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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王卫东

2月13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组织飞行员在高原雪山峡谷进行

飞行训练。

王 昊摄
战鹰飞向雪山峡谷

寒冬子夜，记者辗转来到火箭军
某导弹旅野外驻训场。深山腹地，一
场跨昼夜对抗式火力突击演练，已持
续30多个小时。

指挥方舱内，发射一营营长尹
东双眉紧锁，目光紧盯不停闪动的
屏幕。

几分钟前，该营发射梯队刚刚摆
脱“敌”卫星侦察，向发射阵地疾
速转进。此时，指挥平台传来预设
阵地“遭敌精确打击”的信息。按
照常规作战流程，临时变更阵地，
很难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火力打
击任务。
“抢占备份阵地，展开缩时操

作！”紧迫时刻，尹东果断通过指挥
平台向各号位发布命令，发射准备时
间大大缩短，导弹最终按时“发射”。
“战场上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

对手，而是来自僵化的思维模式。”
走下战位，尹东感慨地说。

去年 6月，尹东由发射连长破格
提拔为发射营长。权责战位的变化让
他更加迫切地意识到，要想将营队锻
造为具备多种能力和广泛作战适应性

的“刀尖铁拳”，就必须以战斗力为
“靶心”，毫不手软地破除官兵思想中
的和平积弊。

上任伊始，尹东把“第一把火”
烧到炊事班。他在全营宣布，要打造
全旅首个“炊事班发射班组”。旅战
备拉动考核，尹东为防止目标暴露，
果断缩减营指挥所配属车辆。

冬季野营拉练，气温降至零下 10
摄氏度，尹东主动向旅里申请抬高训
练门槛，要求官兵凭地形图和指北针
在雪地中限时奔袭至目标地域。

不久，在旅里组织的对抗比武
中，尹东以发射分队长身份率“炊
事班发射班组”上阵，一举夺得亚

军。官兵们惊喜地发现，该营炊事
员已脱胎换骨，成为个顶个的发射
号手。

不仅如此，尹东提出的作战编
组方案，经上级论证通过后，在基
地范围内得到推广；营队在旅里的
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中获得集体
第一……

破弊立新，其路修远。经过新岗
位历练，尹东对备战打仗有了更深的
理解。即将再次赴京参加两会，他在
议案中这样写道：“练兵备战的思维
不能一成不变，只有突破头脑里固有
的‘发射窗口’，才能打赢变幻莫测
的未来战争。”

军队人大代表、火箭军某导弹旅营长尹东—

破弊立新勇当先
■本报记者 王卫东 通讯员 孙丰皓

“我们这代人，一定要敢于解决问

题。”多次采访尹东，他说得最多的是

“敢”字。从连长到营长，他做得最多

的也是这个“敢”字：敢于冲破思想观

念的束缚，敢于向不符合战斗力生成

规律的现象说“不”……

改革强军的新时代，需要更多像尹

东一样敢于打破一切不符合实战要求

的思想桎梏、经验枷锁、虚假套路的新

型指挥员。唯有像尹东一样，在破弊立

新中积极探索备战打仗“最优解”，才能

锻造克敌制胜的锋锐利刃。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能不忆江南？”2013年 3月8日，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引用诗句赞江苏美
景，嘱托江苏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施“碧水蓝天”工程，让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江苏经济总量占全国十分之一，但
人多地少、资源缺乏、环境容量小始终是
特殊省情，成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突出矛盾。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引领下，江苏近年来持续发力，调
“优”生态布局、调“轻”产业结构、调“绿”
发展底色，如刺绣般细致、扎实、用心，一
针一线绣出更美丽的图景。

近 6万“河长”护卫

一池清水

走在位于徐州贾汪区的潘安湖湿地
公园内，湖水清澈、水草丰茂、果木葱茏、
群鸟栖息。难以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
荒凉的采煤塌陷地。
“贾汪”得名于明朝万历年间，因泉

水汇集成汪，临汪而居的人大多姓贾。
但 130余年的煤炭开采，让“泉城”变成
了“煤城”，留下13万亩塌陷地。

为将“生态包袱”转化为“绿色资
源”，贾汪先后实施潘安湖等 82个塌陷
地治理工程，通过村庄异地搬迁、基本农
田整理、采煤塌陷地复垦、生态环境修
复、湿地景观开发“组合拳”，重现“碧波
荡漾、湖阔景美”之貌。

毕于瑞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任徐州铜山区委书记，该区 2011 年
被授予“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称号，坚
持“因村施策”，侧重旅游经济的乡镇
不考核工业指标，以免盲目引入项目
污染环境。

亲耳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
时，毕于瑞格外激动,坚定了信心、明晰

了方向。2017年当选徐州市副市长后，
毕于瑞分管水利水务，全面推行“河长
制”，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改善、
水生态修复。

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
半城湖”，贾汪乃至整个徐州之变是“水
韵江苏”的缩影。

江苏六分之一的面积为水域，伴水
而生、因水而兴,却在 2007年遭遇了空前
的水危机——太湖蓝藻堆积、湖水恶臭、
水厂关停。

水危机看似“突如其来”，实为长期
环境污染恶果的集中爆发。之后十年，
江苏各级财政投入太湖治理的专项资
金，以及带动投入的社会资金，累计超过
一千亿元。

当下风行全国的“河长制”，即发源
于太湖治理。目前江苏共落实省市县乡
村五级“河长”5.7 万余人，实现了水体
“全覆盖”。

1月 23日，江苏省太湖水污染治理
检查考核组对太湖治理工作展开“全面
体检”。2007 年至今，太湖流域人口增
加了 2000 万、GDP 是原来的 3倍，太湖
水质却实现了“一年比一年好”的目标。

而曾是全太湖水质最差的太湖无锡
水域，2018 年主要水质指标好于全太
湖，尤其是一直抑制水质转好的总氮指
标，11年来首次达到Ⅳ类标准。

铁腕治污“还旧账”

“换新颜”

刘玲当选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十
年是她最珍视的时光。

作为江苏省律师协会副会长，人大
代表的经历让她关注更多社会热点，包
括环境问题。“不仅是水，还有空气、土
壤，治污的力度逐年加强，相关法律法规
也不断完善。”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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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一场实兵对抗演练在
深海拉开战幕。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
支队任务艇刚刚潜入海底，便发现
“敌情”。

“报告艇长，发现来袭鱼雷！”面对
“敌情”，航海业务长喻利军建议快速驶
离当前位置规避对手攻击。转移中，官
兵抓住机会锁定对手，并迅速做好鱼雷
攻击准备。鱼雷脱管而出，战报传来：
“攻击成功！”

航海专业是潜艇战术行动的重中之
重，若是没有准确的航向引导，就难以
击中目标。从事这个专业的官兵由于长
期“观星追日”测航向，被战友们誉为
“走出深海追逐太阳的人”。

这天，天刚蒙蒙亮，喻利军的爱
人宋云就追着他的背影来到码头送
饭。从大年三十开始，她每天都踩着
第一缕阳光给丈夫送来热气腾腾的早

餐。这个新春，喻利军又一次放弃了
休假，像往常一样每天早上 5时起床，
扛着设备来到码头。一年 365天，每天
的观测数据都不同，他的脚步也几乎
从不停歇。

喻利军的笔记本封皮已磨得斑驳，
记者随手翻开一本，上面记录着密密麻
麻的数据。在一旁做辅助工作的某艇员

队航海长于洋告诉记者，这样的笔记本
喻利军有上百本，他曾经从几万组数据
中探寻出一个量差法。

晨光辉影，在常人眼里是一个浪漫
的词，可在这些“追太阳”的人眼里就
是一组组珍贵的数据，他们的功夫就是
从一天天的数据中积累来的。

去年 5 月，海军组织“司南杯”
航海技能比武，喻利军率队赴渤海某
海域进行强化训练。短短 16 天，他
们每天凌晨 3时开始训练，晚上 10 时
休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大家休
息以后，喻利军还要对当天的训练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白天看太阳，晚上

找星星……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在比武中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好
成绩。

春节后的首次实战化演练，喻利
军看得很重。他说：“这几天听着爆竹
声测数据的苦功没白费，准确校正了
近日温度骤降造成的误差率。”

记者翻开喻利军的日记，一句话触
动人心：“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在
人生的选择中成为潜艇部队的一员，穿
上军装、守卫海疆，再苦再难都觉得值
得，我也一定会坚守潜艇人‘不后悔、不
后退、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继续在
深海大洋中犁浪前行。”

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航海业务长喻利军—

走 出 深 海 追 逐 太 阳
■茆 琳 董存金 本报记者 王凌硕

演习时满足于按程序走，缺乏应变能力；训练教

条化，只会在固定条件下组训施训，很少考虑实战背

景……某部着力纠治演训场上的和平积弊，曝光一些

“程式化”的陈规陋习，强化了官兵实战意识，提高了

部队备战打仗能力。

欲要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战实练。然而，个别

部队在训练和演习中偏离实战的现象依然存在。有

的一提实战化就是搞体能、学标图，不研不练本职岗

位最该练的东西；有的指挥员仍把心思用在编脚本、

念稿子上，进了战位不熟悉情况、不了解对手；还有的

敌情设置理想化、环境构设简单化……这些“程式化”

的套路不克服，纵然操练一千年，又有何用？

高标准固然需要体现在一招一式、一枪一弹上，

但绝不能偏离战斗力这把“铁标尺”。各单位应坚持

真难严实标准抓训练，自觉更新训练理念，端正训练

作风，真正做到训战结合、战训一致。每名官兵应把

实战化怎么“实”研究透，努力在真枪实弹、真打实练、

真考实训中提高打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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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翟晓伟、记者张海华报道：
去年底，在上级组织的按纲建队考核中，
武警许昌支队禹州中队成绩突出，被武警
河南总队推荐为武警部队“十佳标兵基层
中队”参评候选单位。消息传来，负责帮
建的副支队长马永脸上露出了笑容。去
年初，他在签订帮建基层责任书后，来到
该中队驻点帮扶。经过深入调研，他与该
中队党支部一班人一起认真分析问题，研
究解决措施，扎实推进工作，使该中队党
支部自建能力取得明显进步。

与马永一样，如今，该总队机关干部
帮建基层时，都会把改革调整中遇到的
突出问题作为帮建重点。“基层是战斗力
的刀尖子，抓基层就是抓战斗力。越是
改革调整期，越要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

工作。”该总队领导告诉记者，编制体制
调整后，基层建设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
问题。去年以来，总队党委改变以往帮
建不固定人员、单位的做法，划分片区实
行各级“一对一”帮建责任制，对帮带目
标、标准要求、职责分工等逐人逐项明确
权责，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换单位、效果
达不到不换人员”。

帮建责任制的实行，带来了压力，也
增强了动力，促使各级集中精力研究破
解基层改革调整中遇到的难题。改革调
整后，大队一级党组织数量增多，负责包
片帮建开封支队的总队组织处党员干部
梳理总结出制约大队建设发展的 11个
短板弱项，与支队党委研究制订建强“前
沿指挥所”的工作规范，将推进执勤设施

更新、合理安排休假等官兵关心的问题
纳入其中。去年 4月，该支队执勤一大
队参加特战分队特种专业集训比武，3个
课目名列前茅。大队长杨楠说，在上级
的帮建下，大队改革调整周期明显缩短。

责任制关键在于“责任”二字。该总
队坚持把问责贯穿全程，通过巡查抽查、
定期考评，每季度对帮建基层情况进行
检查考评，对指导帮带不尽责、解决问题
不彻底的，追究挂钩单位和帮建干部责
任。前不久，某中队一名战士违规上网
造成不良影响，该总队不仅严肃处理当
事人，还对负有帮建职责的机关干部进
行诫勉谈话。

推行帮建基层责任制，让改革调整
的“窗口期”变成了基层建设的“跃升
期”。去年，该总队有 66个大队、中队受
到各级表彰，成功处置执勤险情 20 多
起，自上而下形成了“有权有责有担当，
尽心尽力谋打赢”的浓厚氛围。

武警河南总队改革调整期间推行帮建基层责任制

改革调整“窗口期”成为基层建设“跃升期”

编者按 习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强调，加强领导，科学统筹，狠抓落实，
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武警河南总队坚持重心下移抓基层打基础，通过建立帮建责任
制，强力督导各级主动解决建设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基层建设呈现稳步
向上发展的良好态势。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