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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主人公心语：战场无亚军，唯有练就

克敌制胜的绝招硬功，才能保卫祖国富

强昌盛。 ——祖国强、祖国昌

初夏时节，密林深处，云遮雾绕。两
个侦察小组正在进行隐蔽伏击，一场“斩
首”行动悄然打响。带队的小组长正是
第 72集团军某合成旅孪生兄弟祖国强、
祖国昌。

同年入伍、同年当班长、同年提干，
如今又同时担任连长。兄弟俩入伍 15
年，比拼 15 年，在相互较劲、互砺刀锋
中，锻造出一对精武强能的胜战尖兵。

刚入伍时，兄弟俩训练成绩并不理
想，哥哥主动找到弟弟挑战：“看谁率先拿
先进！”自此，兄弟俩比着学、拼着练，新兵
训练结束，两人都被评为“优秀新兵”。

2007 年初，兄弟俩刚选取士官，就
一同被推荐到原南京军区“猎人”集训队
参加特战课目训练。
“当哥哥，就要为弟弟做好榜样！”哥

哥祖国强回忆说，400 米障碍是自己的
弱项，他就请队友用摄像机拍下训练过
程，晚上休息时通过视频回放查找问题，
逐个研究改进措施。短短 1个月，祖国
强磨破两双鞋，体重掉了 10多斤。苦吃
多了骨头硬，集训队第一次考核，祖国强
一举拿下两个单项第一。
“哥哥好样的，我也不能差！”弟弟祖

国昌不甘示弱。射击是他的拿手好戏，
卧倒、屏气、凝神，随着一阵枪响，200米
外 5个灯泡接连破碎，考官当即竖起大
拇指。这次考核成绩出来后，祖国昌综
合成绩排名第二，略胜哥哥一筹。

负重越野，哥哥祖国强穿上沙背心，
弟弟祖国昌就往背囊里塞砖块；射击训
练，祖国强练据枪时间长，祖国昌就在枪
管上挂水壶；徒手攀崖，他俩挑的都是又
险又陡的峭壁；潜水训练，别人每天训练

1个小时，他们加练到氧气用完……
集训结束时，祖国强取得山地战术、

山地逃生、轻潜水、特种驾驶、特种救护
5个单项第一，祖国昌取得步枪速射、意
志障碍、攀崖 3个单项第一，兄弟俩双双
荣获“优秀猎人”勋章。

从昔日的特战尖兵到如今的荣誉连
队连长，身份换了角色没变，他俩再次较
上了劲。

2017年，该旅成立射击尖子集训队，

兄弟俩被委以重任。弟弟祖国昌是神枪
手，担任射击尖子集训队队长，他一心扑
在训练上，解决了多个训练难题，提高了
队员精度射击优良率。哥哥祖国强主动
参与射击课目重难点攻关，面对隐显目
标射击课题，他带领攻关小组反复研究，
查找出影响射击成绩的 10多个问题，并
通过制作辅助训练器材，提高训练效率。

训练上互不相让、互相较劲，但兄弟
俩感情越比越浓、越比越亲。熟悉兄弟
俩的人都知道，他俩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带兵都是出了名的严。

战术训练时几个新兵吃不消。“大家
看我的！”话音未落，祖国强已卧倒，不足
一分钟，完成 3种匍匐姿势转换，他谆谆
教导新兵，“平时不拼命，打仗要丢命！”

步枪精度射击考核，战士陈云兵虽
然打出 5发 43环的成绩，但比平常发挥
还是差了一点。第二天，祖国昌就把他
单独带到训练场：“你跟着我练瞄准，我
不闭眼，你就别闭眼。战场上 1环之差，
都可能决定生死！”

十年磨一剑，上阵亲兄弟。当了连长
后，两人从个人比拼变成连队竞赛，较量全
新“升级”。两人都铆着一股劲，希望自己
的连队最优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把
连队锻造成一把令敌人胆寒的胜战尖刀。

左上图：祖国强（左一）、祖国昌（右

一）带领官兵训练。 汝 飞摄

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孪生连长”祖国强、祖国昌相互比拼苦练打赢本领—

互砺刀锋，精武兄弟竞逐沙场
■史亚翔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某旅为提高各级干部的信息化素养，科学

调整军事训练考核内容，增加通信组网、兵棋推

演、指挥控制系统等信息化课目比重。军事训

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制胜未来信息化战场，必

须在练兵备战中融入更多信息化元素。

军事理论家杜黑曾说：“战争——这是未

来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来

迎接它。”科技日新月异，将人类对战争的认知

带入一个全新境界。现代战争千变万化，首先

表现在信息对抗领域的波诡云谲。短短几十

年时间，平台、侦察、传输、感知、控制等一系列

武器系统的信息化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随

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尤其是脑电波控制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井喷式”发展，未来战场

对信息化装备的依赖程度将更大。

现代战争表明，取胜一方往往都在信息

化领域拥有绝对优势。贝卡谷地之战中，以

色列利用预警机和电子干扰飞机获得战场信

息主动权，仅用短短6分钟就摧毁了叙利亚军

队的19个“萨姆”防空导弹阵地。伊拉克战争

期间，美军采取精确的“斩首行动”，“战斧”巡

航导弹、F-117隐形战斗机等信息化含量极高

的武器，在战场中展现出强大战斗力。在叙

利亚战场上，参战的俄军无人机近80架，无人

作战系统与俄军当前正在进行的信息化转型

高度吻合。毫不夸张地说，不掌握信息化，取

胜就是一句空话。

习主席深刻指出：“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

是决定因素。”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

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

“变数”，未来战场上，指挥员的信息化素养显

得更加重要。虽然近年来我军信息化建设步

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高新装备列装部队，

但从当前训练中暴露的问题来看，一些指挥员

不会用、不善用信息化装备的现象仍然不同程

度地存在。有的放着信息化装备不用，老一套

训练方法仍大行其道；有的碍于面子，觉得和

战士一起学习信息化装备有失身份……未来

战场上，指挥作战需要统筹和操作大量高技术

武器装备，倘若指挥员信息化素养跟不上，指

挥都成问题，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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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谋也，因敌制胜。”今天对信

息化战争准备得越充分，指挥员信息

化素养越高，明天走上战场胜算就越

大。对广大官兵来说，需要在练兵备

战中融入更多信息化元素，把学习前

沿理论与研究战争实践结合起来，遵

循战争演变的新趋势，构建战役战术

相衔接的联合训练思路，拓展诸军兵

种广泛参与的协同训练体系。只有坚

持用信息化眼光对待新事物、用信息

化观念分析新情况、用信息化办法解

决新问题，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

构、丰富知识储备，才能推动我军信息

化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作者单位：陆军参谋部）

本报讯 孙飞、杨学强报道：初夏
时节，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在某海
域组织体系对抗演练，红蓝双方围绕争
夺制空权、制海权展开激烈角逐，多项
新战法训法得到检验。
“如何提升复杂环境下突防突击

能力？突防成功后如何快速接近目
标？”今年以来，针对未来战场可能出
现的新问题，该旅党委一班人做出决
定：立足战场实际，创新战法训法助推
战斗力提升。

为此，该旅挑选作训参谋和飞行

骨干成立战法训法创新研究小组，建
立战法训法资料库，采取网上推演等
方式，探索适应未来战场的战法训
法；与兄弟部队开展对抗演练，组织
飞行员进入雷达方舱、导弹发射车，
向兄弟部队学习请教，让飞行员在了

解对手的过程中出新招、练实招。此
外，他们增加对抗空战比重，组织山
谷低空飞行、夜间实弹射击等实战化
课目训练，锤炼飞行员应对复杂空情
的处置能力。

这次演练，飞行员带着新鲜出炉
的战法成果，在海天之间激烈对抗。
演练过程中，红方飞行员龚毅充分利
用地形、地物进行隐蔽突防，成功规
避“蓝方”地面雷达，对“蓝方”目标
实施精确打击。演练结束后，飞行员
们回看视频、判读飞行参数，积极开
展复盘总结，不断完善新探索的战法
训法。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瞄准实战练兵备战

体系对抗助推战法训法创新升级

本报讯 彭思勇、郭靳报道：检验
新装备作战运用、奔赴陌生地域开展雷
达架设与撤收、临机设置特情锤炼学员
综合处置能力……5月下旬，空军预警
学院组织毕业综合演练，毕业学员沉着
应对连贯实施的实战化课目，圆满完成
各项演练任务。

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

什么就练什么。据了解，在为期 7天的
综合演练中，该院紧贴未来战场需求，
打破原有建制，将学员按雷达站实际编
制分编成模拟战斗单元，全程以实战为
背景，开展快节奏、多课目、大强度、高
难度的综合演练。
“过去总以为学到的知识足够多，

到了演练场却捉襟见肘。”学员李知健

说，虽然自己对专业理论知识胸有成
竹，但演练中还是手忙脚乱，战斗口令
不清晰、指挥流程不熟悉、空情处置不
规范……一系列问题暴露出诸多短板。
“综合演练是校门通向营门的最

后一道认证关口，只有在贴近实战的
条件下进行演练，才能锤炼学员在复
杂条件下的组织指挥能力。”学院领导

说，他们瞄准信息化战争需要，通过构
设复杂的空天目标环境，让空天预警
力量和电抗单元体系实装对抗、红蓝
分队同台竞技，提高学员复杂环境下
情报获知能力。

此外，学院还引入一线部队的最新
战法训法成果，实时更新教学内容，强
化对抗意识，把学员的目光从机械化战
争引向信息化战场，大力培养新型作战
力量。

空军预警学院紧盯未来战场锤炼学员组织指挥能力

复杂特情贯穿毕业演练全程

“一条线索，1391公里，6天6夜……”
5月下旬，第83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上
士季鹏走上讲台，向官兵讲述这次不远千
里的“寻亲之旅”。

4月上旬，该旅偶然获得一条线索，
烈士刘金的亲属很可能居住在广东省四
会市龙塘村。“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决
不能错过。”经过初步核实，该旅党委立
即决定派出季鹏等两名官兵奔赴广东，
寻找烈士的亲人。

刘金曾是该旅前身部队的一名战
士，1951 年，年仅 28岁的他牺牲在抗美
援朝战场。前往广东“寻亲”的官兵经多
方打听得知，刘金烈士的侄媳妇温窝娣
老人尚健在，就住在龙塘村。
“老人听说自己叔叔的老部队来

人了，早早地等在村口。”季鹏对当时
的场景记忆犹新。温窝娣老人今年 83
岁，满头银发，精神矍铄。“你们来了，
我也不图啥，能证明我叔叔当过兵就
行……”有些村里人质疑她叔叔是否
当过兵，如今老部队来人“寻亲”，让老
人挺直了腰杆。
“去之前，也没太多线索，我们本

打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挨着找，最终

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顺
利找到了烈士的亲属。”季鹏说，经过
多方信息比对，最终确认温窝娣老人
就是刘金烈士的亲属。在温老带领
下，“寻亲”官兵来到刘金的旧居前敬
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无数

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不只是墓碑上、
纪念碑上的一个个名字，更代表着一
种弥足珍贵的精神。为他们寻找亲
人，就是对英雄血脉的传承。”季鹏动
情地讲述着“寻亲”历程，台下官兵听
得心潮澎湃。
“把‘寻亲’历程搬进主题教育课堂，

让全体官兵共赴一次红色血脉的探寻之
旅。”该旅领导说，如何让英雄的红色基
因在新时代战士的血脉中赓续传承，是
他们不断思考的课题。

以此次“寻亲之旅”为契机，该旅
多措并举，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传承英
雄血脉。下一步，他们将陆续改造旅
史馆、“战将战例”长廊、英烈英雄广
场、“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广场等硬
件设施，让弘扬红色传统的氛围充盈
整个军营。

第83集团军某旅挖掘红色资源传承英雄血脉—

不远千里的“寻亲之旅”
■刘 超 赖亚飞 陈文龙

本报讯 刘轩铭、于正兴报道：“渤
海之滨，百年东局，强军梦想在这里起
航……”5月下旬，伴随着雄壮的院歌，
一台由陆军军事交通学院学员自编自
导自演的“筑梦孔雀蓝”文艺演出拉开
序幕。他们通过情景演出，讲述新聘文
职人员岗前培训的真实故事，激发广大
教职员工的工作热情。这是该学院用
文化建设推动转型重塑的一个缩影。

2017年，陆军军事交通学院完成调
整组建后，机构调整、规模扩大、人员变
动，单位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面对
这一形势，该院紧贴转隶重组、紧跟职能
使命、紧随抓建形势，丰富院校文化的内
容内涵、创新院校文化的建设理念、涵养
院校文化的时代特质，积极以文化建设
为抓手促进全体官兵合编合心合力。

改革调整后，学院党委大力推进文
化建设，打造“钢铁运输线”特色文化品
牌，构建体现军事特色的精神文化体系；
把开展文化活动与人才培养紧密联系起
来，在学员中分年级开展“立德明志、立
学增智、立身强能、立业建功”文化论
坛。同时，他们注重用文化活动塑造人，
组建了威风锣鼓队、军营棍术队、健美操
队等 10多支文化队伍。其中，威风锣鼓
队曾参加在天津举办的世乒赛、体操世
锦赛等大型赛事的开幕式表演任务。

经过特色文化熏陶感染，学院官兵
和学员精神状态昂扬向上，练兵备战劲
头十足，学院转型重塑驶入“快车道”。
前不久，学院组织联合投送综合演练，参
训官兵和学员密切配合，出色完成演练
任务，学院办学水平得到有效检验。

培植军事文化 推进转型重塑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通过文化育人激发官兵动力

5月28日，火箭军某部在陌生地域组织战备演练，官兵闻令而动，迅速奔向

战位。

翟文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