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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子洋、李鹏飞报道：“海
波，你一定要牢记部队对你的培养，继续
努力，再立新功。”近日，东部战区陆军某
旅战士张海波接到父亲的电话。刚刚被
东部战区陆军表彰为“练兵备战先进个
人”的张海波没想到，自己走下领奖台没
几天，喜报已经送到了父母手中。
“军人的荣誉来之不易，应让他们

第一时间同家人分享喜悦。”该旅政委
李高迅介绍说，为切实提升立功受奖官

兵及其家人的荣誉感，春节前夕，他们
组织专人分赴河南、安徽等多个省市，
走进立功受奖官兵家中，在送去喜报的
同时，宣讲官兵精武强能、矢志强军的
先进事迹。

喜报送到家里去，军属请上领奖
台。以“十大标兵、十佳军嫂”颁奖典礼
暨新春团拜会为契机，该旅还邀请部分
立功受奖官兵的家属来队，走上舞台同
亲人一起享受荣光。“我为丈夫感到骄

傲，感谢部队给他一个建功立业的舞
台！”晚会现场，某连指导员高明凯的妻
子喜极而泣，表示要照顾好家庭，全力支
持丈夫的工作。

荣誉之花开遍军营，练兵热情更加
高涨。荣立三等功的大学生士兵沈泽
阳，听说家人收到了自己的立功喜报，训
练劲头倍增。面对即将开始的侦察专业
比武，沈泽阳定下目标，一定要创造佳
绩，不辜负组织的厚爱。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增强立功受奖官兵荣誉感

喜报送到家里去 军属请上领奖台

暖 心 故 事·爱 满 军 营

本报讯 殷一首、龙轩磊报道：“想
不到在家休养也能收到部队的新年慰
问品，真暖心！”近日，在河北邢台老家
休养的伤病残士兵小刘，收到一份来自
1000多公里外的特殊包裹。小刘所在
的第 74集团军某旅，通过快递将一封
慰问信和新春慰问品送到了他的家
里。据悉，今年该旅有 10名伤病残官
兵收到了类似的“暖心包裹”。

春节前夕，该旅按计划组织慰问伤
病残官兵。机关在制订方案时发现，除
在驻地附近医院治疗的官兵外，还有4
名官兵在家休养，最远距离部队驻地近
2000公里。“这些伤病残官兵也是部队
建设的功臣，绝不能让暖心工作因距离
而降温。”该旅决定将所有伤病残官兵

纳入慰问范围，切实让他们感受到组织
的温暖，并采取旅领导打一个慰问电
话、旅党委送一封慰问信、单位寄一份
慰问品的方式，把温暖送到官兵心坎
上。

该旅还根据不同需求为伤病残官
兵采购新春慰问品，既有米、油等生活
必需品，又有小家电、春联等年货物
资。伤病残官兵家在驻地周边县市的
由旅领导上门送达，家住外地的则通过
快递投送上门。
“千金难买人心暖！”该旅领导告

诉笔者，他们还专门制订了“帮战友”
活动具体措施，组织开展家属来队、
特困资助、子女教育、体检就医等暖
心工作。

第74集团军某旅关爱伤病残官兵

“暖心包裹”送到千里之外

起床号一响，武警吉林总队机动
支队特战一中队三级警士长李雨坤就
迅速起床整理内务。即将踏上回家旅
途的他，又一次打开已经整理好的行
李箱，看着最上层整齐摆放的三等功
奖章、荣誉证书和立功喜报，脸上乐开
了花。

入伍以来，李雨坤 3次荣立三等
功，是支队有名的“特战先锋”。可李雨
坤心里有遗憾：好几年都没有回家和亲
人过一个团圆年，“带着军功章回家过
年”是他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
“工作向练兵备战聚焦，政策也要

向立功官兵倾斜。”李雨坤的遗憾引起支
队党委的关注。新年伊始，他们出台一
系列暖心举措，“优先安排立功官兵带着
荣誉回家过年”被列为第一项。支队在
保证遂行春节执勤战备任务的前提下，
决定优先安排一批立功官兵和训练标
兵春节休假。同时，支队党委还为每名
休假官兵准备了一封慰问信。
“嘀嘀嘀……”楼下，支队安排送

站的专车到了，战友们簇拥着李雨
坤等立功官兵上车。虽然北国冰
封、寒气袭人，但立功官兵的心里暖
意融融。

带着军功章回家过年
■田甲申 刘 丰

本报讯 李康、朱振涛报道：近日，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召开 2018 年度工作
总结表彰大会，8名来自基层的训练尖
子喜获二等功奖章。该师政委雷鹏介绍
说，在去年的评功评奖中，他们将全部二
等功指标用于奖励在各项演训任务中成
绩突出、表现优异的训练尖子，进一步立
起练打仗谋打仗的鲜明导向。

某团上等兵马旭康，在去年陆军组
织的“精武-2018”军事比武竞赛中战
胜数百名对手，摘得“战场救护”课目
冠军，载誉而归。连队决定为马旭康报
请个人二等功，部分官兵私下议论：
“给上等兵立二等功，可能吗？”师党委

一班人态度明确：只要练兵备战实绩突
出，有功必奖！最终，师党委研究决
定，为马旭康记二等功。

某团军务股参谋郑槿燨，带队参
加师首届“坚韧奇兵”比武竞赛。在
持续 7天 6夜的多课目连贯考核中，他
带伤参赛，带领队伍夺得多个单项第
一和综合排名第二的好成绩，因此荣
立二等功。

评功评奖向训练尖子倾斜，有效激
发了官兵参训热情。近日，该师营连主
官、射击骨干、体能尖子等多个集训队在
天山北麓展开高强度训练，参训官兵顶
风冒雪苦练硬功，训练成绩进步明显。

新疆军区某师树立练打仗谋打仗鲜明导向

8个二等功全部给训练尖子

本报讯 王树财、王昊忠报道：近
日，刚刚带领营队完成野战部署转换
的火箭军某旅发射二营营长陈刚，接
到机关督导组下发的问题整改清单。
针对清单指出的“机动指挥通信能力
较弱”“隐蔽伪装不合理”等问题，他加
紧制订整改措施。这是该旅强化问题
导向，提升部队整体作战能力的一个

缩影。
“提高备战打仗能力的过程，就是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该旅党委
安排机关督导组奔赴各个驻训片区，深
入演训一线跟踪巡查部队驻训实况，认
真查找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第一时
间列出问题清单。各营连结合问题清
单，深刻分析症结所在，制订实用管用的

对策措施。他们还把问题整改情况写进
部队后续训练计划，融入全流程全要素
综合演练中。

针对查找出的野战部署、机动行军
等方面数十个问题和短板，该旅在各营
连自行组织强化补差的基础上，进行数
轮全要素全流程综合演练，有力促进了
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提升。

机关督导组奔赴驻训地巡查
火箭军某旅对照整改清单严抓补差训练

2 月上旬，清甜浓郁的柚子花香让
云南边境小城瑞丽洋溢着新春气息。
然而，夜宿武警德宏支队，记者却闻到
浓浓的硝烟味。

凌晨 4时，一声尖锐的哨音惊醒了
沉睡的营院。“全副武装，紧急集合！”
瑞丽中队指导员鲁茸的口令急促有
力，“同志们，接上级通知，一伙‘毒贩’
试图通过我边境线，我们的任务是配
合警方实施抓捕。立即登车，准备出
发！”

记者坐进武装巡逻车，跟随官兵前
往指定区域。车辆出发，临战的气息扑
面而来，记者立刻紧张起来。

瑞丽口岸毗邻缅甸多个城市，是中
缅边境人员、车辆、货物流量最大的口
岸，也是我国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
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边贸街上商
贾云集，既给当地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也给守卫在这里的武警官兵带来各种
考验和挑战。

道路两边华灯飞掠而过，光影交
迭。四级警士长、战斗班班长李金服
役 13 年，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战
斗。那年，一伙暴恐分子持枪行凶，一
时间人心惶惶。有位百姓拿着落在自
家院里的子弹壳，来中队找武警官兵
求救。“危急时刻，我们必须挺身而
出！”李金说，他们一边安抚百姓，一边
维持边境口岸安定，很快就将暴恐分
子抓获。

暴恐事件平息后，瑞丽百姓牢牢记
住了“爱边疆、爱民族，不怕苦、不怕死，

敢担当、敢作为”的武警官兵，也深深爱
上了这些“孔雀之乡守护神，凤尾竹下
文明兵”。支队组建 20多年来，先后参
与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百余起，完成各种
急难险重任务数十次，被当地各族人民
誉为“云岭卫士”。“有危险，找武警”被
当地百姓唱进歌里、记在心上。

晨曦微露，武装巡逻车行至中缅边
界的南拔河。河水清浅，涉水可过。鲁
茸告诉记者：“不少贩毒分子随身携带
枪支，只有严把第一关口，才能确保边
境的安全稳定。”
“一组在前方树林警戒，二组在卡

点一线设伏，三组占领高处准备狙击。”
鲁茸手指地图发布命令，官兵迅速进入
战位。

7时许，一辆白色小轿车驶入目标
地点。“目标进入伏击地域，车内有 4名
‘毒贩’，各组迅速就位，准备抓捕！”鲁
茸话音刚落，白色轿车停车。“毒贩”发
现百米之外的武装巡逻车，立即弃车而
逃，分头窜入路边林地。
“行动！”李金率先冲出。一名“毒

贩”挥舞匕首，抗拒抓捕。李金抬起枪
托，顺势横扫，击落匕首，在战友协助下
迅速控制住“毒贩”。
“分组包抄！”另一边，鲁茸已带队

冲向茂密的丛林。晨雾缭绕，水汽氤
氲，林间能见度不到 5米。记者摸索着
跑步跟进，很快被甩在队伍后方。
“砰！砰！砰！”数声枪响后，远处

传来搏斗声。几分钟后，鲁茸和战斗班
押着3名“毒贩”返回。

支队长肖卫军说道：“这场‘背对
背’的红蓝对抗，中队官兵打了个漂亮
仗。封控、搜捕、围剿干脆利落，达到了
封死、严搜、快打的作战要求。”
“重大节假日，也是练兵备战时。

唯有从实战出发，不断提高官兵在复杂
条件下遂行反恐作战的能力，才能将熟
悉山地地形、惯于山地活动的不法分子
歼灭。”肖卫军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支
队党委深入研究立体围剿、卡口封控、
精确打击等战法，全面提升了部队打硬
仗、打恶仗能力。

站在“天涯地角”石碑前，看着等待
通关的货车排成长队，来来往往的中缅
边境老百姓欢欢喜喜购买年货，记者对
守护这里岁月静好的武警官兵，心中又
多了一分敬意和感动。

上图：武警德宏支队官兵在瑞丽口

岸巡逻。

本报记者 吴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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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侯彬、魏熙报道：“燃烧
枯枝给冻土加温的过程中，烟雾暴
露目标……”近日，第 80 集团军某特
战旅冬训分队千里机动至林海雪原进
行训练，在构筑工事考核中，第三小组
用时最短，却因“敌情观念淡薄”被判
“出局”。

“战争不分地域天候，复杂环境下
更能暴露出平时看不出的问题。”该旅
旅长徐文丰说，严寒地域，枪管温度过

低影响射击精度，车载电瓶拆卸不及
时导致打不着火，电台电池续航时间
也因低温而明显缩短……

低温严寒条件成为该旅进一步加
强实战化训练的“磨刀石”。该旅作训
科参谋赵光宝告诉笔者，严寒环境下，
以往制订的训练标准很多都出现问
题。对此，他们集思广益，结合训练课
目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大胆探索适应
严寒环境的训练方法。

多次在射击比赛中摘金夺银的“神
枪手”高翔乐，在零下 30摄氏度的雪地
里，射击成绩不甚理想。他通过采集弹
着点的分布规律，很快掌握了低温条件
下的射击要领，在近日的训练考核中打
出满环。据悉，此次适应性训练，该旅坚
持从实战条件出发，连贯实施隐蔽伪装、
战斗勤务、野外生存、滑雪技能等10余个
课目，总结梳理出经验成果20余项，有效
提升了部队训练水平。

第80集团军某特战旅展开寒区适应性训练

低温严寒，实战训练不松劲

本报讯 连宏伟、徐鹏报道：前
不久，一场寒潮席卷北疆边关，北部
战区陆军某边防旅驻地气温一度低
至零下 30摄氏度。然而，在该旅室内
训练场，官兵正挥汗如雨，抓紧训练
基础课目。

据了解，该旅驻地冬季严寒漫
长，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40 多摄氏度，
年无霜期 100 天左右。受漫长的严
寒天气影响，该旅部分基础课目训
练无法在室外展开。为此，该旅党
委大力完善室内训练设施，破解极
寒条件下基础课目训练难题。他们
收集梳理 20 余条来自基层官兵的建

议，逐条研究论证。为尽量贴近实
战，室内训练场的地面不做硬化处
理，保持了“野味”“战味”。短短 2个
月，该旅室内训练场便完工，经过严
寒环境测试后投入使用。笔者在现
场看到，室内训练场不仅有 400 米障
碍等基础训练设施，还有绳网、攀岩
墙等拓展训练设施。
“室内训练场是冬季开展基础课

目训练的辅助场地。官兵在这里储备
体能、练习技能，是为了打牢基础，更
好地走向战场。”该旅旅长刘卫华介绍
说，他们坚持“室内训练，室外考核；室
内辅助，室外实战”的原则，将室内训
练与野外训练对接、训练场与战场对
接、基础技能提高与综合战术能力提
升对接，确保冬季基础课目训练质效
稳步提升。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完善室内训练设施

寒潮来袭，基础课目不断档

2月 11日，第 73集团军某合

成旅把部队拉到野外生疏地域，开

展武装奔袭、隐蔽渗透、野外生存

等课目训练。图为官兵在悬崖峭

壁索降。

吴 达摄

峭壁索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