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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暖 心 故 事·爱 满 军 营

本报讯 代文新、特约记者汪学潮
报道：“坚持领导以上率下，带头研战谋
战，带头进入战场……”近日，沈阳联勤
保障中心百余军师旅团军事主官爬冰
卧雪集智攻关研训，在模拟实战中采集
各项保障数据，探索严寒条件下联保联
训的方法路径。

驻地在胶东半岛的野战加油站分
队，被拉到-20℃的白山黑水间展开演
练。野战加油站开设课目训练中，展
开的输油管线上冻变硬，撤收困难；夜

间紧急前出保障期间，因低温导致锂
电池电量锐减，可以在常温下使用的
手持通信装备很快断电，一度造成指
挥中断……

面对严寒考验，百余将校宿营雪
野，昼夜参与野战救护、弹药投送、油料
补给等课目演练，采集“人员反应速度”
“车辆低温启动时间”等数十组严寒条
件下保障数据。实保实训中，他们利用
无人机为野战医院实施警戒巡逻训
练。无人机在严寒条件下续航时间缩

短，第 962 医院院长于金昌创新提出
“在无人机上覆盖保温层”的方法，有效
提升低温条件下电池续航能力。

练“脑力”也要练“体力”。20公里
野战拉练急行军，中心领导当排头，不
少参训人员因长途行军双脚打起血
泡。途中，他们还进行模拟战伤救护
训练，将“伤员”送抵北部战区总医院
开设的野战医院输液，医护人员为输
液管装上加温器，确保液体温度正常。

据悉，3昼夜内，参训人员集中进行
快速机动、野外宿营、实弹射击等联保
联训演练，破解多个严寒条件下战场保
障难题，汇编了《冬季训练指导手册》
《严寒条件下装备器材革新成果》，进一
步优化了冬季训练方法。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组织军事主官研训活动

百余指挥员宿营雪野采集数据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装甲车驾驶训练。 张 杨摄

闽南早春，生机盎然。
头顶传来阵阵轰鸣声，一架架直升

机盘旋升空……2月 15日，记者走进东
部战区陆军航空兵某旅营区，感受到浓
浓战味。
“今天我们将进行带战术背景的大

场次跨昼夜飞行训练。”该旅参谋长杨
保卫说，新年开训以来，他们连续组织
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提高战术课目
比重，不断提高部队实战化水平。

此次训练，该旅按照“真、难、严、实”
要求，在训练中融入“敌情”和战术背景，
重点对低空突防、侦察打击、空中投送、
海上编队飞行等高难课目专攻精练，锤
炼部队全时段作战能力。
“计时起飞。”上午 8时，随着塔台

指挥员一声令下，30 余架多型号直升
机从闽南某机场腾空而起，直奔预定空
域，拉开训练帷幕。
“随时注意数据系统”“编队注意保

持无线电静默”……指挥塔台上，各席
位指挥员紧盯电脑屏幕，密切关注训练
空域，不时发出指令，空气中弥漫着紧
张气氛。

得到上级批准后，记者登上一架直
升机跟训。
“低空突防抵近歼‘敌’。”直升机

机组成员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为增加训
练难度，在训练中临机增设的“敌
情”。收悉指令，同一编组的数架各型

直升机利用山谷、树林等低空隐蔽物抵
近目标，在崇山峻岭间忽隐忽现、俯仰
盘旋。突然，一架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快
速仰头拉起，完成跃升，对“敌”目标
进行俯冲攻击。

记者了解到，此次训练他们还与上
级协调开辟多条航线，飞行员驾机赴陌
生地域开展带战术背景的飞行训练。

夜幕降临，部队转入夜航训练。
“夜间飞行训练最大的难点在于地

面参照物少，飞行员视距受限，危险系
数增大。”负责飞行训练的现场指挥员
肖宁介绍，夜间机群编队、夜间超低空
突防、夜间侦察、空中特情处理等高难
战术课目，都需要飞行员带着敌情飞、
瞄准打赢练。
“前方发现‘敌’防空火力点，迅

速规避。”夜色中，一架架直升机时而
聚拢、时而疏散、时而隐蔽突防；跃
升、俯冲、攻击……飞行员们娴熟地完
成战斗动作。地面，灯光组准确引导战
鹰起降，航空加油车鱼贯而入，穿梭于
战鹰之间，机务保障分队忙而不乱，对
直升机快速展开维护。

深夜，随着最后一架直升机平稳着
陆，飞行训练结束。翌日，一场新的战
斗就要打响……

上图：战鹰高翔。

李士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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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央视春晚小品《占位子》

里，几位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座位抢

得不可开交，引得观众捧腹，“C位”也

从网络流行语成为大家口中的热词。

“C位”是中心，也是焦点，对于一支部

队、一名军人来说，备战打仗则是永远

不变的“C位”。

军队强不强，关键看打仗。备战打

仗是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能，是各级党委

的第一要务，是每名军人的主责主业。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迎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也面临着更

加复杂严峻的挑战，对我军备战打仗能

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全军官兵只有

时刻绷紧备战打仗这根弦，立起备战打

仗的鲜明导向，聚焦主责主业，才能回

答好习主席提出的“胜战之问”“价值叩

问”和“本领考问”，全面履行好“四个战

略支撑”的使命任务。

然而，如今一些单位依然存在备

战打仗摆不上位、摆不正位、摆在虚位

的现象：有的单位没有把军事训练摆

到战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说起来重

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有的单

位“二八现象”“五多”问题仍很突出，

挤压备战打仗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有

的实战意识不强，演训场上还在搞形

式主义，摆大场面、练花架子、搞假把

式。

备战打仗是部队永远的中心任

务，决不允许中心偏移的现象存在。

备战打仗工作紧不起来、实不起来，原

因是在思想根子上不少官兵得了“和

平病”，用不打仗的心态作打仗的准

备、用打仗的标准干不打仗的事。各

级应深查实纠过日子的和平思想、重

建轻战的惯性思维、低层次徘徊的备

战状态、过度拔高的安全标准等顽症，

下决心对和平积弊来一个大起底、大

扫除，彻底把战斗队思想立起来、将战

斗力标准落下去。

建立以备战打仗为第一要务的工

作统筹机制。筹划部署、配置资源和

检查督导都应服从服务于备战打仗需

要，把人力、物力、财力向备战打仗聚

焦，从根本上扭转谋战不深、备战不

实、务战不力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应

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

带头进入战场、进入角色、进入情况，

带头练谋略、练指挥、练应变，增强筹

划和指挥打仗的能力，立起新时代指

挥员好样子。全军官兵须强化忧患意

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部心思向

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如此

方能把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

（作者单位：火箭军工程大学）

备战打仗是永远不变的“C位”
■程 斌

本报讯 段鑫、万永康报道：上传
授课材料备案、查阅专题教育资料、通
过首长信箱建言献策……以往基层舰
船官兵必须上岸才能办成的事，如今在
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舰支队的舰船网
络室便能轻松完成。该支队领导介绍，
受益于“网进舰船”项目落地，基层舰船
官兵在办公、学习、文化娱乐等方面的
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基层舰船点多、面广、动态分散，无

法接入强军网一直令官兵备受困扰。
除了学习、娱乐需求受限外，与机关业
务往来时，官兵经常不得不“跑腿”往返
几公里，碰上外出执行任务，部分工作
还会陷入停滞。
“跟不上信息时代的发展，最终影

响的是战斗力。”为此，该支队党委一
班人决定，研究推进“网进舰船”项目，
为基层舰船接通强军网破障解难。他
们邀请高校专家和厂家技术人员实地

考察，论证建设方案，破除技术壁垒；
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赴军港码头搭设基
站、铺接光缆、连入舰船，架设信息“高
速路”；出海执行任务期间，保持常态
接入网络，终于成功让“移动营盘”上
了网。

前不久，该支队青海湖舰三级军士
长李平在任务途中通过强军网了解到
家属随军的相关政策法规，及时上交相
关材料，并很快收到回复。解除了后顾
之忧，李平投身练兵备战劲头十足，在
近日该支队组织的航海专业比武中，他
打破训练纪录摘得桂冠，被上级表彰为
备战打仗先进个人。

南海舰队某支队推进“网进舰船”项目为基层解难

“移动营盘”接入稳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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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性担当，让“强军种子”生根发
芽。习主席视察基地时的那批新兵，已
有 116名战士考入军校，17名战士先后
立功。近年来，从基地走出了新兵 6800
名、学员兵 8900 名，148 人进入师以上
参谋机关工作，56 人走上营连主官岗
位，500余人担任班长骨干。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2014 年在武警新疆总队某部
特勤中队视察时，习主席用诗句勉励
官兵们培养不畏艰苦、不怕困难的坚
强意志。

越是复杂严峻的环境，越能磨砺意
志。特勤中队每季度进行一次“魔鬼
周”训练，负重 30 多公斤在高温酷暑、
冰天雪地中风餐露宿。2015年底，中队
35 名官兵连续 50 余天战斗在反恐一

线，圆满完成10余项任务。
这几年，中队官兵牢记习主席嘱

托，先后打赢 30余次反恐战斗，被武警
部队授予“反恐先锋中队”荣誉称号，被
国家民委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示范单位”。
“请习主席放心！”这不仅是该中

队官兵的心里话，更是全军将士的铮
铮誓言。

奋楫中流勇为先
（上接第一版）一整套解决深层次矛盾问
题、有重大创新突破、人民军队特色鲜明
的改革设计破茧而出。

2015 年 11 月 24 日，中央军委改革
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主席向全军发出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动员令：全面实施
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随后，一幅幅详尽周密的目标
图、路线图、施工图徐徐展开。

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是这轮改革的“首
场战役”，通过“强大脑、健中枢”，重在破除
体制性障碍，立起军队的“四梁八柱”——
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
队，调整组建15个军委机关职能部门，划
设5大战区，完成海军、空军、火箭军、武警
部队机关整编工作，实施联勤保障体制改
革，组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
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新的军委纪委、新的
军委政法委，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人
民军队组织架构实现历史性变革，军委管
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初步形成。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是这轮改
革的“第二大战役”，通过“强筋骨、壮肌
肉”，重在解决结构性矛盾，打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军事力量体系——优化军兵
种比例，18个陆军集团军调整重组为 13
个，空军保持原有体量，海军和火箭军略
有增加；大幅精简非战斗机构人员，充实
作战部队，在总员额减少 30万的同时，
作战部队员额不降反增；深化军队院校、
科研机构、训练机构改革……部队编成
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是这轮改革的“第
三大战役”，通过“通经络、活气血”，重在
解决政策性问题，重塑我军政策制度，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
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
涌流。军队代表委员自豪地说，军队改
革“三大战役”，梯次接续、前后衔接、压
茬推进，向全面胜利的目标迈出决定性
步伐，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
局一新、面貌一新。

坚持思想解放，破除

思维定势，与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要求相适应

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

正在形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创新离不

开思想解放，最需要思想解放。
来自第 79 集团军的谢正谊代表对

此感触颇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也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我印象最深的是，习主席说，要破

除思维定势，树立与强军目标要求相适
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谢正谊代表
说，这几年，改革创新一步一个境界，人
民军队始终充满蓬勃朝气，功在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

长期以来，我军实行作战指挥和建
设管理职能合一、建用一体的体制，总部
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根深蒂
固，陆战型的力量结构，国土防御型的兵
力布势，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制胜观念
早已深深烙入一代代官兵脑海。

徐洪刚委员至今清楚地记得，2016
年元旦刚过，习主席在改革启动后第一
次视察部队时就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改转并行，主动来
一场思想上的革命，从一切不合时宜的
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
来，防止穿新鞋走老路。

时隔两个月，全军团以上领导机关
开展“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大讨
论，一场“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
工作方式”的“观念突围”拉开帷幕。

既转“身子”，又换“脑子”。军委
机关各部门加紧厘清权责边界，规范工
作流程；各战区从“形联”走向“神
联”，联合作战值班、联合作战推演成为
常态；“脖子以下”改革中新调整组建的
部队，努力缩短磨合期，加速形成战斗
力……步入“新体制时间”的人民军
队，开始了改革征程上的“二次创新”。

新时代，面对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
局”和世界新军事革命全方位、深层次发
展带来的严峻挑战，从制定新形势下军
事战略方针，到提出军队建设“五个更加
注重”战略指导，从坚持政治建军、改革
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到聚焦练兵
备战，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一系列战
略布局和战略举措，标志着我们党对国
防和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
高度。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

跋山涉水，在新的起点

上接续淬火砺剑、接力

开新图强

这几年，全国人大代表宋善玉历

经摩托化步兵、机械化部队、合成部队
的基层岗位，最近又到了陆航部队场
站任职。
“ 短 短 几 年 时 间 ， 部 队 番 号 变

了、任务也变了，但是，新编制内人
装编配、能力需求、任务特点等仍需
要继续探索，虽然我们已走过千山万
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宋善玉代表
说，新时代，仍需要在新的起点上接
续淬火砺剑、接力开新图强，以改革
创新精神继续开拓国防和军队建设新
局面。

党的十九大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对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
战略部署——确保到二○二○年基本
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二○
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
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军队。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的路线图、

时间表，为继续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勾
勒了宏伟的发展蓝图。”来自火箭军的
军队政协委员张金成说，世界一流军
队，必须有一流的军事理论、一流的组
织形态、一流的军事人员、一流的武器
装备。

一年多来，从大力加强军事理论创
新统筹，完善军事理论创新链条，健全
军事理论创新管理机制到全力加速组
织形态现代化进程，坚决打好深化政策
制度改革的“第三场战役”，在优化规模
结构、完善政策制度等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从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军事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规划细化军队人才建设
“路线图”到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向科技
创新要战斗力，加快推进高新技术武器
装备体系建设……全军上下在军事理
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
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迈出了可
喜步伐。

2月 21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在京召开，
一次审议了 10余份涉及改革期间的政
策制度。军队代表委员表示，改革不是
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要继续强化问
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树立“自信
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进取精
神，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的战略定力，增强“功成不必在我，
建功必须有我”的历史自觉，将改革进行
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