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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青春。

70年来，一代代子弟兵用热血和青春

捍卫新中国。

“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国决胜疆

场。”一首《强军战歌》唱出了全军将士

的心声。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神州大

地随处可见庆祝的标语。但对于军人

而言，最好的庆祝词不是写在标语中、

条幅上，而是写在战场上，写在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战绩中。

枪膛中有国家的命运，弹壳里有

人民的希望。

回望100多年的近代史，在积贫

积弱的旧中国，战场上胜利一次太

难了！战争无法取胜，国家怎有尊

严？历史上那一幕幕“剜心之痛”

一再警示：落后就要挨打，军弱必

受欺凌。

人民军队的诞生，改变了这一面

貌。以新中国成立为坐标点，人民军

队92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22年用一场场艰苦卓绝的胜利打出

了一个新中国，后70年则守护着新中

国一路成长。

70年砥砺前行，70年凯歌高奏。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积极投身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投身改革开放

伟大事业，成为保卫人民幸福生活、保

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

量。

还记得抗美援朝战争吗？“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

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一场场与强敌

的较量，打出了国威军威。这次被后

人称为“立国之战”的伟大胜利，一

洗中国近现代百年屈辱，亿万华人从

此扬眉吐气！

还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保卫

祖国边疆的反击作战吗？犯我边境、

侵我主权，人民子弟兵绝不答应。人

民军队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撑起了

国家安全的坚强壁垒。正如官兵们写

在老山前线的誓言：图金钱，老山铺

满金砖，谁人肯来？为祖国，战场刀

山火海，我们敢上！

敢为祖国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

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翻开人民军队

战史，胜利数不胜数。面对历史荣光，

肩负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人民

子弟兵依然是“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

了胜利一无所惜”。

胜利最可贵，也最难复制。前人

的战绩并非今人的成绩，昨天的胜利

不意味着今天和明天的胜利。

习主席深刻指出：“我军素以能征

善战著称于世，创造过许多辉煌的战

绩。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能打胜仗的

能力标准是随着战争实践发展而不断

变化的，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

打胜仗。”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

中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是共和

国茁壮成长的坚强保证，也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不管时

代怎么变，为祖国决胜疆场、为祖国赢

得胜利，始终是人民军队必须写好的

时代答卷。

任务不同，但必须完成任务——

70年来，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与时俱

进，但履行使命的结果只能是胜利。

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必须切实担负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四个战略支撑”新

时代使命任务。

战场不同，但必须打赢战争——

人民军队曾一次次在昨天的战场上赢

得荣耀，面对波诡云谲的未来战争，只

有练就“不可战胜的力量”，才能扬威

未来战场。

对手不同，但必须战胜对手——过

去的战争，我们战胜的敌人形形色色。

今天我们面临的对手更加复杂多变，要

打败他们，新时代官兵必须更新思维、

扩容本领、升级能力，敢于善于战胜一

切敌人。

军人生来为战胜。70年，再出

发！共和国军人永远用胜利向祖国献

礼！向党和人民报告！

为 祖 国 决 胜 疆 场
■秦昌伟

7 月下旬，大漠深处的朱日和训练
基地狂飙乍起，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再次
与“蓝军旅”沙场对决。

面对“蓝军”出人意料的包围行动，
该师指挥员充分发挥卫星、无人机等情
报支援优势，迅速指挥部队实施反包
围。只见导调中心大屏幕上，“蓝军”战
损数字不断上升，该师彰显数字化部队
优势。
“我们转型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人

民军队转型跨越的缩影！”走下演兵场，
该师领导充满自豪。新中国成立 70年
来，该师始终挺立我军建设发展潮头：
第一支摩托化部队、第一支机械化部
队、第一支数字化部队……他们始终在
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中勇
立潮头。

一支部队的成长，折射出一支军队
的发展。该师的发展轨迹里，回荡着人
民军队淬炼胜战利刃的铿锵足音。

从“铁脚板”到“车轮子”，

从“履带板”到“信息网”——

武器装备大跨步换代升级

新型主战坦克、新型电子对抗无人
机、数字化单兵武器系统……前不久，
老兵吴兰恩应邀回该师作报告，各种新
型数字化装备看得老兵激动不已。
“我们军队真的变了，强了！”在师

史馆，凝望一张张不同时代的照片，吴
兰恩对着自己当年的“徒弟”、如今的一
级军士长丁辉由衷感慨：新中国成立初
期抗美援朝，我们的前辈用小米加步枪
以“气”胜“钢”，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强
敌；没过多少年，全军就实现了摩托化；
到了 1985年，咱师成为全军第一支机械
化部队，我和战友们驾驶第一代装甲输
送车驰骋演训场，别提多带劲了……

对“师傅”的感慨，丁辉感同身受：
“新中国成立 50周年国庆阅兵，我驾驶
86式步兵战车接受检阅，那是我军第一
代步兵战车正式对外亮相；2015年胜利
日大阅兵，我又驾驶新一代‘陆战之王’
99A式主战坦克首次受阅。这些年，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军装备更新越
来越快，战斗力快速增长……”

入伍 26 年，丁辉曾 4次受阅、驾驶
过 16种车型，亲眼见证了陆战装备从落
后于人到一路赶超的飞跃。聊起陆军
部队从“铁脚板”到“车轮子”、从“履带
板”到“信息网”的沧桑巨变，“师徒”俩
特别自豪。

这仅仅是全军装备体系建设跨越
发展的一个缩影。放眼全军，一系列
“大国重器”不断列装人民军队：99A式
主战坦克等第三代装备成体系列装陆
军部队；海军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新型
舰艇批量入列；歼-20、运-20等主力战
机成建制装备空军；火箭军“东风快
递”家族不断迎来新成员亮相……

丁辉告诉“师傅”，近些年，部队装
备换代升级的速度惊人，很多新装备还
没等到变“老”，部队就又列装了信息化
程度更高的现代化装备。数据显示，胜
利日大阅兵展示的全部为国产主战装
备，且 84%为首次亮相的新装备；朱日
和沙场大阅兵，近一半的受阅装备都是
新型装备；南海海上大阅兵，近一半受

阅舰艇是十八大以后列装部队的。

9次转隶、7次调整，从

“摩托化”到“机械化”再到“数

字化”——

改革创新锻造精兵劲旅

两个月前，一组讲述炮班变迁的漫
画走红该师强军网。换装改制前，老式
高射炮操作人员多、战斗准备时间长；
换装改制后，新型高射炮操作人员仅需
原来的三分之一，战斗准备时间只有原
来的十分之一。
“规模结构变小了，战斗力却增强

了。这说明什么？惟改革者进，惟创新
者强！”该师一名领导介绍说，70年来，
全师先后经历9次转隶、7次编制体制调
整和 1次移防，不断在调整改革中优化
结构提高战斗力。

如果标绘一幅人民军队规模结构
和力量编成调整改革的时间轴，每个节
点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上世纪 50年代，该师奉命整编改装
成为一支具有炮、坦、工、通、化等诸多
兵种的合成摩托化部队，成为人民军队
实现单一军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化迈
进的一个标志。整编后第二年组织的
实兵演习中，该师日行近千里，彰显出
强大的摩托化作战能力。

上世纪 80年代初，该师改编为全军

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拉开了“百万大裁
军”的序幕，标志着人民军队朝着精兵、
合成、高效的方向大步迈进。两年后的
深秋，该师实兵实装参加上级检验性演
习，部队展现出高度合成、火力迅猛、能
攻善守的显著优势。

2010年 7月，该师率先插上信息化
翅膀，成为全军第一支数字化部队。他
们积极探索数字化部队战斗力建设模
式，部队战斗力实现新跃升。
“人民军队的发展史，是一部改革

创新史。人民军队就是在不停的优化
结构编成改革中，一步步实现由大向强
的凤凰涅槃。”前不久，该师举办战斗力
建设图片展，习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庄严宣告“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 30万”
的照片，被官兵们放到了最显眼的位
置。

那天，被人们称为“史上最强军改”
的号角由此吹响。几年来，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大开大合、大破大立、蹄疾步
稳。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率先展开，规模
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压茬推进，政策制
度改革成熟一项推进一项。人民军队
体制结构实现历史性变革，不断向着打
造精锐作战力量的目标迈进。

这场改革中，该师根据力量编成
新变化，采取了全新的力量编组模式：
“能力营”和“任务营”。

“能力营”按纲施训打基础，逐人
逐装逐级快速形成战斗力；“任务营”
时刻保持战备状态，战斗力指数始终
“满血”。

去年 8月，他们对“任务营”进行拉

动检验，各营全员全装提前半小时到
达疏散地域，精锐作战力量初露锋芒。

从“集团对抗”到“钢铁比

拼”，从“硅片较量”到“体系支

撑”——

理念之变引领能力嬗变

仲夏，松骨峰英雄团合成营作战能
力检验评估进入白热化——

空地电磁定向干扰，毁瘫指挥网
络；炮兵离散配置，实施火力精准压制；
侦察、电抗等新质作战力量从幕后走向
台前，传统的破障突击围歼打法不见踪
影，数字化部队基于信息系统的新型作
战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作战理念与时俱进是一支部队战
斗力提升的内核与关键。正在组织演
练的某团团长黄立勇认为，回眸70年来
全师发展，更深层次的变化是作战理念
的不断创新变化。

从成为第一支摩托化部队讲“集团
对抗”，到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讲“钢铁比
拼”，再到第一支数字化部队讲“硅片较
量”；从“单兵技能”到“群蜂智慧”再到
“体系支撑”，70年弹指一挥间，该师的
成长变化，就是新型陆军乃至全军部队
作战理念变革的一个生动缩影。

从摩托化到机械化再到数字化，
思维理念的跨越有多大？多年前第一

次看到强大的八轮驱动装甲车时，曾
在空军交叉任职、刚刚跨单位履新一
年的黄立勇，感受最深刻的就是——
钢铁洪流插上了信息翅膀。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近几年来，
各军兵种演训场的战斗画面中，新型作
战力量频频出镜。伴随着人民军队改
革的铿锵脚步，一支支新型作战力量不
断亮相，新的作战理念、新的打法战法，
如雨后春笋般在各部队孕育而生——

新疆库尔勒，练兵备战及转型建设
集训中，特种作战、情报侦察、电子对
抗、空中突击、远程火力等 8支陆军新型
作战力量接连亮相，新技术、新战法、新
能力，全新的训练理念崭露头角。

南海海域，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多
次展开高强度高难度实兵对抗演练，检
验和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舰艇
远洋远海训练、潜艇远航战备训练，远
海防卫作战能力实现多项突破。

广袤蓝天，歼-20隐身战斗机的战
斗巡航速度实现新突破，运-20等新装
备相继形成战斗力，“金头盔”系列对抗
训练全天候、打临界，不断上演巅峰对
决。

陆海空天一幅图，万人千车一张
网。不管是备受关注的国之重器，还是
令人振奋的九霄新锐，小到战法训法，
大到作战模式，都在不断改革换代，人
民军队的作战样式不断更新。

新型、新质、新锐……面对该师演
训场不断涌现的新景观，我们坚信，
人民军队必将在变革中走向更强大
的未来。

雄师劲旅淬炼胜战利刃
—透过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发展轨迹看我军战斗力建设成就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通讯员 张雅东 陈 洁

7月下旬，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所属部队全员全装向集结地域机动。 叶 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