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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经党中
央、中央军委批准，新修订的《军队政治
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日前颁布
施行。
《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党章为根
本遵循，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
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聚焦聚力备战打仗，强固政治

工作生命线地位作用，发扬优良传统，
强化改革创新，对新时代军队政治工
作的指导思想、时代主题、基本任务和
原则、主要内容，党对军队政治工作的
领导，政治工作部门、纪委监委工作机
构、党委政法委员会主要工作，政治干
部的主要职责和素质要求，军队政治
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等作了全
面规定。
《条例》是新时代军队政治工作的

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政治建军的重要依

据，是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成
果。《条例》的颁布施行，必将加强党对
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推动新时代政治
建军方略全面落实，推动军队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我军
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
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为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颁布

“数字孪生，按字面意思，就是为真
实的物理世界搭建一个高度镜像化的
数字世界。一个系统、一台机器，运转
状况如何，可以通过数字世界清晰感
知，就像照镜子一样。”

谈起自己的调研课题，全国人大代
表、陆军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明孝一下
打开了话匣子：“对于装备而言，这意味
着设备维护的透明性大大增加，全寿命
周期管理将成为可能；对于训练来说，
建设数字化的虚拟训练场，可助力实战
化训练水平大幅提升。”

数字孪生是一种前沿技术。近年
来，世界各国出现的飞机事故，引发人
们对这一技术的高度关注：如果能为物
理世界找到一个数字映射，让飞机故障
能被及时察觉，甚至被预测到，让维修
变得更精准，将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
“实际上，这一技术的原理并不复

杂，和建筑行业做‘模子’有点类似，只
不过，这个‘模子’是数字化。”王明孝代
表笑着告诉记者，数字孪生的发展，得
益于近些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一系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综合集
成，这才使得这种数字“镜像”复制具有
了运行层面的实际意义。

王明孝代表介绍说：“这项技术可
以绕过现实实物，直接通过操控数字孪
生体进行模拟、仿真和预测，具有非常
广泛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国内一些城市已把数字孪
生运用到城市管理之中，由智能机器接
管路口信号灯和各条道路的交通视
频。把路况信息传入“城市数据大脑”，
就可模拟出整个城市的交通变化情况，
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交通信号灯的
智能配置，从而有效减少市民的通行时
间，也使得救护、应急、消防等车辆的出
勤时间大大缩短。

王明孝代表在调研中发现，数字孪
生可以推动军事装备向智能化方向发
展，是当前军事装备领域应用研究的一
项关键技术。
“我们可以建立装备运行数据库，用

数字孪生模型记录实体装备整个寿命周
期的所有数据和参数。有了这些数据的
支持，再通过既定算法的人工智能分析，
便能掌握装备在实际过程中的使用和管
理情况，指导部队科学管装、合理用装，
避免不规范使用带来的问题，提高装备
配置的合理性。”王明孝代表说。
“数字孪生还可用于军事训练场的

建设，让‘虚景实训’成为可能。”作为地
理信息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王明孝对
于数字孪生在作战仿真实验、沉浸式模
拟训练等课题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尤为
关注。
“数字孪生与实景三维战场环境，

是对真实战场环境的映射，是现代战争
的新型实验场，是战场环境数字化的高
级阶段，有助于实现战场态势感知与筹
划能力的战略转型。”王明孝代表在调
研中发现，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训练效益
大有可为。

在王明孝的构想中，加快构建战场
环境数字孪生平台，将现实和虚拟空间
中的人、装备、环境有机结合，综合运用
大数据技术、3R技术、实景三维建模技
术等，构建动态虚拟的战场环境，可为
部队训练提供环境支撑。同时，依据平
台所采集的武器装备射击数据，通过数
据映射，在虚拟战场环境中模拟显示战
斗景况，从而实现室内或小场地全流
程、全要素战斗训练。

王明孝告诉记者，建造基于数字孪
生的实景三维模拟训练场，能够“把大
的战场缩小来训、把远的战场拉近来
训、让少数人训变成大多数人训、把境
外战场放到境内来训”，让每名指战员
尽早熟悉和适应作战任务区的环境，为
打赢创造条件。
“数字孪生以其巨大的科技优势、

广阔的应用前景、深厚的发展潜力，在
未来大有用武之地。”王明孝代表说。

加快数字孪生技术的军事应用
——访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明孝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王凌硕

2月18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排爆专业官兵开展搜、排爆训练，锤炼官兵技战术水平。图为官兵正在进行

抗干扰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余海洋摄

【题记】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我用生命捍卫守候

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

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

——高原边防官兵喜爱的一首歌

喀喇昆仑高原，横亘西部边境。
立春过后，大江南北暖意渐浓，高

原深处的加勒万河谷依然严寒彻骨，
大河冰封，群山耸立。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
卫和平安宁的一线。来自天南海北的
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
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2020年 4月以来，有关外军严重违
反两国协定协议，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抵边越线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蓄意
挑起事端，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
现状，甚至暴力攻击我前往现地交涉
的官兵。

面对外方的非法侵权挑衅行径，
我边防官兵保持克制忍让，尽最大诚
意维护两国关系大局和边境地区和平
安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边防官
兵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
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官兵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展现
出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涌现出
某边防团团长祁发宝、某机步营营长
陈红军和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
等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
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中央军委授予祁发宝“卫国戍边
英雄团长”荣誉称号，追授陈红军“卫
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给陈祥榕、肖
思远、王焯冉追记一等功。

雪山回荡英雄气，风雪边关写忠
诚。
“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

守丢了！”万千官兵发扬喀喇昆仑精
神，克服极度高寒缺氧，守边护边、不
怕牺牲，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战位上。

巍巍喀喇昆仑，座座雪峰耸峙。
千里热血边关，遍地英雄屹立。

宁洒热血 不失寸土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

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

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

将他们赶了出去。”
——陈祥榕对一次战斗的记录

英雄勇敢无畏，只因责任在肩。
一线官兵常说，我们身后就是祖国，当
国家受到侵犯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冲
锋向前。

清晨，当哨声响彻营房，班长李确祥
又想起了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的陈祥
榕，想起了那个新兵的第一次冲锋。

那是 2020 年 5 月初，外军越线寻
衅滋事，李确祥和陈祥榕等紧急前出
处置。李确祥问年轻的战友：“要上一
线了，你怕不怕？”陈祥榕回答：“使命
所系、义不容辞！”

他们赶到前沿后与对手殊死搏
斗，坚决逼退越线人员。陈祥榕在日
记中自豪地写道：“面对人数远远多于
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
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
出去。”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
凌。面对严峻斗争考验，一线官兵越
是艰险越向前，生死关头更凛然。

2020年 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
达成的共识，越线搭设帐篷。按照处
理边境事件的惯例和双方之前达成的
约定，团长祁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
的诚意，仅带几名官兵，蹚过齐腰深的
河水前出交涉。

交涉过程中，对方无视我方诚意，
早有预谋地潜藏、调动大量兵力，企图

凭借人多势众迫使我方退让。
“他们的人陆续从山崖后冒出来，

黑压压挤满了河滩……”参谋陈鸿宇
回忆说，“我们人虽少，可拼了命也不
能退呀！”

祁发宝张开双臂挡在外军面前，大
声呵斥：“你们破坏共识，要承担一切后
果！”同时组织官兵占据有利地形。

官兵们组成战斗队形，与数倍于
己的外军对峙。对方用钢管、棍棒、石
块发起攻击。祁发宝成为重点攻击目
标，头部遭到重创。

见此情景，陈红军带人立即突入
重围营救团长，陈祥榕作为盾牌手战
斗在最前面，摄像取证的肖思远也冲
到前沿投入战斗。

增援队伍及时赶到，一举将来犯
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外军溃不
成军、抱头逃窜，丢下大量越线和伤亡
人员，付出了惨重代价。

军医韩子伟记得，祁发宝被救出
后，左前额骨破裂，有一道十几厘米长
的口子。包扎伤口时，“他一把扯掉头
上的绷带，还想起身往前冲，那是他最
后一丝力气，随后又晕倒了”。

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毫不畏惧、
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王焯冉在渡
河前出支援途中，为救助战友牺牲。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
坚。

那场战斗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
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
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

那场战斗后，陈祥榕所在连队斗
志更加旺盛，服役期满的士官 100%主
动留队，所在团义务兵踊跃申请选取
士官继续战斗。

那场战斗后，王焯冉所在团 18名
女兵 3次请战，她们在请战书中写道：
“愿同男兵一样英勇战斗，甚至流血牺
牲！”

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
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
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喀喇昆仑高原。

如今，加勒万河谷的前哨上，官兵
们时刻高度戒备，牢牢扼守河口；风雪
飞扬的驻训场，官兵们驾驶新型战车
精训苦练，随时准备迎敌亮剑；新型保
温营房内，官兵们齐装满员、战斗生活
物资充足，做好了长期斗争准备，纷纷
表示——

我已严阵以待，犯我者必遭迎头
痛击！

赤胆忠诚 皆为祖国
“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

的领土。”
——摘自肖思远的战地日记

春节前夕，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又
一批新战士，走进喀喇昆仑腹地的军
营，准备在新训后奔赴高原边防一线。

有人说，选择这片高原，是既需要
理想、更需要勇气的。天下有那么多
的好地方，一颗颗年轻的心却偏偏选
择了边关——

1997 年，高中毕业的祁发宝报名
参军，带着新兵营“军事课目考试第一
名”的成绩向组织申请：到高原去、到
斗争一线去。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
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听说
要征兵就临时“变卦”了，最终走进火
热军营。

2016 年后，年轻的肖思远、王焯
冉、陈祥榕也相继走上边关。一年年
来，无数与他们一样的青年做出同样
的选择。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
则考验信念。

他们首先要战胜的，是无法摆脱
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
冬季封山，以及由此形成的遥远而荒
凉时空……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必须时
刻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挫败一切
侵犯中国领土的图谋。

官兵说，风与雪的洗礼、生与死的
考验就像一个超级过滤器，足以滤去
你心中所有的浮华，最后只剩下对这
片土地清澈的爱。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 18岁

的陈祥榕写下的战斗口号。班长孙涛
问他：“你一个‘00后’的新兵，口号这
么‘大’？”
“班长，这跟年龄没关系，我就是

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他坚定地
说。

这 种 爱 ，无 关 年 龄 ，都 是 一 份
“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
担当——
“头顶烈日乐为祖国守边防、手扶

蓝天甘为人民作贡献。”祁发宝勘察天
文点前哨，默念着老营房上的这句标
语感慨不已：“老前辈在那么艰苦的条
件下，都能坚守边防一线，现在我们更
应该担起责任，把边防守好。”

肖思远牺牲后，战友们整理遗物
时，看见他在一篇战地日记中写道：
“走在喀喇昆仑，我们就是祖国的界
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
土，无比自豪！”

这种爱，无关年龄，都是一腔“党
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

陈红军所在营官兵聊起营长时
说：“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
工作。”在一本书中，他特意标注了一
段话：“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
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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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死捍卫神圣国土，人民军队英

雄辈出。

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边防斗争

中，我边防部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坚决反击非法越线侵权挑衅行径，取

得重大胜利，涌现出“卫国戍边英雄团

长”祁发宝、“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

一等功臣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先

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

官兵的昂扬风貌。

英雄业绩光耀山河，英雄精神催人

奋进。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培育成长的钢铁战

士，是“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杰出代

表，是对党绝对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

时代先锋。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

他们扎根高原、奉献青春，在雪域边关

以身铸界碑；面对严峻复杂的现实考

验，他们常备不懈、枕戈待旦，有理有利

有节斗争，坚决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和边

境地区和平安宁；面对疯狂挑衅和暴力

攻击，他们毫不畏惧、团结战斗，以誓死

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践行了“大好河

山、寸土不让”的铿锵誓言，谱写了一曲

撼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每个

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新时代卫国

戍边英雄官兵，产生于斗争一线的磨砺

考验，成长于奋斗强军的火热实践，献

身于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他们的事迹

精神具有鲜明时代价值和强大感召力

量。全军官兵要学习他们听党指挥、听

令而战的忠诚品格，敢战善战、矢志打

赢的使命担当，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

战斗精神，团结奋战、生死与共的革命

情谊，以身报国、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高擎伟大爱国主义的精神火炬，赓续革

命英雄主义的血脉基因，争当“四有”新

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

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

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老祖宗留下的

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

一分一毫也不要。我们珍爱和平、致

力稳定，始终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

心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但决

不允许任何势力侵犯国家领土和主

权。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必将

予以迎头痛击。人民军队是祖国的钢

铁长城，是捍卫和平的坚定力量，有能

力有信心打败一切来犯之敌，坚决维

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雪山巍巍，见证忠诚；征途漫漫，惟

有奋斗。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要牢记初心使

命，坚定必胜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

斗争本领，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更好履行新

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唱响英雄壮歌 奋力强军打赢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