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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记者赶往第 82集团军某
旅野外训练场采访。在穿越数十个 S型
路段后，我们进入一片山地丛林。马达
轰鸣的训练场上，携带战斗装具的官兵
已经在战车前完成战斗准备。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些改装过的
战车比普通军用猛士车还要大。

现场组训的一营教导员李林栋告诉
记者，这款防护型突击车是他们试训的
一款新装备，机动性能和火力打击能力
较强，见证了陆军摩托化步兵转型发展
的步伐。

新装备的主要性能优在何处？记者
钻进一辆战车跟训体验。
“全班注意，登车！”上士班长潘成龙

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从战车两侧飞身
钻进车厢。紧接着，战车发动向目标区
域急速进发，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
“现代战争以快制胜，而这款装备最

大的优势就在于‘快’。”李林栋说，配备
防护型突击车的步兵分队相比传统摩托
化步兵，出动速度更快、作战半径更大、
战斗能力更强。
“发现小股‘敌人’，迅速歼灭。”说话

间，战车突然扎进树林。急停！中士蒋
伟波立马爬上车顶，用重机枪火力对
“敌”进行压制；潘成龙带领其他人员跃
出战车，抢占有利地形展开战斗。
“敌人”被歼灭，战车继续向前行

驶。回到座位的蒋伟波撸起袖子，手臂

上的几道伤疤看着让人揪心。“这是战士
特有的勋章。”他呵呵一笑，“战斗力不会
凭空形成，只有付出足够多的汗水，才会
有所收获。”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
强调，要加强新装备新力量训练，打牢训
练基础，完善训练保障，提高训练实战化
水平。对此，肩负新装备试训论证重任
的一营官兵有着切身体会。

试训之初，一营官兵盼星星盼月亮，
等来的只是两台普通的军用越野车和一
项项待填补的空白数据。“装备的每一处
加改装和技术更新，只能像吃螃蟹一样
体会摸索。”一营副营长杨秋峰回忆说，
那时，机关干部和基层官兵撸起袖子，一
头扎进训练场，通宵达旦地干。
“体验过在疾驶的战车上飞越壕沟

吗？”闯过一段山路后，马上要进入“敌”
炮火拦阻区，记者被潘成龙的一句“特别
提示”震住了。看到我们诧异的表情，潘
成龙接着介绍：“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战车在凹凸不平的山地上疾驰，虽
然驾驶员铁英杰“照顾”到记者的感受，
没有全速行驶，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失重般的“左右摇摆”。而身边的战士们
却稳当从容，已进入“人车合一”的境界。

潘成龙告诉我们，为准确采集山地
越野各类参数，官兵在试训试验中都有
“飞驰人生”的体验，即使大家采取了多
重保护措施，还是避免不了被磕得伤痕
累累……然而，官兵深知，他们肩负着为
陆军摩托化部队转型探索新路的特殊重
任，有痛仍要砥砺前行。

为了减少磕碰伤，连队官兵与厂家
一道反复研究，将座椅安全带由单条拦

腰式改为双肩固定式。一次，厂家将步
枪存放位置集中设置在正副驾驶位中
间，官兵接装时建议厂家重新改装。理
由很简单：“战士应该枪不离身，否则行
军途中遇到战斗，直接影响作战行动。”
厂家采纳官兵建议，将枪支存放位置分
开定位在每个座椅旁边……

几年来，为磨砺新质作战力量，该营
完成新装备不同天候条件下的高原、沙
漠、草原、丘陵等 6 种地形环境机动试
验，累计行程 30余万公里，消耗各类弹
药 36万余发，采集试验数据 1万多组，冲
锋在陆军转型建设的前沿。
“01 注意，向 3 号目标发起冲击！”

冲锋打响，记者思绪立刻被拉回演训
场——

潘成龙车组完成通过“敌”炮火阻拦
区、浮雷区快速清障、战损车辆救援等 7
个课目后，又收到连长发来的战斗指令，
他们加足马力急速穿插，成功避开碉堡、
暗堡等火力点，直插“敌”防御纵深，攻势
迅猛，就像一把锋利的尖刀。

左上图：步兵班进行人车协同训练。

朱 冲摄

锻造迅猛的“突击尖刀”
—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突击车训练见闻

■本报记者 钱晓虎 韩 成 特约记者 姜 帅

2019年11月19日，浙江杭州互联

网法院当庭判令被告瞿某某立即停止

侵害英雄烈士董存瑞、黄继光名誉权

的行为，责令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

礼道歉、消除影响。此案的依法审判，

无疑给了歪曲历史、亵渎英雄的别有

用心之徒一记“当头棒喝”。

历史深处，有着沉淀而来的精神

密码；英雄身上，有着生生不息的红色

基因。人民军队是一支英雄辈出的军

队，回望奋斗征程，英雄烈士灿若群

星，熠熠生辉。董存瑞、黄继光、邱少

云、张超……一颗颗璀璨的星辰，一串

串永恒的记忆，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

书写了新中国的荣光。

“欲亡其政，先乱其军。欲乱其军，

先惑其心。”抹黑英雄是敌对势力祸国

乱军最廉价、最常用的手段。苏联解体

前夕，从党的领袖到战斗英雄，一个个

被攻击、丑化和污蔑，一个拥有核武器

的军事和经济大国，没有倒在真刀真枪

的战场上，却败在看不见硝烟的舆论场

上，教训十分深刻。如果听任别有用心

之徒丑化民族英雄、矮化民族精神、分

化社会共识、虚化党史军史，就会跌入

“自我毁灭”的万丈深渊。《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把爱国

主义精神融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

度。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就

是要从法律层面捍卫英雄的荣誉。

习主席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

没有先锋。”一个昂扬奋进的时代，必然

致敬英雄；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必然

铭记英雄。近年来，我们以法律形式设

立烈士纪念日，常态化褒扬和纪念英雄

先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

保护法》，依法惩处侵害英雄烈士权益、

亵渎英雄烈士形象等违法行为；建构统

一、规范、权威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

彰制度，评选颁授“共和国勋章”“八一

勋章”……这些努力就是为了在每个人

心中矗立起英雄崇高精神的丰碑，让英

雄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敢于牺牲是一个强大国家和优秀

民族不可缺少的血性根脉，崇尚英雄

是一个民族崛起必须拥有的价值取向

与自强情怀。现实中，需要我们运用

法律武器为英雄的名誉护航，坚决捍

卫英雄的尊严与荣誉；需要我们高擎

英雄的火炬，大兴崇尚英雄、追慕英

雄、争当英雄之风，把英烈精神注入血

脉、融入灵魂。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上，英雄

是最醒目的标识；在一个民族的历史

天空里，英雄是最灿烂的星斗。捍卫

我们的英雄，就是捍卫不屈不挠的民

族精神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只要

人民军队英雄之气始终充盈，英雄就

会层出不穷，强军事业就能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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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11月 29日，武警山西总队运

城支队举办“第二届感动运城支队

十佳人物”颁奖典礼，激励广大官兵

投身练兵备战、争当打赢标兵。

刘朕其摄

南沙岛礁，海风阵阵。
12月初，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通信

机房里照例传来“嘀嗒-嘀嗒”的摩尔斯
电码声。这种声音，四级军士长彭志刚
已经听了15年。

这 15年，他见证了南沙日新月异的
发展变化，也经历了通信装备的更新换
代。在抓好主战装备训练的同时，他坚
持每天训练摩尔斯电码收发这个基础课
目。作为通信骨干，他还组织单位的无
线通信兵坚持开展这项训练。

对此，不少年轻的通信兵颇为不解：
“这都是老旧的通信手段了，现在已经是
5G时代了，彭班长把这个课目作为每天

必训的内容，要求和标准还特别高，有必
要吗？”对此，彭志刚有自己的考虑：“无
论通信手段如何发展，基础课目训练丢
不得。不仅要会，而且要精，这是备份和
保底的通信手段，我们精通各种技能才
能当好复杂战场上的‘听风者’！”

凭着一丝不苟的态度，彭志刚坚守
在南沙岛礁担负执勤任务十多年。“作为
守卫祖国南大门的通信兵，确保信号畅
通是我不变的追求。”彭志刚常说，南沙
要经常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一旦通信出
现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在这远离大陆
的沧海孤礁上，通信就是各级指挥员的
“耳目喉舌”，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次，一名指挥员使用某型无线通
信系统终端向上级汇报工作，说到一半，
突然出现忙音，信号中断。正在值班的
彭志刚得知情况后，立马展开检修。他
快速拆开机柜外罩，拿起设备主板检查，
又拿出频谱仪进行测试。凭借过硬的专
业技能，彭志刚很快判断是调制解调器
上的一个模块损坏。果然，更换备用模
块后，通信恢复正常。整个检修过程用
时不到5分钟。

除日常战备值班和训练外，彭志刚
一有空就钻进通信机房，自学《通信原理
与技术》《脉冲与数字电路》等书籍。根
据所学，他先后排除上百起通信装备故
障，还摸索出多种情况下短波、超短波电
台排除干扰信号的处置方法。

这些年，尽管有多次调出的机会，但
彭志刚始终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南沙。
他常对刚来南沙的新战友说：“在南沙，
能够为国家守护这片祖宗海，是我们一
生的荣光！”

扎根海岛15载，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四级军士长彭志刚——

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听风者”
■本报特约记者 遇际坤 通讯员 赵 建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

本报讯 张雅东、记者周远报道：
11月中旬，中部战区陆军某团“精武之
星”颁奖典礼如期举行。看着又有多个
训练纪录被打破，该团领导欣喜地告诉
记者，全团官兵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学习
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群众性练

兵热情持续高涨。
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营造浓厚

的练兵氛围，一直是该团的传统。随
着官兵成分和结构的变化，过去的比
武竞赛模式已显得形式单一、内容粗
放，不利于调动官兵积极性。针对这

一问题，该团把如何创新群众性练兵
比武的内容、形式、方法，作为贯彻落
实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的一个
重要内容。

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关键是要与时俱进、最大限度激发官兵
练兵动力。该团对表会议精神，主动研
究新情况新问题。他们根据官兵建议
设置“网上龙虎榜”，拓宽评比渠道；通
过专用程序软件展示训练尖子和优秀

集体，并依托强军网分课目分类别汇总
分析训练成绩。
“爸妈，我登上龙虎榜了！”前不久，

一举夺得 400 米障碍和步枪非整百米
射击两项冠军的警卫侦察连班长苏利
生，荣登该团“网上龙虎榜”榜首。苏利
生将喜讯与家人分享后，兴奋地告诉记
者：“我们练兵的积极性更高了，战友们
都争着当标兵、上龙虎榜。”

走下领奖台，苏利生径直走进连队
网络学习室并登录该团强军网，同战友
一起进入“数字龙虎榜”，从基础体能到
专业技能，逐项查看近期训练数据分
析。他针对体能组合练习、电台组网等
课目成绩排名靠后的实际，制订补差训
练计划。如今，“网上看排名，场上大比
拼”已成为该团官兵的自觉行为，比学
赶帮超的练兵氛围进一步浓厚。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创新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

“网上龙虎榜”激发练兵动力

本报讯 王路加、特约记者徐鹏报
道：年终岁尾，为抓好部队安全稳定工
作，第73集团军某旅机关计划派出联合
工作组，赴基层巡回检查督导。谁知，
方案上报后被旅党委否定，原因很明
确：指导帮带基层既要细致入微，又不
能给基层增加负担。要充分释放基层

活力，提升他们自主抓建水平。
“机关抓建基层，‘越俎代庖’和‘蜻

蜓点水’都要不得。”通过认真学习中央
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该旅党委一班
人感到：机关在指导基层过程中，应该
把着力点放在帮建党支部上，着力提高
基层自建能力。

该旅及时组织机关干部开展“如何
指导和帮建基层”大讨论。针对个别业
务部门随意打乱基层工作计划、临时给
基层安排迎检项目、随意抽调基层官兵
出公差等问题，该旅党委态度鲜明：“机
关必须尊重基层工作安排权、人员使用
权、财务支配权，绝不能扰乱基层秩序、

干扰基层工作。”
提高基层自建能力，关键是充分发

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前不
久，在榴炮三连蹲点帮建的宣传科科长
王良鹏发现，新任指导员虞振燊在管理
中有些放不开手脚，于是面对面传授经
验，帮助虞振燊厘清按纲建连的工作思
路，制订提高党支部“三个能力”的详细
计划。王良鹏深有体会地说：“给钱给
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强化基层自身的
‘造血功能’才是最好的帮带。”

厘清工作思路，抓建张弛有度。近
段时间，该旅深入开展“帮建支部、帮带
干部、帮抓骨干”活动，重点帮助干部骨
干提升抓建基层的素质本领。

第73集团军某旅机关增强工作指导科学性

帮建党支部释放基层活力

12月2日，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官兵在祁连山腹地进行侦察、搜索、

追击等实战化课目训练，锤炼实战本领。

朱 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