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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满

贺美华

一阵风起，黄沙扑面而来，射击场
瞬间鸦雀无声。

狙击手马天佳趴在沙地上，手指
轻触扳机。

此刻，这位来自武警猎鹰突击队
的上尉警官身后，站着来自数十个国
家的狙击精英。几乎所有人都用挑剔
的目光注视着他，等待着结果。

风速、风向、距离……观察员实时
报知数据。射击目标将在未知地域出
现，3秒钟后就会消失。
“砰”的一声，子弹呼啸出膛。时

间仿佛凝固一般，很快，大家听到子弹
击中钢板靶的金属撞击声。

命中目标！新纪录诞生！
马天佳力克群雄，一举夺得“锋刃-

2018”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挑战狙击”
项目冠军。此前，他和特战队友们已经
包揽了个人组和集体组两项冠军。
“猎鹰突击队跻身世界优秀反恐

特战部队之列！”一位外军特战专家如
此评价。

如今，回忆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的场景，已是特战二大队副教导员的
马天佳平静地说：“在国际赛场争第
一、拔头筹，是‘猎鹰人’走出国门时
立下的誓言。习主席授旗时的重要
讲话，让我们找准定位，意识到肩头
重任。”

2014年 4月 9日，习主席亲自为猎
鹰突击队授队旗，强调猎鹰突击队是
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伫立在队伍之
中，统帅那句“努力成为国际一流水平
的反恐特战劲旅”的叮嘱，令马天佳热
血澎湃。

内心同样受到强烈震撼的，还有
时任猎鹰突击队大队长米彦广。
“从习主席手中接过绣有猎鹰图

案的鲜红队旗，就意味着要把使命和
责任牢记心底、扛上双肩。”如今已成
长为武警某部支队长的米彦广，眼神
锐利如鹰。

授旗 6 年多来，猎鹰突击队经历
了转型重塑、任务转换、转隶移防，工
作千头万绪。一年 300 多天，米彦广
吃住在部队，发鬓熬白了，皱纹爬上
眼角。

在猎鹰突击队荣誉室里，至今张贴
着米彦广当特战队员时保持的“突入射
击纪录”：15米距离，6个目标，从转身据
枪到击中目标，整个过程仅6秒。

作为一名老特战队员，前进的路
上，挑战越多越能激励他：“我们是反
恐‘国家队’，担负着多样化反恐作战
任务，作战技能必须样样过硬，向国际
一流水平看齐。”

一个普通的训练日，凛冽的寒风
吹在特战队员身上，队员的呐喊声响
彻训练场上空。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猎鹰突击，所向披靡！反恐利

剑，为国而战！”
战旗在手，重任在肩。如今，在米

彦广带领下，猎鹰突击队每名队员都
深知自己的使命，一批批神枪手扬名

国际赛场。
习主席授旗不久，米彦广带的“徒

弟”——王占军，参加第十三届世界军
警狙击手射击锦标赛。“为祖国而战！
为猎鹰而战！”他沉着冷静、顽强拼搏，
夺得军队组个人第一名、大赛个人总
冠军。

对“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
王占军来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夺
冠。从 2008年成为狙击手，王占军多
次征战国际赛场，一次又一次让五星
红旗在异国他乡高高飘扬。

那年 5月，王占军从 117名武警狙
击尖兵中脱颖而出，拿到代表中国武
警出征第九届世界军警狙击手射击锦
标赛的入场券。当时，水雾射击课目
设置极其严苛：两台消防车在射手前
方 80米处向空中喷水，形成的水雾让
400多米外的目标若隐若现……

几个回合下来，王占军暂列第 4
名，想要拿名次，必须拿下最后的课目
“打刀刃”——在 30 秒内击发一枚子
弹，打中 60米外的刀刃。透过瞄准镜，
刀刃就像一根拉直的悬丝。
“稳住，要对得起心中的国旗！”王

占军深吸一口气，狠狠咬住自己嘴唇，
食指慢慢预压扳机，整个世界仿佛静
止了。一声枪响过后，子弹被刀刃劈
开，在靶纸上留下两个弹孔。

一弹两孔！满分！现场瞬间沸
腾了。

困难面前，“猎鹰人”越战越勇。
从实现中国在国际狙击大赛上奖牌
“零的突破”，到多次实现“大满贯”，王
占军参与并见证了猎鹰突击队的振羽
高飞，也担负着培养狙击精英的重任。

2015 年，王占军成为特战三大队
大队长。他带队参加第十四届世界军
警狙击手射击锦标赛，与 16个国家的
130 名选手同台竞技。尽管这已是王
占军第五次出国参赛，却是他第一次
以“总教头”的身份出征。
“全队上下憋着一股劲，想拿出好

成绩给习主席汇报。我们绝不辜负统
帅对我们的信任！”最终，王占军带领
团队包揽所有课目冠军。

那段时间，王占军的女儿刚出
生。走下冠军领奖台，他给妻子打去
视频电话。

看着手机屏幕中睡熟的女儿，这个
训练从来不叫苦、爱枪胜过爱自己的
“铁汉”，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瞬间被击
中。“女儿有一天长大了，一定会理解特
战队员父亲的选择。”王占军说，“荣誉
属于祖国，也属于我的家人。”

身负重任、身许家国，“荣誉”二字
深深融入猎鹰突击队队员的血脉。

每天结束训练，王占军和队友们
都会为特战服右臂上的国旗轻轻擦去
灰尘。“‘国旗红’，是特战尖兵的生命
底色。”王占军说，“每天精心擦拭右臂
上的这面国旗，就是让忠诚体现在一
举一动中，再难的事也要咬牙坚持。
我们一定把反恐利剑磨砺得更加锋
利，让党和人民放心。”
“中国猎鹰”不仅是一个特战符

号，也代表着一个特战标准。这个标
准背后所蕴含的战斗力，不单单体现
在男子汉的天地里。几年前，一个视
频让身怀绝技的“95后”女猎鹰黄雅琼
成为网红。

2018年 12月，猎鹰突击队应邀派
遣女特战队员赴乌兹别克斯坦，担负
该国女特种兵训练任务。作为女教
官，黄雅琼多次出色完成特殊任务，赢
得了国际同行赞叹。

刚到乌方基地，身材娇小的黄雅
琼看到受训女学员个个身材魁梧，“心
里有点慌”。“战场上不是看谁个子大，
能打胜仗才是评判军人的唯一标准。
我们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没有理由不
自信。”想到这里，黄雅琼稳住心神。
（下转第三版）

下图：猎鹰突击队队员开展训练。

杨志毅摄

武警猎鹰突击队：

“中国猎鹰”振羽奋飞
■本报记者 宋明亮 陈小菁 吴 敏

短 评

努力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反恐特战劲旅，永远做党和

人民的忠诚卫士。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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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思想星空的闪亮时刻，这是
激荡时代大潮的中国之声——

2017 年 1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系统阐
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站在历
史和哲学高度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这一
时代命题提出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4年来，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全球挑战
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遭遇重重考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时光磨砺和现实映
照下，透射出愈发耀眼的真理光芒，赢得世
界日益广泛的支持与赞同。

引领时代的思想，凝聚共识的智慧，破
解危局的良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如浩荡东风吹拂大地，播下和合共生的
种子，收获共赢共享的明天。

与时偕行天地宽

2020 年，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危机。百
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正在深度改变世界
政治经济版图。人类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们对答

案的追寻更显迫切。团结与分裂、开放与
封闭、合作与对抗，两股力量激烈争夺，两
种前途迥然不同。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

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
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
的担当。”日内瓦万国宫内，习近平主席以坚
定的语调、有力的话语回望人类历史，传递
共同价值，分享深邃思考，展现责任担当。

那是多么宏伟的愿景——“中国方案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系统阐释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目标路径，倡导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那是何其热烈的反响——47分钟演讲，
响起30余次掌声。到了关键处，几乎一句一
次掌声。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
森说，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变局中，登高望远；纷扰中，洞悉大
势。2013 年 3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
斯时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两年多
后，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 70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时，又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
流、生态体系五个方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
体”总路径和总布局。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双多边场合还创造性
地提出周边、亚太、中非、中拉、海洋、核安全、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和中巴、中柬等双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使这一历史性倡议
的内涵不断丰富，实践路径也日益清晰。

2020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艰难时刻，习近平主席又
向世界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张，呼吁各国

积极投身国际抗疫合作，加强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
中国发起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
人道行动，向 150多个国家和 10个国际组
织提供抗疫援助，向 34个国家派出 36支医
疗专家组。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更深刻感受到，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才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正确选择。”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
“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利益越来越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
授皮埃尔·皮卡尔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中国为维护人类和平与福祉所提出
的重要倡议，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哲
学思想之一。

笃志躬行为苍生

展区全程防护、展前提前隔离、多轮核
酸检测……在中方和全球展商共同努力
下，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克服种种
困难，于 2020 年 11 月如期举行，吸引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600多家企业参展，成
为疫情阴霾下全球市场的突出亮色。
“中国借助进博会践行开放承诺，对我

们是巨大鼓舞。”“疫情下，到中国去无疑是
最可靠的选择。”外国参展商的评价，饱含
着对中国重信守诺、以行证言的由衷钦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主席多次
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

共建“一带一路”，正是习近平主席首
倡建立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实践平
台。历经 7年耕耘，“一带一路”从理念化
为行动，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
品。从中巴经济走廊到产业园区合作，从
中老铁路到中欧班列，从比雷埃夫斯港到
汉班托塔港，一大批重点项目全面推进，一
个辐射全球各大陆、连接世界各大洋的互
利合作网已初步形成。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刻诠释了合作、和平
与发展的真谛，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诉
求。”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说。
“德不孤，必有邻。”疫情之下，“一带一

路”合作迸发出旺盛生命力。2020 年前 8
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
达 5.86万亿元。截至 2020年 11月初，中欧
班列开行突破一万列，运送集装箱数量同

比增长 50%以上。繁忙的“钢铁驼队”，正是危难面前各国携手
并肩、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说，中国不仅谋求自身发
展，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
未来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的新愿景。

在这个新愿景中，消除贫困、共同发展是应有之义。在日
内瓦，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示，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
车”。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为各国发展持续提供动能和机遇。（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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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推进军

官岗位管理的意见》。这是创新军官

管理模式的重大举措，是精准科学开

发配置人才的重要前提，是解决军官

管理突出矛盾问题的紧迫需要，有利

于加快推进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

革命、健全以精准为导向的军官管理

体系。

精细化的岗位管理，既是现代人事

管理创新的必然产物，也是推进军事人

员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这次军官制度

改革，通过研究分析各类各级军官岗位

的工作性质、职责任务、能力需求、资格

条件等，力争把军官管理的“需求侧”搞

清楚，以此牵引军官的培养、选拔和使

用，实现“治事”与“治人”相统一，形成

人岗相适、人尽其才的局面。

《意见》从全军层面对实施军官岗

位管理作出部署，主要明确构建军官

岗位分类体系、制定岗位履职能力指

标、健全完善岗位任职资格、调整完善

岗位津贴体系等任务，提出抓好落实

的原则要求和思路办法，指导全军协

力推进相关工作。分类是管理的基

础，对军官岗位进行科学分类、归类定

位，是推进军官岗位管理的首要环节，

也是差异化制定军官管理政策的基础

工作。基于军官岗位职责任务，推导

分析岗位履职需要的各种能力，可以

为准确制定岗位任职资格提供基本依

据，为组织培养军官明确目标指向。

根据岗位履职能力需求，依据能力生

成途径，健全完善岗位任职的必备条

件、优选条件和禁业条件，让能力、实

绩等客观因素在选人用人中发挥主导

作用，可以更好地实现以岗择人、事业

取人。依据不同岗位军官的超额劳

动、超额奉献、超额贡献，调整完善岗

位津贴体系，给予相应的激励补偿，使

岗位津贴充分体现不同军官岗位的性

质特点和履职要求，可以更好地发挥

激励导向功能。

推进军官岗位管理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课题新、任务重、环节多、周

期长，需要统筹力量、上下协力才能有

效完成。各级党委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

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推进军官岗位管

理的目标指向和重大意义，加强组织领

导，压实责任分工，严把质量关口，注重

在实践中检验成果、运用成果、完善成

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推动军官队伍科学精准管理
—认真学习贯彻《关于推进军官岗位管理的意见》

■本报评论员

新的军官制度贯彻执行系列谈⑩

猎鹰出击，所向披靡。武警猎鹰

突击队官兵牢记习主席嘱托，紧紧围

绕“建成国际一流反恐特战劲旅”目

标，淬炼部队反恐制胜能力，推动战斗

力水平跃升，取得骄人战绩。

只有平时练得狠，战时才能冲得

上。猎鹰突击队队员遂行反恐任务，

大多是与恐怖分子短兵相接、近距离

对抗，时刻面临血与火、生与死的考

验。新时代国家安全利益的拓展，对

武警特战力量提出更高要求。无论是

扬威国际赛场，还是奋战反恐一线，官

兵们都在重大任务中磨砺钢铁意志，

在超强度训练中锤炼战斗作风，在恶

劣环境中挑战极限，向国际一流反恐

特战劲旅奋力迈进。

奋飞强军新征程，我们应该像猎

鹰突击队队员那样，见困难敢上、见重

担敢挑、见硬仗敢打，用过硬的战斗作

风续写新的荣光。

战旗在手，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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