区军事运输调度中心领
导汇报，决定在该站进一步优化原军人
候车区环境，提高服务保障质量。经中
心领导与铁路部门反复协商，最终将军
人候车区一并改造升级，安排专人值守
接待，并于今年春运同步启用。

北部战区协调沈阳铁路部门优化军人候车区环境

军人候车 专人接待
■潘 诚 胡 兴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