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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永飞、记者孙兴维报道：近日，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署在全军开展采购管理监督检
查，主要对 6个重点、10 个方面、50 余个点位组织
进行。这次监督检查采取“单位自查、按级复查、
全军抽查”的方式，探索建立按级负责、上下联
动、常态实施的监督审核机制，推动廉政主管责任
按层级按职能落地落实。

为了高标准强化采购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军
队采购行为，按照深化“定价采优、应急采快、放
管服统一”采购机制总体安排，军委机关有关部门
决定今年在全军开展采购管理监督检查，健全监管
机制、完善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
能。

监督检查紧盯当前采购行业领域存在的风险隐
患，全面清理问题、分析症结、破解矛盾，坚决治
理堵点，推动问题积弊大起底、风险隐患大排查、
作风形象大整治。坚持把加强行业内部监管与深化
行业整肃治理、强化廉政风险防控结合起来，坚决
纠治采购领域违规行为。

检查对象覆盖采购活动的各级采购管理部门、各
类采购机构、供应商、评审专家等 4类参与主体。重
点对采购业务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在各级全面清查基
础上，全军抽查突出大宗采购项目、敏感领域项目、
重点任务项目、应急采购和单一来源采购项目，质疑
投诉和信访举报涉及的采购项目、反复流标废标采购
项目等重点项目，突出需求提报、计划管理、采购文
件、两库使用、评审组织、质疑投诉、合同订立、履
约验收、平台使用、业务建设等 10个方面、50余个点
位，逐个项目、点位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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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海南某机场上空重云
如盖，雾气弥漫。伴随着隆隆轰鸣声，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 2架反潜巡
逻机梯次起飞，展开复杂气象条件下
的搜攻潜训练。
“前方云层较厚、能见度较低，注

意避让。”飞行员们根据气象探测信息
调整航路规划，抵达训练空域后，立即
展开搜攻潜部署。

机舱内，战勤人员聚精会神地搜

索着“黑鲨”。海上风力大、云层低、能
见度差等恶劣气象条件，大大增加了
搜攻潜难度。

荧屏上，一个亮点隐约闪现着微
光。2号机雷达战位人员经过反复判
别，判断很可能是“敌”潜艇目标，立即
报告战术指挥长。战术指挥长根据敌
情信息，制订作战计划，调整飞行航
线，抵近查证目标。
“我机发现一批可疑目标点迹……”

接到 2号机“敌情”通报，1号机立即锁
定航向航速、降低高度搜索。战勤组依
据情报，严密监管当面海区动态。

辨别目标后，双机随即根据“敌”
潜艇活动趋势特点，建立攻击航路，同
时实施精准打击。

在塔台跟班的该团团长刘志华
介绍，他们发挥反潜巡逻机优势专攻
精练，运用多机协同反潜，取得了
“1+1＞2”的练兵实效。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

双机协同联手“猎鲨”
■秦钱江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本报酒泉3月13日电 徐童、记者
岳雨彤报道：3月 13日 10时 19分，我国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将遥感三十一号 04组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

相关技术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63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一号04组卫星
铁翼掠长空，云端鏖战急。初春

时节，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
的一场自由空战对抗训练打响。

开局即是难关。随着一声令下，3
名飞行员驾驶战机直扑目标空域，展
开“二对一”对抗。

通过指挥平台显示界面，记者看
到：为给僚机创造攻击机会，红方双机
编队长机以“S”形佯作机动，诱蓝方来

攻。蓝方战机高速扑向红方长机，红
方僚机立即占据有利阵位，对蓝方实
施咬尾攻击。

谁料，蓝方早已识破这一企图，急
转调头，死死咬住了红方僚机。形势
突变，红方长机立即放弃原来企图，赶
来支援。

转眼间，蓝方飞行员借势锁定红
方长机，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击

落”对手之后，蓝方立即下降高度，与
红方僚机形成近距空战态势。双方飞
行员拿出看家本领，不断进行攻防转
换，胜负几度易手。
“训练贴近实战，才能锤炼飞行员

的过硬本领。”该旅在对抗训练中主动
设难环境、设强对手，有效检验了飞行
员灵活使用机载设备、机动运用战术
动作等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

云端对决自由空战
■田健敏 刘 坤 本报特约记者 李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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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

直升机编队飞行训练。

孙明建摄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壮乡
红城百色市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上
世纪 20年代末，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
辈革命家在这里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
义，这座秀丽的山城因此成为举世闻名
的红色热土。

近日，沿着碧波如画的右江江畔，记
者走进坐落于百色市解放街的中国工农红
军第七军军部旧址，追寻那段光辉的历史。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原名
粤东会馆，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旧
址管理处主任王昌文介绍，这里曾是广
东商人聚会和洽谈生意的场所。1929年
10月，邓小平到达百色后，把这里作为起
义指挥部。百色起义筹备和红七军行动
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都是在这里形成的。

王昌文指着正门牌匾上“中国工农
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几个醒目的大字
说：“这是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体现
了他对这片红色土地的深厚感情。”

上世纪 20年代末，白色恐怖笼罩大
地。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
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重要性，开始
在全国各地发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
武装起义。

1929 年，蒋介石打败桂系军阀后，
任命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中共中
央委派时年 25岁的邓小平，化名邓斌来
到广西开展统战工作。此后，俞、李仓促
反蒋失败，南宁政局陷入混乱。邓小平

率领部队从南宁乘船溯江而上，到达农
民运动基础较好的百色。

踏进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
正厅，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
雕塑群像引人注目。雕塑形象地复原展
现了邓小平主持召开党的领导成员会
议，商讨部署起义工作的场景。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1929年
12月 11日，百色山城红旗漫卷。粤东会
馆门前飘扬起一面有镰刀锤头图案的大
红旗，上面写着“中国红军第七军”几个
大字，从此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
右江苏维埃政府诞生。当天，城内人潮
如涌，口号震天，数千名红七军将士换上
了崭新的制服，起义军和革命群众沉浸
在节日般的喜悦里。

两个月后，邓小平、李明瑞等人又发
动龙州起义，成立了红军第八军及左江
革命委员会，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
地。在此前后，百色、恩隆、东兰等 20多
个县相继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

百色起义成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
次重要的武装起义，是党在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创举。

记者登上二楼，来到当年邓小平、张
云逸同住的小阁楼。不足20平方米的空
间内，两条板凳和几块木板搭成了简陋
的床铺，除此之外仅有的家具就是两张
书桌。

“革命先辈以身作则，和战士们同吃
同住，严格实行官兵平等、官民平等，他们
艰苦朴素的作风感染了当地群众。”王昌文
说，起义之后，当地许多壮族同胞拿起武
器，加入红军队伍。“他们心中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跟着共产党，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在邓小平、雷经天、韦拔群等人领导
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进一步展
开。苏维埃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法规，
制订方针政策发展经济，开展土地革命
和苏维埃运动，红军队伍逐渐扩大至近
万人，红色区域人口达百万，成为当时举
世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0年 3月，国民党大批反动军队围
攻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八军在龙州保
卫战中损失惨重，余部编入红七军。后
来，红七军受中央指示北上，艰苦转战桂、
黔、湘、粤、赣五省，打破敌人的重重封锁，
抵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百色起义，让我们看到了理想和信

念的伟力——即使付出巨大的牺牲，也
不能阻挡人民大众、红军将士跟随党闹
革命、追求幸福生活的脚步。”王昌文深
有感触地说。

站在百色市迎龙山上远眺，城市的
繁华尽收眼底。百色起义留下的百折不
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革
命精神，深深烙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不
断激励老区军民携手团结奋进，共同创
造美好新生活。

革命火炬照亮百色大地
—走进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冯 强 通讯员 钟 哲

“怕死咱就不当兵，迎着子弹上
一线……”初春，一场实战化演练
在天山深处打响。队伍开拔前，武
警新疆总队某支队特战一中队官兵
唱响了自己创作的铿锵队歌。中士
杨云晖自豪地说：“这首歌就是我们
的战斗誓言。”

尖兵拉网搜索、乘车抵近射击、
狙击手定点清除……战斗一场接一
场；限时搜爆排爆、武装 10 公里山
地越野……考验一项接一项。枪声炮
声密集交织，红蓝双方激烈对抗，官
兵在实战化演练中锤炼反恐本领。
“队歌《迎着子弹上一线》，是官

兵们根据多年反恐实战经历集体创作
的。”中队指导员王晓泽说，每逢重
大任务、重要节日、重大活动，中队
官兵都会唱响队歌，用铿锵旋律点燃
热血激情。

武警新疆总队官兵常年驻守大漠
戈壁、雪域高原、维稳一线，随时面
临生死考验。总队党委感到，越是驻
地偏远，越要注重用先进文化滋养熏
陶；越是任务繁重，越要用战斗文化
激励引领。为此，他们在所属部队组
织开展“忠勇·阳光·强军”主题文
化实践活动，将传承红色基因、培育
战斗精神、典型激励引领等“十项任
务”作为基本内容，突出兵味战味、
融入日常点滴，不断加深官兵对党、
国家和军队的情感认同，在潜移默化
中铸牢铁血军魂、体悟使命担当。

为搞活丰富主题文化实践活动，
该总队持续开展战斗歌曲征集、微视
频评比等系列活动，发挥好优秀作品
教化育人的功能。谈及活动成果，王
晓泽如数家珍：“我们中队积极打造
特色文化产品，定期组织‘极限勇
士’等评选活动；发动官兵成立威风
锣鼓队、强军乐队等兴趣小组，有效
提高了官兵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群
众性和实效性。”

活动中，“八一勋章”获得者、
该总队干部王刚的反恐事迹，被官兵
搬上舞台、拍成视频、写进教材。据
了解，该总队官兵还创演了歌舞诗朗

诵《压舱石》，拍摄电视纪录片《把
忠诚镌刻在天山脚下》，编印英模故
事集《忠诚铸边陲》，大力宣扬战斗
英雄、先进典型事迹，让“学英模、
当先锋”在所属部队蔚然成风。

从帕米尔高原到吐鲁番盆地，从
伊犁河谷到阿尔泰山，一路采访，记
者深深感到，该总队积极开展主题文
化实践活动、打造强军文化品牌，在
传承红色基因、铸魂励志育人、培育
战斗精神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近
年来，该总队出色完成反恐维稳、
中外联演等重大任务，部队战斗力
得到提升。

武警新疆总队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提升铸魂育人实效—

强军文化点燃热血激情
■本报记者 吴 敏 特约记者 王国银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基

础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战备训练

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是要让官兵充

满奋进的激情活力，保持旺盛持久的

内在动力。

官兵有活力，部队才有战斗力。

我军军事文化在战火中孕育、在战斗

中发展，激励了一代代官兵英勇无

畏、浴血奋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进入新时代，“互联网+”给强军

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技术、新平台、新

资源，也带来了新问题、新考验、新挑

战。武警新疆总队紧贴使命任务、紧

盯时代特点，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

中发展，打造特色鲜明、积极有效的

强军文化品牌，全方位培塑官兵过硬

的意志品质，有力提升了强军文化铸

魂育人的实效。

传承中创新 坚守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