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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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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化责任担当，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

去、打得赢。要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加强对抗性、针对性、

协同性训练，提升训练质量和水平。要发挥以战领建、以训促建

作用，加强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建设。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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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主席着眼推进强军事
业，高度重视加强军队思
想政治教育，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述，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军队思想政治
教育明确了目标任务，提供了科学指导。

进入新时代，党的军事理论创新与军事实
践创造同步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处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我军建设的使命任务不断拓展，部队
的组织形态实现重塑、官兵的成分结构出现新
的变化。必须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
节，进一步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教育内容，创新
教育方式，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着力打牢官兵听党话、跟
党走的思想政治根基，培
育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
战斗精神，强固官兵法纪

严、风气正的优良作风，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和强大精神动力。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从今日

起，本报推出“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体系”专栏，集中反映各部队贯彻落实习主席
重要指示，紧贴时代、紧贴实践、紧贴官兵，推
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有益经验和创新
做法。

开 栏 的 话

一条妙计的两种“写法”，让空军
某基地一场体系对抗演练渐入佳境。

负责“起笔”的，是一名身着空军
迷彩作训服的中校；出手“改写”的，却
是一名身着火箭军迷彩作训服的少
校。跨越军种的“推敲”之后，更臻完
善的妙计在暗夜中演化为空地联合战
斗的壮阔图景：

战机编队沿着山脊进袭，敲掉“敌
方”雷达阵地；导弹战车潜入峡谷穿
梭，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某山口，“弯弓”
对准重要目标……

沙场点兵。基地作战指挥中心里
看似不寻常的一幕，在参谋们眼中已
是寻常事。

在这个基地，每月一次体系集成
训练、每季一次体系对抗演练，“雷打
不动”。所属兵种、机型悉数上阵，即
使疫情防控期间也未中断。

每一场“战斗”，都能看到不同军
种官兵的身影。陆军防空兵、航空兵，
火箭军甚至国防动员系统的参谋们相
继走上该基地“中军帐”战位，贡献他
们的妙计与良策。

视角转换、观念交锋、目标融合，
犹如熔炉中迸射的钢花。这个熔炉，
就是体系！
“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发

挥新体制优势，向创新组训方式要效
益，不断提高打赢能力，用实际行动回
报习主席的深情厚爱和殷切嘱托。”谈
起做好“体系作战”这篇大文章的初
衷，基地司令员文俊飞难忘那令人激
动的一天——

2019 年 8 月 22 日，习主席视察该
基地，就在这个作战指挥中心，实地察
看值班席位，听取有关介绍，详细了解
战备值班和训练情况。
“我们基地是改革强军大潮中应

运而生的新单位、新机构，习主席寄予
厚望，作出重要指示。我们倍感责任
重大、使命艰巨，也更加坚定一个信
心：向体系要战斗力！”

牢记主席嘱托，练兵时不我待。

2020年第一个飞行日，该基地就展
开体系对抗演练和实弹实投训练。开
训即实战，所有升空战机均挂载不同型
号武器设备。对抗双方打破套路，飞出
边界数据，“战况”持续胶着。

基地今年第三季度体系对抗演
练，筹划方案十易其稿，课题想定难上
加难。战斗在拂晓打响，数十个来自
不同军兵种的作战单元，以沙漠、戈
壁、高原为舞台，上演攻防大戏。

一位军事家曾说：“在这个战争样式
迅速变动的时代，谁敢走新路，谁就能取
得新战争手段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

那一天，警报响起，大漠高空来了位
“稀客”。这个航迹飘忽不定的目标，检
验着基地空防体系综合反应水平。

如何应对？地面多型雷达携手组
网，敏锐捕捉、稳定跟踪、实时回传；空
中多型飞机梯次升空，有的负责查证
识别、有的早已搭箭在弦。

精准用装、精准用人、精准用弹……
诸多战位精准配合，一举突破战机性
能、武器使用极限。基地副司令员汤应

坤如此总结：“这，就是体系的力量！”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

履之者知。”越发现体系的力量，越能
明白自身的短板，基地官兵对实战化
也有了新的思考。

在他们眼中，不以击落“敌机”数量
论成败——对抗训练中，“敌机”在射程
外挑衅，防卫战机冲上前去咬住“敌机”
并成功击落，但由于追击距离过远，另
一队“敌机”乘虚而入、偷袭要地。负责
评判的某旅参谋长杨帆一针见血地指
出：飞行员既要锤炼空战本领，更要强
化全局意识，时刻保持清醒。
（下转第三版）

上图：拂晓出击。

陈庆顺摄

空军某基地：

体系磨砺铸空中精锐
■本报记者 刘明学 魏 兵 李建文

远飞者当换其羽。迈进“新体制

时间”，空军某基地官兵谋变思进、革

故鼎新，换羽振翅启新程，在改革重塑

中实现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奋飞争先的背后，是领袖的深情

厚爱和殷切嘱托。2019年8月22日，

习主席亲临这支部队视察，勉励官兵

牢记初心使命，提高打赢能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面对强

军征程中的关隘，对新时代军人来说，

有些关，必须闯；有些事，必须干。越

是在改革强军全面推进的时刻，越要

主动作为、迎难而上，在开拓创新、实

干攻坚中拿出应有的担当和作为，创

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九万里风鹏正举。按照习主席亲

自擘画的转型发展蓝图，空军部队重

整行装再出发，努力把人民空军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空军某基地

的探索实践，是空军部队转型重塑、

跨越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欣逢伟

大时代，奋进强军征程，每名官兵都

要深刻领悟肩上的使命之重、责任之

重、任务之重，忠诚履职、敢于担当、

永不懈怠，沿着领袖指引的航向振翅

奋飞！

换羽振翅启新程

本报讯 张督都、特约记者高明俊
报道：西北大漠，朔风扑面。前不久，火
箭军某旅跨昼夜火力突击训练间隙，官
兵席地而坐，结合学习抗美援朝精神，组
织战地小演讲。“战争不仅是装备的比
拼，更是精神的较量”“钢多气足，骨要更
硬”……发射三营六连指导员李振华一
番战味十足的发言，瞬间点燃大家的战
斗热情。这是该旅所在基地坚持推动思
想政治教育与备战打仗有机融合的一个
缩影。

该基地领导介绍，他们针对部队使
命任务拓展、演习演训频繁的实际，向战
而行改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
扭住“为战”抓统筹，着眼“能战”抓转化，
突出“向战”抓引领，把教育课堂开设到
阵地洞库、野营帐篷、发射架下，在深化
练兵备战中体现价值，在履行使命任务
中展现威力，不断提高教育对备战打仗
的贡献率。

教育找准落点才能彰显威力。该

基地结合作战任务，围绕制衡强敌，深
入开展形势战备教育，用真实敌情扫
除和平积弊；广泛开展“学战例战将、
学战斗英雄”活动，砥砺官兵战斗精
神；结合重大演训任务，聚焦战时宣传
鼓动、心理攻防，加强专攻精练，让教
育更好地融入指挥链。今年夏天，该
基地某导弹旅在任务途中跟进开展
“丢掉幻想、准备打仗”专题教育，组织
誓师动员、战地教育、现场鼓动，不断
强化“战争就在眼前、今天就上战场”
的紧迫感。

让练兵备战的典型立起来，把备战
打仗的劲头鼓起来。该基地持续推进
“组织关怀到家中、官兵动态送家庭、光
荣时刻进军营”活动，结合重大纪念日、
评功评奖等时机，强化仪式激励，加强备

战打仗典型引领；打造战味浓郁的营区
环境和独具特色的战地文化，组织“砺剑
风采”野战文艺创演，浓厚聚焦打仗文化
氛围，不断激发练兵动力、培育战斗血
性。“问天天不语，问地地不说，你的付出
祖国会记得……”前不久，该基地某团邀
请训练标兵亲属进军营，一部由官兵创
作拍摄的《兵王颂》视频短片，让现场官
兵和亲属感动不已。

教育向战而行，激发能战敢战的血
性胆气。日前，正在执行跨区演训任务
的该基地某导弹旅接到全防护战斗发射
命令，多个发射单元迅速转入战斗状
态。面对沙尘频繁来袭等恶劣天候考
验，官兵始终保持高昂战斗热情，高效采
集各类作战数据，应急作战能力得到有
效检验。

火箭军某基地提高教育对备战打仗贡献率

向战而行燃旺教育炉火

本报讯 赵超、吉苏杰报道：初冬深
夜，刺耳的警报声打破南部战区陆军某
旅营区的宁静。官兵闻令而动，领取战
备物资、携带战斗装具、启动车辆，迅速
奔赴指定地域。该旅领导介绍，连日来，
他们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与加强练兵备战结合起来，进一步掀
起实战化训练热潮。
“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对
于基层官兵而言，就是要锤炼过硬本
领，不断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能力。”该旅领导说，在组织官兵

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他们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官兵立足本职战
位，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不断
激发练兵动力。

近日，该旅组织实战化演练。笔者在
野外宿营点看到，不同于以前搭建“野营
村”的做法，此次针对冬季植被稀疏的实
际，该旅在演练中采取构筑地下掩体的方
式，有效破解冬季野外条件下部队隐蔽伪

装不便的难题。谈及这一做法，该旅作训
科科长李荣庄说：“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
加强练兵备战。作为一支刚完成改制换
装的部队，我们必须在探索战法训法上想
真招、出实招，尽快形成战斗力。”

越学越知责任重，斗志昂扬练本
领。此次演练，该旅先后对夜间远程机
动、防敌空中侦察等课目的战法训法进
行探索创新，有效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同练兵备战结合

联系实际学理论 立足战位强本领

五 中 全 会 精 神 在 基 层

11月20日，第75集团军某新兵团组织新兵走进驻地党史长廊，重温党的光辉历史，进一步坚定新兵理想信念。

孟凡洋摄

本报加德满都11月29日电 尼泊
尔总统班达里、总理兼国防部长奥利 29
日在加德满都分别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
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班达里说，尼中友好源远流长。尼
方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抗
疫成功，对中国坚定支持尼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深表感谢。尼方积极参与中方
“一带一路”倡议，愿进一步密切各领域
关系，不断深化两军友谊与合作。

奥利说，尼中建交 65年来，友好合
作广泛深入。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
国建设发展必将取得更大成就。尼方衷
心感谢中方多年来对尼军建设的大力支
持，相信此访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军合作
深度发展。

魏凤和表示，去年两国元首成功
互访，将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
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中方高度赞赏尼方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坚定支持尼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将继续与尼方
保持密切沟通、深入开展务实合作，一
如既往为尼军建设提供支持帮助，为
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更
大贡献。

当日下午，魏凤和与尼军参谋长塔
帕举行会谈，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两
国两军关系等深入交换意见。

尼泊尔总统、总理会见魏凤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