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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6月 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温敏就中缅
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 70 年
来，中缅传统胞波情谊历经风雨、坚如磐
石。两国关系提升，各领域合作深化，给
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近期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相互支持、守望相助，
生动诠释了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中缅
命运共同体精神。今年 1月我对贵国进
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同你就新形势下
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推
动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缅关系处于承前启后
关键时期。我高度重视中缅关系发展，
愿同你一道努力，以构建中缅命运共同
体为遵循，密切高层往来，巩固政治互
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
配合，使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
好伙伴、好胞波。

温敏在贺电中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全
国“两会”顺利召开，衷心感谢中方为缅甸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的宝贵援助和大力支持。在缅中建交
70周年之际，两国一致同意构建缅中命运

共同体。相信随着缅中关系提质升级，两
国各领域互利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缅甸国
务资政昂山素季也互致贺电。李克强在
贺电中说，新形势下，中方愿同缅方一
道，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为主线，加快发
展战略对接，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和中
缅经济走廊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
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昂山素季在贺电中
说，缅中“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合
作必将造福两国人民，缅方愿同中方一
道，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与务实合作不断
取得新的发展。

就中缅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温敏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互致贺电

本报讯 记者李建文、特约记者
蒋龙报道：初夏，我国自主研发的某
型轮式装甲车正式列装空降兵某合
成旅，为“飞行军”再添“风火轮”。作
为新型信息化装甲装备，该车机动能
力强、火力打击能力精、综合防护性
能优，适用于我军主力机型空运空
投，填补了空降兵在轮式装甲装备方
面的空白。

今年是空军空降兵成立 70周年，
空降兵武器装备建设也走过了 70年的
不平凡历程。组建后相当长一段时
间，空降兵沿袭“一具伞、一杆枪”的轻
装模式，处于“空中步兵”的发展阶
段。20世纪 90年代，随着大型运输机
陆续列装和人装同降、重装连投、带弹
空投等核心能力与技术连续突破，一
批重型武器装备经过更新换代和空投
试验列装部队，空降作战力量结构也
由单一兵种发展成为步兵、炮兵、装甲
兵、导弹兵、航空兵等多种力量复合组
成的“空中集团军”。进入新世纪，武
器装备体系建设更加完备，空降兵着
力探索基于信息系统的模块化空降作
战模式，将火力分队、特种分队、直升
机分队等模块综合运用，加速转型迈
向“空中合成部队”。

历经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后，
空军空降兵整建制纳入联合作战指挥
和力量体系，担负起在多个战略方向、
多个战场环境与多军兵种实施“空地
一体化”作战任务的重任，对武器装备
体系支撑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为此，他们重点发展航空投送、空地突

击、指挥控制、引导打击等新型武器装
备，按照“成模块、成单元、成建制、成
体系”的链条式规划，武器装备建设向
信息化、合成化迈进。

装备之变推动空降劲旅在新质战
斗力建设上不断换羽腾飞。一次作战
能力检验训练，空降兵某旅整建制快
速投送至千里之外的草原深处，着陆
后通过信息化系统聚合成拳，成功抢
控重要目标；一次空降突击演练，“雷
神”突击队跨海空降直达作战地域，通
过新型指控和侦察装备构建起战场态
势，指挥员坐镇“中军帐”对战场态势
了然于胸。

从“空中步兵”到“空中集团军”再
到“空中合成部队”，装备之变呼唤新
型空降尖兵。空降兵部队制订人才队
伍建设规划，通过战役集训、比武强
训、岗位轮训、送学培训等方式，加强
作战人才建设和培养。目前，空降兵
作战部队 90%的营连主官参加过联合
作战演训任务，60%以上的作战骨干具
备一专多能武器运用本领，一批高素
质人才脱颖而出，推动部队战斗力建
设实现新跨越。

上图：空降兵某部开展装备空投

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摄

从“空中步兵”到“空中集团军”再到“空中合成部队”

空降兵加速转型迈向“合成飞行军”

当空降精兵与陆战利器相遇，我

军空降兵实现跨越式发展。曾经“一

人、一具伞、一杆枪”的“空中步兵”如

今成建制、成体系转型升级，成为我军

力量体系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兵种，这

种变化令人鼓舞。

空降兵部队的战斗历程，鼓舞人

心。昔日，我军装备落后，但依靠“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和灵活

机动的战略战术，打败了强大对手。

“钢少气多”的我军将士也渴望长缨在

手，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如今，经过几十年建设发展，我军

武器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大国重器相继亮

相，器之变的速度和质量前所未有。

我们的“钢”不仅多了起来，也更尖

端、更强大。

器之变呼唤力之变。面对军事变

革的竞争和未来战争的考验，我们手

握国产新型武器装备，更应加快新质

战斗力建设，探寻掌握制胜机理，找准

人员“精神力”、装备“物质力”、编制

“结构力”的最佳结合点，锻造出新时

代钢强气盈的强大力量，不辜负祖国

和人民重托。

从器之变到力之变
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特约记者海
洋报道：“这一维修调试平台可应用于
火炮加温故障检测与维修，有效缩短了
严寒条件下火炮快速自启动时间……”
前不久，在第 79 集团军某旅组织的成
果推介会上，该旅机关相关部门介绍了
多项革新成果的运用情况，其中 37 项
未获奖却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实用
性成果在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

结合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后技术含量
不断提升的实际，该旅区分专业成立了
各类技术革新小组。从 2017年至今，他
们虽先后研制出 70余项实用性革新成

果，但在成果鉴定中获奖的并不多。
“只要能提升战斗力，没有获奖也值

得推广。”该旅党委分析认为，打赢是最
大成果，不管是“高端创造”，还是“草根
创意”，只要经得起实践检验，符合实战
需求，都值得推广使用。

记者在训练场看到，火炮意外“趴
窝”后，二级军士长张新昌使用自主研
制的扭力轴快速起拔器，很快就独自解
决了以往多人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场地另一边，四级军士长杨帆运用自主
革新的配载架，有效精简了装备射击准
备流程。

第79集团军某旅技术革新不以获奖论高低

37项实用性成果显威练兵场

本报讯 姬鹏飞、记者钱晓虎报
道：前不久，58名拥有地方驾驶证的新
兵经过理论和实车考核，被选取为汽
车驾驶员，直接参加汽车驾驶专业训
练；依托地方培训的 13 名直招士官，
在完成入伍训练后，直接补充到专业
技术岗位任职……负责此项工作的第
72 集团军某旅人力资源科干事蔡传磊
告诉记者：“近年来，高素质士兵不断
增多，我们根据士兵所学专业合理编
配岗位，实现上岗即用，满足了部队建
设需求。”

随着士兵专业岗位任职能力要求

的提高，参加专业技术培训、获取专业
等级证书成为基层战士能力升级的趋
势。记者翻阅该旅士兵档案看到：战士
中有 22%参加过军地院校培训，37%参
加过兵种专业培训，千余人先后考取装
甲驾驶、火炮射击、装备维修等专业等
级证书。

一级军士长汤旺成入伍 27 年共参
加 13次专业培训和学习，取得了坦克维
修等级证书，还考取了军队和国家人社
部联合颁发的高级技师等级证书。四级
军士长黄波，入伍第二年考取坦克炮手
初级等级证书，第四年考取坦克车长一

级等级证书，第七年考取汽车修理中级
等级证书，最近两年又连续考取狙击手
等级证书和无人机修理等级证书。这些
拥有专业等级的“兵专家”“兵技师”，成
为备战打仗的中坚。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除了参加军
内机构培训，他们去年还依托驻地职
业技术学院组织了 3 批次部队所需的
专业技能培训，百余名战士考取了相
关专业等级证书。目前，该旅士兵岗
位专业编配率、对口率和称职率全部
达标，一大批专业技术骨干在各类演
训任务中挑起大梁。

第72集团军某旅着力提升士兵专业岗位任职能力

高素质士兵编配实现上岗即用

6月5日，北部战区海军某军械技术保障队开展“不忘初心使命，争当军械尖兵”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以饱满

热情投身练兵备战。图为官兵面向党旗宣誓。 王光杰摄

“向抗疫勇士学习，当白求恩精神传
人，担文职人员重任……”初夏时节，一
场特殊的教育活动宣誓仪式在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第 980 医院白求恩纪念馆举
行。面向 200余份按有红手印的抗疫请
战书，10 余名新入职文职人员举起右
拳，庄严宣誓。

宣誓仪式缘何在纪念馆举行？该医
院领导道出题中之义：“文职人员的不断
加入，给医院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军
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的先进事迹，为
我们将红色基因融入文职人员血脉，提
供了生动的教材。”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医
院奉命组建医疗队支援湖北。医院官兵
和文职人员纷纷写下请战书，按下红手
印。任务结束后，这 200 余份请战书被
白求恩纪念馆收藏。

该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组建那天，
恰好是大年初一。得知消息后，文职人
员、护士长唐丽娜顾不上吃完家人包的
饺子，就急匆匆返回医院报名。没想到，
当她赶回医院时，已经有许多同事在报
名处排起了长队。
“我来到医院的第一课，就是参观白

求恩纪念馆。前辈们的故事像一颗颗红
色的种子，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唐丽
娜告诉记者，作为白求恩亲手创建的医

院，该医院建院 80多年来，一代代医务
人员勇挑重任，先后完成了抗击非典、国
际维和等任务。
“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

的手中，我们应当肩负起白求恩精神
传人的责任！”在请战书中，唐丽娜这
样写到。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医院文
职人员的业务导师，心血管内科专家赵
玉英在请战书中写到：“我的学生们都看
着我，我不去谁去？”和导师一样，心血管
内科文职人员、护师许梦也主动请战，成
为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工作经历，让
许梦的业务能力迅速提升。任务结束
后，她登上医院专业技术讲台，为新入职
文职人员讲述护理传染病患者的经验。
这让赵玉英十分欣慰：“一代传一代，新
生代正在拔节成长。”

同样代代传递着的，还有赓续不灭
的白求恩精神。

放射诊断科主治医师袁涛一直把门
诊部护士长张玉芝视作榜样。在抗击非
典任务中，张玉芝成为首批进驻小汤山
医院的医护人员之一，创造了“工作零差
错、服务零投诉”的纪录，也因此被患者
称赞为“白求恩式的好护士”。

这一次，袁涛决定向张玉芝看齐，
请缨出征火神山医院。在武汉工作期
间，袁涛每天穿着重达 15 公斤的铅衣
冲锋在抗疫一线，为新冠肺炎患者进行
检查。70多天的持续战斗，让他消瘦了
不少。
“我就要退休了，未来需要你们挑

起重任，希望你们将白求恩精神传承
下去。”在宣誓仪式上，袁涛将一名患
者送给自己的千纸鹤，转送给身边的
文职人员。

接过前辈送来的“礼物”，就是接过
了千钧重任。文职人员张微微感慨地
说：“进了军队医院的门，就要传承好红
色基因，当好白求恩精神传人！”

白求恩纪念馆中陈列的 200 余份抗疫请战书，成为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第980医院开展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红手印见证初心使命
■刘会宾 本报特约记者 王均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