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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入推进数字化部队建设管理和作战

运用创新，聚力打造精锐作战力量。

—习近平

数字化部队看数字。
2018.01.03，这组标记时间的数

字，见证了这支部队的“高光时刻”，载
入了人民军队的史册。

这一天，习主席一身戎装，在这支
部队训练场向全军发布训令，奏响了
新年度练兵备战的号角。

这一天，军队统帅亲临训练场视
察指导，走上战位端枪瞄准，殷殷教
诲、谆谆嘱托，传递出大抓实战化军事
训练的鲜明导向。

这一天，成为开启这支数字化部
队发展新纪元的“根数字”。以这个
数字为“根”，两年半的时间里，这支
部队战斗力的“大树”拔节成长、根深
叶茂。

一个个战位上的数字频繁闪现，
而数字背后的故事更加令人难忘。

盛夏时节，记者深入陆军第 82集
团军某部采访，记录下来自官兵战位
的“数字战报”。

0.2 平方米。这是这支部队坦克
座椅的面积，也就是老兵丁辉战位的
面积。

当记者登上习主席视察过的 99A
坦克，钻进驾驶室，坐在座椅上时，最
直观的感受是战位空间十分有限，眼
前是众多的操作按钮和显示屏，有限
空间首先满足作战需求。

在 0.2平方米的战位上，一级军士
长丁辉先后当过车长、炮长、驾驶员，
熟悉 16种型号装甲车辆的操作使用和
维护保养，成为取得特级驾驶员、特级
炮长、特级无线电手、特级网络模块维
护员、特级信息化系统操作员认证的
“五特精兵”。

令丁辉最为自豪的是两个数字：
30，7000。一个刻在心里，一个记在
战位。
“30，是 30米，是一个让我一生感

到光荣和温暖的数字。”丁辉讲述起这
个数字背后的故事：2018 年 1月 3日，

习主席在部队训练场向全军发布训
令，官兵整齐列队，他当时就站在距离
主席台约30米的第一排。
“从来没想到能离统帅这么近，从

来没感觉到自己肩头的责任这么重！”
丁辉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依然血脉偾
张。聆听习主席训令后，丁辉驾驶装
甲集群“第一车”，开足马力直接奔赴
演兵场，开始了连续 48小时跨昼夜强
化训练。

铁甲伴日月，战位度春秋。这次
出征，丁辉和战友们驾驶战车驰骋野
外驻训场 365天，经历朱日和实战化对
抗的炮火硝烟后，又驶过万众瞩目的
国庆阅兵场……

两年半后的今天，丁辉在战位上
记下了这样一个数字：7000——他战
车的里程表显示，两年半时间行驶里
程增添7000余公里。

从 30米到 7000余公里，这位老坦
克兵的胜战底气显得越来越足，“战
报”越写越长——

对战位相关联专业进行拓展学
习，实现了火控计算机操作、并列机枪
分解结合、信息通信等专业技能再升
级；开发出单车综合训练系统，创新故
障装备牵引方法，领衔开展装甲底盘
发动机革新……
（下转第三版）

上图：编队机动。 叶 红摄

陆军第82集团军某部：

一份数字化步兵的“数字战报”
■本报记者 高志文 周 远 李建文

作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

的拳头力量，数字化部队建设牵动着

最高统帅关注的目光。

不负重托，找准战位，写好战报。

两年多来，陆军第82集团军某部牢记

领袖嘱托，熔铸钢筋铁骨、传承凛凛

风骨、实现脱胎换骨，在战位上跑出

强军“加速度”，永葆钢多气盈骨更硬

的“精气神”，在改革重塑中打造精锐

作战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陆军部队按照

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加快

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作战型转变，

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

多能作战、持续作战能力，向着建设强

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阔步前行。

牢记领袖嘱托，打造精锐作战力

量，要把宏大的目标追求和具体的战位

实践相结合，在强固战位中筑牢雄厚坚

实的战斗力基础。大漠戈壁铁流滚滚，

大江南北沙场点兵，全季节、全天候、全

地域排兵，全系统、全要素、全类型布

阵，陆军部队广大官兵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投身练兵备战热潮，以精武强能的出

色战报回答领袖的“时代之问”“胜战之

问”，不断迈出转型建设的新步伐。

嘱托重千钧，奋进正当时。新时

代的每名军人都要坚守自己的战位、

写好自己的战报，汇成奋楫潮头争创

一流的强军答卷。

牢记嘱托铸精锐
短 评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
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
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近
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连日来引发广大
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共鸣。

大家表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不
计名利、敢于创造，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
技创新重任。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科

学家的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科学无国
界，科学家有祖国。”参加座谈会的中科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
院士姚檀栋说，科研成果无论是用于国
民经济发展还是解决生命健康问题，都
是面向国家的需求。作为科学家，尤其
是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时，我们要以
国际前沿的水平推动国家的发展。

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建
有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全超导托卡马克
装置，近年来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助力我
国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
“不爱国是做不好科研的。”中科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云涛说，

当年中国刚进入核聚变能源研究领域
时，外界都是怀疑的目光，几代科技工作
者靠着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取得了现在
的成绩。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宋云涛深切感受到，面临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科技工作者更应该大力弘扬
科学家精神，从“两弹一星”精神中汲取
力量，肩负历史重任，让越来越多的创新
成果迸发涌流。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

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
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回想起自
己这些年在角膜病领域攻坚克难的经历。

1995年完成第一例手术、2008年获
国际眼科界认可和命名，姚玉峰独创的
“姚氏法角膜移植术”已经帮助近 3万名
患者重见光明。他还利用自己积累了
20年的 16万张角膜病图像，初步开发出
人工智能角膜病诊断系统，该系统进入
应用后将大大降低误诊率。
“我和我的团队要在临床治疗方法

和药物开发方面继续创新，不断深挖自

己的潜能，挑战一个又一个医学高峰，为
救治患者把更多‘不可能’变为‘可能’！”
姚玉峰说。
“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

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计名
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
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李保国的
爱人、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郭素
萍感触颇深。眼下，由她与李保国并肩
战斗过的专家、同事、学生、农民组成的
科技扶贫团队，正在山区综合治理的科
研道路上，用科学帮助更多农民甩掉
“穷帽子”。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原所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偲说，遵循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的“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
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这也正是几代南
海科技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不久前，中科院南海所的新型地球
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实验 6”在广州下
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深远海的科考能
力。“今后，我们将按照总书记要求，继续
发扬科学家精神，为建设海洋强国作出
新贡献。”张偲说。
（下转第三版）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淡泊名利敢于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能打仗、打胜仗是党和人民对军

队的根本要求，是军队使命职责之所

在，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习主席强调，“军队党的建设必须紧

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来展开，成为部

队战斗力的增强剂和功放器”。贯彻

习主席重要指示，落实“四个立起来”

战略要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是

《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的一

个鲜明特点，也是学习贯彻《条例》必

须把握的一个重点。

纲举则目张，执本则末从。《条例》

把“坚持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作为

军队党的建设的四个原则之一，强调

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全面

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把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彻到军队党

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原则，既是

政策引领，也是衡量准则。这一规范，

确立了聚焦备战打仗在军队党的建设

中的突出作用，立起了用战斗力标准

检验军队党的建设成效的鲜明导向。

聚焦备战打仗抓党建，首先是准

确把握《条例》的有关规定。比如，战

区党委领导主战的职权、战时组成要

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的职责，

遂行作战任务部队党委、纪委的领导

关系。比如，军队党的建设主要任务

中，强调的提高党委“五个能力”，推进

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等人才

队伍建设，强化打仗意识和实战化导

向，培育官兵战斗精神和血性胆魄

等。对这些具体规定，要结合实际认

真学习把握，贯彻到军队党的建设方

方面面。

落实好《条例》的规定要求，必须

强化聚焦备战打仗抓党的建设的意识

和能力。各级党组织要归正工作重

心，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

打仗用劲，使党的建设始终围绕备战

打仗来展开，立牢备战打仗指挥棒。

紧贴本单位职能使命，细化落实《条

例》有关规定的措施，推动解决“五个

不会”、“两个能力不够”等问题，提高

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的能力，以实际

行动回答“胜战之问”、“价值之问”、

“本领之问”。坚持以战斗力标准检验

军队党的建设成效，形成聚力备战打

仗的舆论导向、工作导向、用人导向、

政策导向，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

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
—三论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本报评论员

“截获目标！”“发射！”烈日当空，一
场空中对抗激战正酣。东部战区空军航
空兵某旅“王海大队”年轻飞行员陈鑫
浩，面对来自不同方向多批“敌机”的拦
截，与战友灵活协同、勇敢出击，在兵力
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零损伤”的
代价一举“击落敌机”17架。
“你很难想到，陈鑫浩驾驭这款新型

改装战机飞行时间刚过 100小时。这种
情形，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空战情形何
其相似。尽管跨越历史的天空，但咱们
飞行员骨子里的胜战精神仍然充盈如
初：闻战则喜、英勇顽强、敢打必胜、有我
无敌！”“王海大队”大队长杨俊成说。

1951 年 10 月，组建刚满一年、人均
飞行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队伍，在大
队长王海带领下飞赴朝鲜战场，投身抗
美援朝战争。

纵然敌众我寡，仍敢放手一搏。大
队长王海率队击落击伤敌机 29架，创造
了“15∶0”的空战奇迹；飞行员孙生禄驾
驶的战机被敌机击中后，他毅然放弃跳
伞机会，驾驶熊熊燃烧的飞机冲向敌机
群；飞行员马保堂为掩护战友，与数架敌
机展开空中格斗，打得敌人阵脚大乱、落
荒而逃……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空，该大
队年轻飞行员们凝聚起让敌人闻风丧胆
的“空中拼刺刀”精神，荣立集体一等功，
被空军命名为“王海大队”。
“一幅幅抗美援朝战场历史照片、一

件件珍贵实物、一条条空战航迹，记录着
中国空军第一代飞行员为国征战、不畏
强敌的勇敢顽强，是激发战斗精神的强
大动力源。”空军“金飞镖”得主、该旅某
大队大队长汤书杳向记者介绍，旅荣誉
室是飞行员的精神殿堂，新飞行员入列、
重大任务出征等时机，他们都会来到这
里接受洗礼，汲取向战而飞的无穷力量。

该旅荣誉室展台里，陈列着一份编
印于 1951 年 11 月 22 日的《战斗小报》。
头版新闻这样描述：“本月十八日，我一
〇三部队在和 184 架敌机的空战中，获

得击落、击中敌机 6架的空前胜利，我方
除一大队飞行员焦景文机身中弹八处、
仍安全返航外，余均无损失。”报纸上面
还有战斗英雄王海的撰文：“中国军队能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因为每一名中国军
人都有一颗不怕死的心。”

如今，虽然空战模式已发生很大变
化，但“空中拼刺刀”精神在该旅飞行员
心中依然熠熠生辉。

一次，该旅赴西北参加空军突防突
击竞赛考核。上阵时，靶场天气突变，狂
风肆虐，4个靶标被吹飞了 3个。导演部
指示：打与不打，你们决定！

打，风险明摆着；不打，将错失在恶
劣天气验证武器装备极限性能的良机。
“敢打必胜，有我无敌！”时任“王海大队”
副大队长王立登上战机加力起飞，超低
空突破蓝军层层拦截，精准命中仅存的

“半个”靶标，首创某型导弹极端恶劣条
件命中纪录，一举夺得“金飞镖”。
“历史告诫我们，一个国家没有强大

的空军，就无法守护和平的天空。今天，面
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我们更应该‘敢’
字当头，把尖刀磨砺得更加锋利！”已成长
为这支王牌劲旅参谋长的王立告诉记者，
这几年他们在海上方向与外军飞机当面相
遇日益频繁，每次都以专业的应对、果敢的
气势，圆满完成各项急难险重任务。

新时代号角催征，“空中王牌”今朝
尖刀更锋利。夜间轰炸射击、海上对抗
空战、战术空中加油……他们用一个个
“首次”，展现新的风采；把载荷拉到最
大、实弹打到边界、远海飞到尽远……他
们用一项项纪录，续写新的辉煌。

上图：该旅多机编队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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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传承“空中拼刺刀”精神—

“空中王牌”今朝尖刀更锋利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迟玉光 通讯员 尚 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