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17期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wty@81.cn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王天益 杨悦

记者调查

记者感言

13金 21银 15铜∶133金 64银 42铜。
空军某后勤训练基地政治处干事张

正圆看完军运会比赛后，对这么一组数
据感慨不已。她告诉大家，这组数据记
录了从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到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我军体育健儿取得的
巨大跨越与收获。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成功
举办。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夺得 13
金 21银 15铜，在奖牌榜上位列第三。

24年后的中国武汉，我军代表团以
133金 64银 42铜的成绩，雄踞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

从 13枚到 133枚，金牌数量的增长
既反映了我军体育健儿运动水平的显著
提高，也折射出我军实战化训练水平的
巨大飞跃。

赛场硝烟散去，留下几多思考。连
日来，记者深入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
育训练中心和一些基层部队采访，从军
运会上我军运动员的表现中，从军事体
育训练的全新角度，感受到了全军实战
化训练取得的进步。

硕果累累，新体制效

能释放功不可没

——新体制正焕发

勃勃生机，成为推动实战

化训练的强大动力

在八一海军五项队，一份身体测试
报告吸引了记者注意。报告上详细列出
了运动员的血红蛋白、血尿素、铁蛋白等
各项指标，在报告的后半部分，还有对这
些指标的分析。
“根据报告结果，适时调整运动员训

练方案。”海军五项队教练冯宇介绍说，如
今的身体检测数据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具
体，对运动员训练的指导也更加科学有
效。军运会备战期间，他们根据这些数据
指标，随时监控运动员的身体状态，并做
出相应的科学调整，训练效率不断提升。
“医疗保障更加科学有效，这是全军

军事体育机构调整改革带来的利好之
一。”冯教练告诉记者，2018 年初，根据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总体部署，全军
军事体育机构进行调整改革，分布在全
军不同单位的 22支专业体育单位，合并
组建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
中心。
“这一改革实现了全军专业体育队

伍的统一管理、力量优化和资源集约，使
军事体育队伍进一步向服务部队战斗力
建设聚焦。”军事体育训练中心领导告诉
记者：“新体制下，所有项目队伍统一归
口管理，让队伍与队伍之间有了比较，有
了压力。”
“以往，各专业体育队伍分属不同单

位，各自为战，不仅参加大项赛事时难以
统筹协调，各个队伍之间也没有一个参
照系。”军事体育训练中心领导介绍说，
编制体制调整改革后，各个队伍来到同
一屋檐下，大家的心里都开始较起了劲。

在本届军运会上，八一军事五项队
勇夺 5 金，其他各项目队也不甘示弱。
八一跳伞队在为期 8天的跳伞赛事中，
斩获 11金 5银 1铜。八一乒乓球队更是
早早就在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
打、女子双打等项目决赛完成会师，提前
锁定金牌。
“赛场夺冠，既源于我们的拼搏奋

斗，更得益于改革重塑后新体制释放的
强大效能。”军委训练管理部有关领导告
诉记者，军事体育训练中心的成立，不仅
激发了各项目队的斗志，还使我军军事
体育项目在统筹协调、技术保障等方面
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这次军运会告诉我们：硕果累累的

背后，新体制效能释放功不可没！”一名
部队指挥员认为，军运会上我军体育健
儿用过硬的实力、丰硕的成果，展现了改
革带来的红利，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了
我军新体制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赛场夺冠，关键缘于

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

——全军上下立起

战斗力标准，使军事训练

真正摆到了中心位置

通过电视转播关注军运会军事五项
赛事，陆军某旅二级军士长张新昌对中
国队取得辉煌战绩并不意外。令他最感
慨的，还是我军运动员的选拔情况——

参加这次军运会的队员中，有不少
是直接从基层部队选拔来的，军味十足
的海军五项队、空军五项队更是如此。
以海军五项队为例，总共 8名参赛队员，
有6人都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就拿队员杨锦来说，他当时在一次

比武中惊艳亮相，一下子进入了我们教

练组的视野。”谈到自己的得意弟子，海
军五项队教练冯宇自豪不已。
“正是因为军体健儿们长年累月把

训练看得比什么都重，才在本届军运会
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正是因为全
军官兵时时处处把练兵备战摆在首要位
置，才有军事体育的繁荣，才有军体健儿
的出色表现。”看着电视直播，张新昌感
慨不已：聚精会神、心无旁骛投入实战化
训练，是我军军事体育的现状，也应该是
全军每一名官兵的常态。

作为单位里的修理大拿，张新昌曾
经创下连续 15年参加比武竞赛、连续 17
年参加演习演练的纪录。回顾这些经
历，他感慨，部队狠抓实战化训练，使军
事训练工作真正摆到了中心位置，使战
斗力成了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让张新昌自豪的是，当兵 20多年，
他带出的徒弟一茬又一茬，研制出的革
新器材已达百余件，大小各项任务都少
不了他的身影。

张新昌的经历，正是部队千千万万
官兵聚焦打赢、一心为战的生动缩影。
“把训练当成最重要的任务，是军体

健儿制胜赛场的法宝，更是全军官兵的
真实写照。”军委训练管理部训练局一位
领导感慨地说，透过军运会这一窗口我
们可以感受到，全军上下立起战斗力标
准，把军事训练摆到中心位置，既是军体
健儿赛场夺冠的奥秘，更是我军实战化
训练水平提升的关键。

摘金夺银，只因像打

仗一样训练

——官兵实战意识

增强，军事训练强度难度

不断提高

首次在军运会亮相，八一海军五项
队和八一空军五项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海军五项比什么？”“为什么设置这

两项比赛？”……一时间，类似的新闻和

解读报道铺天盖地，既满足了观众的好
奇，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两项赛事的
课目设置，无一不与打仗有关。
“海军五项，最早就是根据海军官兵

日常训练课目来设置的。比如障碍里面
的绕杆，比如救生游泳、航海技术，都是舰
艇上官兵日常的训练内容。”听着电视里
八一海军五项队领队郭进宏的介绍，海军
陆战队某旅副连长王先达颇为认同。他
说，这些与实战结合极为紧密的课目，对
军人的身体素质、运动水平、心理素质、灵
活协调与稳定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空军五项的比赛课目，也是从空军

日常训练中遴选出来的。”空军航空兵某
旅一名飞行员介绍说，障碍跑模拟了空
军飞行员跳伞落地后可能遇到的危险环
境，包括过独木桥、翻爬障碍、深沟逃生
等。这些项目要求运动员在通过一系列
障碍的同时，必须保持最高的行进速度，
以此考验空军官兵跳伞后的求生能力。
这些课目对于培养、检验飞行人员的智
能和体能具有现实意义，也是衡量各国
空军战斗力的指标之一。

10月 26日，这两支队伍双双传来捷

报：空军五项赛场上 5次奏响国歌，2次
同时升起 3面国旗；另一边的海军五项
比赛场上，号称“最强水兵”的八一海军
五项队则包揽了该项赛事的全部 6枚金
牌。
“金牌背后隐含着战场思维！”八

一海军五项队高级教练谭志宏说。摘
金夺银，是因为我们的运动员始终像
打仗一样训练。今天，军运会已不仅
是军人体能的比拼，更是军事素质的
较量。不知不觉间，赛场与战场早已
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一个又一个赛场
上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对手针对己
方制订的战术布置，其实折射的都是
强烈的战场观念。
“这些观念，可能就体现在每一次训

练中。”听了谭教练的话，某陆航旅教导
员牛辉又想起了那一幕——

那年 6月，该陆航旅与某特战旅联
合训练，直升机搭载 10余名特战队员进
行机降演练。飞行员选好机降地点着
陆，离机后的特战队员却发现，周围地形
难以进行有效隐蔽，最终不得不改变行
动方案。

避开丛林地带，选择在地势相对平
坦开阔的地域着陆，完全是出于对机降
安全的考虑，可对于执行作战任务的特
战官兵来说，这无异于让他们置身险
境。这一次任务，为该部实战化训练敲
响了警钟：头脑中有没有实战意识、实战
观念，对推进实战化训练至关重要。

有军事学者指出，在复杂的战争中，
众多制胜因素是同时起作用的，表现为
一种规律的“群作用”和“场效应”。任何
一个因素出现意外状况，都可能会让战
争偏离预想的方向。
“打仗需要什么，我们就苦练什么。”

座谈中，很多军体运动员和基层官兵都
聊到一个话题：在朱日和训练基地，有一
支实战化水平极高的蓝军。这支部队曾
创造过32胜 1负的骄人战绩。

前来挑战的部队都面临着几个共同
的问题：客场作战地形不熟、武器装备逊
于对手、长途机动后部队疲惫……而几番
较量之后，前来挑战的部队也渐渐明白了
一个道理：赛场上有规则维护公平，而在
战场上，没有一场战争是有规则的。
“和军体健儿备战变化莫测的比赛

一样，我们只有以强烈的实战意识投身
练兵备战，真正像打仗一样训练，才能实
现从备战到胜战的跨越。”某旅副参谋长
乔飞说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跨越以后
还会有很多。在实战化训练的道路上，
中国军人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

版式设计：梁 晨

如何从军人的竞技比赛状态读懂一支军队的练兵备战状态？

从赛场夺冠看军事素质跃升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宋子洵 通讯员 张 宁

盛会结束，我们依然热血沸腾；回

眸盘点，我们更加自豪欣喜。

最令人自豪的是，我军体育健儿在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取得优异成

绩，一次次升国旗、奏国歌、行军礼，既

是他们长期刻苦训练的结果，也折射了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我军实战

化训练取得的重大飞跃。

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众所周

知，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

梦想。国运兴，则体育兴。如果国家不

强盛、军队不强大，军事体育肯定无法

快速发展，超越对手。

武汉军运会举办之时，恰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的发展成就

令国人骄傲、令世界瞩目，军队的建设

成果同样令人振奋、值得点赞。恰恰

是因为有了强盛的国家、强大的军队，

才有了我军体育健儿在军运会上的一

流参赛成绩、一流竞技状态、一流精神

风貌。

回顾总结，作为军人，我们在为

军体健儿们欢呼点赞的同时，更应该

静下心来，冷静地思考接下来应该做

什么？

《体育的精神》一书中这样写道：

“体育就是对战争的直接模仿。”世界

军人运动会，被称为“军人的奥运

会”，诞生在纪念二战胜利 50周年的

特殊时刻，天然承载着国际间的友谊

与和平的梦想。

要实现和平与友好，需要军队和军

人有遏制战争、赢得胜利的本领。能战

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

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

辩证法。实现和平的前提和关键是能

战，只有能战，和平才有坚强保障和强

大实力后盾。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古训，对

今日之中国仍然有着启示意义。身为

军人，凯旋之后我们不应该沾沾自喜，

更应该关注和思考：从赛场夺冠到战场

制胜的路有多远？

我们知道，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和

平年代展示各国军人素质和战斗力的

一个窗口。也正因如此，军运会“军

味”浓郁，不仅要求参赛运动员必须是

各国的现役军人，而且要求比赛项目

除了综合性的奥运项目外，还要设置

空军五项、海军五项、军事五项、定向

越野、跳伞等体现军人特点、贴近军队

训练和实战的项目。

项目越贴合实战，越能检验各国

军人平时军事训练的水准。近年来，

全军持续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热潮，锲

而不舍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努力提

高训练实战化水平、提升训练质量和

层次，使官兵的打赢能力迈上了一个

大台阶。本届军运会上，我军体育健

儿在军事项目中收获的优异成绩，生

动折射了我军实战化训练取得的丰硕

成果。

凯旋之后复盘，冷静之后反思。

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一方面是继续

用实战化训练的热潮来推动军事体育

实现更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总结

这次军运会给我军军事训练带来的诸

多启示，用军运夺冠的精神锤炼打赢

能力，推动实战化训练实现更大跨越、

更深发展。

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需要物质的

积累，还需要精神的凝聚；一支军队的

转型，不仅需要装备的更新，还需要思

维的升级。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聚

焦实战、对接实战，我们的军队一定能

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做到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从赛场夺冠迈向战场制胜
■刘建伟

军体健儿走进基层部队，对官兵军事体育训练进行手把手帮带。 李京鹏、高翔、李小龙、刘鸿达摄

长镜头·军运观赛启示录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