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李建文、特约记者
姚春明报道：歼-20 列阵长空、运-20
大鹏展翅、地空导弹直指苍穹……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上，空军
一大批新型现役主战装备精彩亮相。

歼-20、运-20是人民空军武器装
备发展的缩影。这些年，歼-10系列、
轰-6K、预警机系列、红旗-9系列、无
人机系列等国产新型武器装备投入练
兵备战，加快推进战略预警、空中打
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
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建设。

据空军装备部门负责人介绍，空
军按照“探索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
代、装备一代”的模式，优先发展适应
未来一体化联合作战需要的信息化武

器装备，装备建设呈现主战装备跨代
和基于网络信息系统的体系建设跨代
特点，基本形成以三代装备为主体、四
代装备为骨干，轻重搭配的装备体系
格局，正在构建面向未来的空天力量
体系，促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
样化军事任务的装备保障能力实现历
史性转变。

歼击机，从亚音速到超音速，从常
规飞机到隐身战机，家族不断壮大；预
警机，从空警-200 到空警-500，向着
“小平台、大预警”不断迈进；地空导
弹，从少数进口到全面国产，形成远中
近程、高中低空相结合的防空火力配
系；预警雷达，逐步向远拓展，看得更
清、看得更远……近年来，空军武器装

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作战支援保
障要素更加齐全，建设世界一流空军
的装备基础正在逐步雄厚。
“歼-20的很多新技术，我们国家

都是第一次采用。”歼-20试飞员李刚
说，“短短这么几年，歼-20就装备部队
并形成作战能力，我感到无比自豪和
光荣。”

通飞歼-20、歼-16、歼-10C 的空
军某部副参谋长邱铁锋说：“以前，老
一代飞行员一辈子就飞一个机型，而
我们这一代飞行员，飞完二代机、三代
机，又飞四代机，这是伟大祖国和人民
军队带给我们的历史机遇。”他表示，
要带领官兵不断挖掘新型武器装备作
战效能，提升新型武器装备的战斗力。

构建空天力量体系 推进空军战略转型

空军部队陆续换装新型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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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积极投身强军兴军实践

本报讯 侯典垚、赵帅报道：11
月初，第 82集团军某旅二营组织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群众
性宣讲活动，6名“理论轻骑兵”成员
轮流走上讲台，从“显著优势和制度
自信”“新时代 style”“扫描强军这些
年”等角度进行感悟式漫谈。大家讲
的都是身边事、朴实理，课堂现场氛
围热烈。
“问题大家摆、道理大家讲、答案

大家找。”据该旅宣传科科长宋华侨
介绍，青年官兵思想活跃，自我表现
意识较强，敢于发表看法，教育仅靠
单方面理论灌输，很难深入官兵内
心。今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旅队注
重引导官兵开展群众性宣讲，他们遴

选数十名基层理论骨干，组成身在兵
中、常态宣讲的“理论轻骑兵”，将理
论辅导及时送到班排宿舍、训练一
线、执勤点位，通过课题式研讨、互动
式交流、点餐式答疑等方式，鼓励官
兵走上讲台畅谈学习感悟、交流学习
体会、分享学习心得。官兵在群众性
宣讲中，探索实践出“一句经典名言+
一个背景故事+一段感悟体会”的旁
征博引式宣讲、“实践+启迪+箴言”的
现身说法式宣讲、“正方+反方”的辨
析明理式宣讲等方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后，
“理论轻骑兵”成员立即认真学习四
中全会精神，并带动官兵开展群众
讲、大家议、集体谈活动。“理论轻骑

兵”成员、一营二连中士傅思凯结合
近几年单位新装备列装后训练模式
发生的显著变化，以“从身边变化看
改革效能和制度优势”为主题给战友
们进行了生动讲解。

理论贴近官兵，才能走进心坎。
指挥保障连战士何俞峰一度对理论
学习提不起兴趣，如今在浓厚学习氛
围的熏陶下，他的学习热情被唤醒，
不仅积极自学狠补理论知识，还主动
向理论骨干请教。前不久，他以“军
人优先，请做‘实力担当’”为题，给战
友讲了一堂通俗易懂的政治教育“微
课”，深受好评。走下讲台，何俞峰感
慨地说，只要真学活学党的创新理
论，人人都能成为受益者。

第82集团军某旅引导官兵结合岗位学习四中全会精神

“理论轻骑兵”解读热点话题

本报讯 王路加、特约记者赵欣
报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
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
有 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11月上
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管理教育模范
连”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现场，该连党支部书记朱亚强走上
讲台解读四中全会公报。现场与官兵
一起聆听授课的，还有 20余名驻地所
在村的基层党员。

据该旅领导介绍，一直以来，旅队
与驻地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探索“连
村支部共建、军地党员结对”的互联共
建路子，通过共学创新理论、共享党建
资源、共过组织生活，不断提高军地党
组织联建工作水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后，该

旅第一时间组织理论骨干先学一步、
学深一层，积极与驻地农村基层党组
织理论骨干交流，深入官兵、村民中宣
讲，使军地党员同步及时掌握四中全
会精神的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和基本
要求，推动形成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
神的浓厚氛围。
“民生保障制度越来越完善，乡亲

们的日子一定越过越红火……”活动
现场，驻地所在村党支部书记刘水木
走上讲台，列举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
关心支持下，村里实现稳定脱贫带来
的新面貌，让官兵从看得见摸得着的
身边变化中，感受时代发展进步、领悟
全会精神。随后，该旅上士、党员胡海
龙通过多媒体，直观展示人民军队在
党的领导下走过的辉煌历程。他说：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党对人
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根定海神针不
动摇，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不懈奋斗。”

为将互联共建活动推向深入，该旅
还与驻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共同开展参
观见学、座谈调研、集中培训、知识竞赛
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军地党组织互联共
建水平。他们还列出任务单、排出时间
表，通盘推进军地共学工作，确保四中
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思想亮堂堂，行动响当当。连日来，
该旅官兵士气高涨，党员骨干模范带头、
冲锋在前，演训场一派火热练兵景象。
官兵们表示，要将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
神的政治热情，转化为锤炼过硬本领的
实际行动，进一步提升练兵备战水平。

第73集团军某旅与驻地基层党员共学四中全会精神

“军地结对子”共享感悟体会

本报讯 汪纪保、孟晓锋报道：10
月下旬，中部战区陆军直属单位高级士
官选晋考评在某部营区展开。面对专家
提问，走上答辩席的预选对象结合所掌
握的专业知识沉稳作答。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考核评审组成员不仅包括部队
领导和技术专家，还有院校教授，力求让
评审更加科学公正。
“高级士官是部队的‘兵专家’，要切

实把专业技能精湛的骨干人才选出来、
留下来，让他们发挥好‘种子’和‘酵母’
作用。”中部战区陆军兵员和文职人员处
领导说，为了提高评审的客观性，他们采
取“考核+评审”的方式，由部队领导、技

术专家和院校教授组成评审组，采取个
人述职、随机答题、评委提问的方式，对
高级士官预选对象进行面试，全方位检
视参评士官的思想品德素质、指挥管理
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

同时，为了破解高级士官保留难、高
级士官满编率低等问题，他们按照“关口
前置、优选苗子、精准培养、提质增量”的
思路，探索建立高级士官后备人才培养
制度，将服役 14年以上、基本符合高级
士官选晋条件的四级军士长提前一至两
年列为后备对象，跟踪抓好优秀骨干人
才的先期培养。

这次考核评审，他们既坚持严格标

准，又注重帮教帮带，真正把考核评审的
过程作为传授经验、教授方法、培养人才
的过程，实现以考促学、以评带教。考核
中，除预选对象外，高级士官后备对象和
现有高级士官也参加了考评。

在评审现场，考核项目一个接一个、
一环扣一环，参评士官沉着应对。中部战
区陆军纪委派专人全程督查，考官逐人签
订《评审面试考官公正裁评承诺书》，所有
考核现场公布成绩、现场签字确认、现场
录像备查。参加完考评的无线电检测技
师王飞飞说：“考核公开公平公正，各个考
核课目紧贴战场需要，凭本事立身、靠打
赢进步的导向更鲜明了。”

中部战区陆军直属单位树立凭本事立身鲜明导向

以考促学，科学选晋高级士官

10月下旬，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伞降实跳训练，提升官兵实战能力。 胡雪峰摄

本报讯 陶用、王光辉报道：“某
单位在军事设施建设、历史遗留问题
处理等重难点问题上，存在权责不明
晰、推进速度慢等现象……”10月底，
在武警某部直升机支队党委会上，参
会的党委常委直接点出前期调研发现
的矛盾问题，要求相关单位制订整改
方案、明确整改时限，倒逼问题整改进
入“快车道”。

据该支队领导介绍，第二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后，他
们把解决问题的成效作为评估教育质
效的重要标准，坚持边学边改、立查立
改、即知即改，真正用单位建设的“发

展指数”、基层官兵的“幸福指数”、矛
盾困难的“解决指数”检验主题教育的
力度和效果。

查摆问题旨在落实整改。为防止
以往个别单位整改问题时前紧后松、虎
头蛇尾，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
单”、把自我批评到位等同于整改落实
到位等情况，该支队结合部队实际，紧
盯 8个方面展开专项整治。他们按照
“支队党委统揽、纪委协调督办、分管领
导负责、对口部门主抓、职能科室实施、
落实责任到人”的办法，把任务明确到
部门、把责任压实到个人；对长期难以
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由党委常委分别

认领任务、定期梳理整改情况，确保一
个问题一个问题纠，一个波次一个波次
抓。与此同时，他们在严格整改落实的
基础上组织“回头看”，形成“查找—整
改—再查找—再整改”的闭合回路，确
保改有目标、查有账本，不留死角盲区，
不断巩固和深化整改成效。

压实责任促进整改，纠治问题见
底归零。在解决问题阶段，他们先后
废止或调整战备值班执勤、干部教育
管理、官兵探亲休假等 8个方面的“土
政策”“土规定”，一些久拖不决的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官兵满意度不断提升，
训练热情持续得到激发。

武警某部直升机支队以问题整改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压实主体责任不留死角

本报讯 纪春鹏、特约通讯员王
亚平报道：“前段时间参加上级比武
考核，我们虽然取得了 5个单项第一，
但参赛队员基本都是业务尖子，夺冠
课目也大都是常规课目，反映了我们
平时险难课目训练不够、岗位新手不
敢放手使用等问题……”11 月上旬，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党委结合
正在开展的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召开比武总结复盘
检讨会。该基地以履行好当前使命
任务为具体抓手，注重实践边学边
做、对照问题立查立改，不断深化主

题教育。
掌握思想“重器”，才能锤炼斗争

“利器”。为深入抓好理论武装和思
想引导，该基地在学好基本理论的基
础上，以习主席在联勤保障部队成立
时的训词、对基层党员队伍建设的指
示要求为重点，围绕与基层党员队
伍、部队担负的使命任务及当前练兵
备战实践联系紧密的重大理论问题，
通过集中授课、分专题讨论等形式展
开深入学习。他们还组织开展“反面
案例警示教育”和“先进典型学习宣
讲”等配合活动，引导大家对照检查、

自我检视。
教育中，该基地针对机关帮带基

层缺乏科学统筹、个别党员骨干执行
力不强等问题，研究制订党委机关服
务基层“十个一”举措。在此基础上，
他们还拓宽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监督渠
道，督促广大党员对照要求边学边改，
确保学用结合、知行合一。

随着主题教育的深入展开和问题
逐步解决，该基地战斗力建设稳步推
进，从党委机关到基层单位，广大官兵
聚精会神研战、谋战、练战的氛围越来
越浓。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聚焦使命任务深化主题教育

瞄准问题靶心真纠实改

11月上旬，新疆军区某装甲团在大漠戈壁开展远程机动、实弹射击等课目演练，全面锤炼部队实战化能力。

郭英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