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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李建
文报道：新年度开训以来，空军歼-20、
运-20、歼-16、歼-10C和轰-6K等新
型战机，在练兵备战中实战实训、按
纲施训，推动空军新时代打赢能力不
断提升。

一声令下风雷动，振翅空天向打
赢。空军某机场，飞行员陈浏驾驶中
国 自 主 研 制 的 新 一 代 隐 身 战 斗 机
歼 -20，与歼-16、歼-10C 等多型战
机开展战术背景下的空战训练。陈浏
说：“我和战友们正迎来练兵备战的
春天，一定要牢记军人誓词，提高胜
战本领，时刻准备战斗，忠实履行使
命。”
“ 升 空 就 是 作 战 、 起 飞 就 是 迎

敌！”空军党委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
战，从北国云天到南部疆域，从华东
机场到雪域高原，处处展现空军实战
化军事训练的宏阔图景。歼-20 开展
超视距空战等课目训练，运-20 转战
高原机场远程投送，轰-6K 夜间紧急
出动张弓搭箭，歼-16、苏-30、教-
10同场起飞同步实训，歼-11B大机群
远程机动、体系对抗，歼-10C等多型
战机驻训高原砺剑雪域。“王海大队”
所在航空兵某旅新年首飞就在低气
象、临界值状态下进行了对抗空战。
旅长郝井文说：“新年一开训，我们首
飞就是实弹，首飞就是对抗空战。从
新年第一个飞行日，就树立起实战化
训练的标尺。”

歼-20新年展新姿，轰-6K夜训有
新意。曾经多次警巡东海、战巡南海、
砺剑远洋的空军轰-6K战机，连续开展
跨昼夜、长航时滚动训练，部队紧急出
动能力得到检验提升。装备轰-6K的空
军航空兵某师师长郝建科表示，要按照
“三个要过硬”的战略要求，持续深化
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海上体系作
战能力，向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的目标前进。

走实训之路，练胜战之功，空军
实战化军事训练再出发。参加空军军
事训练会议的空军各级指挥员凝聚一
个共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不断
锤炼空天战略打击能力、空天防御能
力和战略预警能力、战略投送能力，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空天安全、维护国
家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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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鲁东大地寒风刺骨，海军
陆战队某旅军事训练考核场却是一片
热火朝天的景象，在武装 5公里越野、
400 米障碍、100 米战术连贯考核中，
武装侦察连排长周晓超连续夺得 3个
满分。考核结束，排里战士欢呼着把
他抛起。

走下考核场，拭去额头上的汗水，
周晓超对笔者说：“当争第一成为一种
习惯，便没有什么比落后更令人痛
苦！”

翻开周晓超的履历，全军士官优秀
人才奖一等奖、二等功等荣誉让人眼前
一亮。从一名大学生成长为优秀战士，
立功提干、参加国际比武，伴着改革强
军的鼓点，周晓超的军旅生涯也经历了
几次转折。

对军装的渴望从小就根植在周晓
超内心深处。2009年，刚上大一的他携
笔从戎，来到向往已久的军营。2013
年，周晓超以原军区预选第一名的成绩

站在了全军特种部队比武场上。赛前 9
个月的魔鬼训练中，周晓超贴身穿着 10
公斤沙背心，除了睡觉从来不脱；由于
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他体内的胆红素
远超正常值，每次训练，肋下都会疼痛
难忍。最终，他和同组战友在比武中摘
得一金三银。
“比武当年荣立二等功、第二年

顺利提干，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培养。”
周晓超告诉笔者，那年连队推荐他提
干时，他正在外地比武，连队主官和
机关干部帮他办手续、整理档案，整
个录取过程公开透明，他只请假回单
位参加了预选考试。收到录取通知
书时，报到时间已经临近，他直接从
比武场赶去学校。

毕业分配后，周晓超所在单位转
隶海军。换上“海军蓝”，周晓超像一
朵奔腾的浪花，精武强能的步伐始终
没有停歇。2017年 8月，“海上登陆”陆
战队比赛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

行, 周晓超以海军陆战队排长的身份
组队参加。
“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接下

来 3个月的魔鬼集训，面对险象环生的
训练场、眼花缭乱的障碍物，周晓超感
受到国际比赛的重重压力。他利用周
末休息练瞄准，一练就是一上午，肘部
的伤口结痂、流血、再结痂，半个月的时
间，身体瘦了15斤。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晓超和战友
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包揽了两个阶段比
赛的前 3名，还将最佳陆战排以及全部
3个最佳陆战班称号收入囊中。周晓超
个人被评为最佳陆战排排长，获得俄罗
斯国防部颁发的荣誉勋章。

汗水滴落，理想花开。在前不久海
军陆战队组织的强军精武标兵巡回报
告中，周晓超同战友们分享自己的感
悟：“军营沃土滋养了我的青春理想。
唯有努力拼搏，才能不负这个伟大的新
时代！”

海军陆战队某旅排长周晓超在军营沃土实现青春理想——

“争第一成为一种习惯”
■王川顺 勇 伟

本报讯 张雅东、郑岳明报道：“作
为英雄部队传人，新时代我们要以更坚
定的信念，努力在新征程上立新功……”
元旦前夕，中部战区陆军某团研发的“排
头兵”手机 APP 正式上线运行，手指轻

点，学习心得便第一时间分享到全团官
兵手中。
“学习方式只有紧贴时代，才能把准

官兵思想脉搏，让十九大精神在头脑中
‘上线’”……该团领导介绍，在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过程中，他们决定研发一款
集资料查询、信息推送、讨论交流等于一
体的手机 APP理论学习辅助系统，让方
寸屏幕成为理论学习交流新阵地。

经前期制作调试，这款包含理论解
读、强军风采、兵心驿站等 10余个板块
的“排头兵”APP如期与官兵见面。为确
保 APP能够提供及时全面的学习资料，
该团抽选 10余名理论骨干组成管理组，
及时审定上传相关信息，在线解答官兵
疑难问题。实时推送理论要点，定时上
传典型事迹，系统整理学习资料……凭
借交流式、开放式、启发式等优点，“排头
兵”APP一上线便受到官兵欢迎，调动了
大家学习交流的积极性。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借助新媒体提升

官兵学习成效

掌上理论平台在线答疑解惑

本报讯 王继新、王均波报道：连
日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党委常委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对照发展新
型保障力量的要求，分头到战区机关和
军种部队面对面征求意见，摸清保障需

求、对接保障计划、破解保障难题。该
中心聚焦使命任务，推动十九大精神进
入思想、融入工作，有力推进保障能力
建设。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关键要融

入强军实践，在进入工作、见诸行动上
下功夫，在促进改革、提升保障能力上
见实效。”这是该中心党委一班人的共
识。他们在原原本本学、原汁原味悟
的基础上，专门印发学习贯彻意见，按
照“确定一个专题、解决一个难题、推
动一项工作”的思路，制订了理论研
讨、实践转化、督促检查等 10项具体措
施，条条紧扣担负的使命，招招对准保
障能力生成。中心党委常委带头深钻
细研、学以致用，按照分工到各自联系
点指导帮建，对表十九大精神查找部
队建设短板，破解制约发展的瓶颈问
题 20 余个，加快了联勤部队转型重塑
的步伐。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聚焦使命任务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

对接战场需求破解保障难题

本报讯 特约记者汪光宝、通讯员
杨吉祥报道：数九寒冬，暴雪袭来。一夜
之间江苏大地银装素裹，积雪厚度超过
20厘米。武警江苏总队抓住练兵良机，
在对抗中拉开第一季度“魔鬼周”极限训
练战幕。

记者跟随武警南京支队的官兵向预
定地域出发，茫茫积雪盖住了蜿蜒的山
路，极端天气给 20公里山地强行军和 5
公里武装奔袭带来艰难考验。中队长陈
伟站在排头，带领队员们顶着滚滚寒流
和鹅毛大雪继续前进。

陌生地域地形复杂，貌似平静的山
林里险情不断。机动支队行进至一处山

涧时，突然枪声四起，早已伪装设伏的数
名蓝方队员发起猛烈袭扰，高度警惕的
特战队员们迅速展开反击。高强度课目
的连番实施，队员们体力精力消耗极大，
但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情”不允许队员们
有半点松懈。

将战术动作运用到极致，将身体素
质和心理承受能力逼到极致的“魔鬼训
程”，对于参训的特战队员而言，正是实
现淬火成钢的必经之路。机动支队特战
大队一中队排长李国营满怀激情地说：
“我们一定按照习主席训令要求，发扬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苦练打赢
本领!”

武警江苏总队

顶风冒雪展开“魔鬼周”训练

本报讯 记者王卫东、通讯员胡明
欣报道：“敌情”威胁分析不透彻扣分，作
战行动筹划要点不全扣分，保障力量编
组不够科学扣分……火箭军某基地新年
首次网上作战方案推讲比武现场，特情
临机出、全程实时导、交叉精准评，全面
淬火各级首长机关指挥基本功。

该基地领导介绍说，开训伊始，他们

坚决落实习主席训令要求，以作战需求
和指挥能力为标尺，采取比武的形式对
各级首长机关战斗力建设底数进行排查
清点。此次比武轮流依次进行，受考单
位组织作战方案推讲时，其他单位全程
观摩，导调组全程加载最新特情变量，考
核组现场评定成绩并公布。随后，由机
关业务部门和其他单位指挥员分别进行

提问点评，做到问题不研透不撒手，力求
打一仗进一步。

翻开比武评分表，记者看到，成绩评
定量化为情况分析判断、兵力编成部署、
指挥协同等 19项标准 26个扣分点。系
统规范的实施流程、考评机制，让首长机
关在互学、互评、互考中找准差距不足。

放眼未来战场，围绕克服指挥弱

项，该基地还依托联合作战值班和专项
任务值班，开展“日研一情、周练一题、
月演一案”活动，细化联合作战指挥数
十项具体指标，不断增强首长机关研战
谋战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查、拉、
督、改、责”战备状态督查活动，使部队
时刻保持“平战一体、高度戒备、随时能
战”的战备状态。

点兵“中军帐”，校场战味浓。刚参
加完比武的某旅政委周吕胜深有感触地
说：首长机关是打仗的“主心骨”，只有找
准问题短板和解决方法，率先练强自身
能力素质，才能牵住军事斗争准备的“牛
鼻子”。

开展多要素作战指挥比武

1月10日，武警合肥支队特战中队设置实战背景，组织特战队员在雪地里进行战术训练。 徐 伟摄

本报讯 肖明阳、特约通讯员茆琳
报道：“报告，1号目标方位×××，2号
目标方位×××……”新年开训不久，北
海舰队某潜艇支队组织的一场大深度紧
急攻防训练在某海域拉开战幕。
“这一仗不好打！”指挥舱内，328

潜艇艇长尹慧泉目光如炬。这艘潜艇
列装时间较长，与对手相比，无论是信
息化条件还是武器装备水平，都存在
较大差距。就在潜艇准备按既定航线
靠近对方时，声呐技师谭桂华发现“敌
情”。尹慧泉明白，此时对手未进入本

艇攻击范围，但自己可能已是对方的
“猎物”了。

“战斗距离是对方的优势，也是我们
的劣势。”尹慧泉立即下令全艇按隐蔽预
案处置。或急潜、或迂回……潜艇巧妙
摆脱，对手失去了截获条件。转危为安

后，全艇进入攻击态势。
“我们要在战术上扬长避短，突出协

同配合，打他个措手不及！”尹慧泉下
令。声呐室传来的战情通报验证了预期
效果，对方在躲避中钻入 328 潜艇的圈
套。潜艇形成局部优势，果断出击，重创
对方，突破“围猎”。

剑不如人，剑法要胜于人。该潜艇
支队领导点评说：“看似不公平，实则让
官兵深刻理解了战场多变无常态，必须
机智应对各种险境，让不可能成为可
能。”

实施大深度紧急攻防训练

本报讯 林修强、特约记者周钰淞
报道：岭南丛林中，特战小组隐蔽渗透、
翻越障碍、通过“雷场”、捕俘“敌哨”、歼
灭“守敌”，完成任务后悄然撤出战
场……新年开训不久，陆军第 74集团军
某特战旅组织的一场 12公里单兵综合

演练，按照作战进程多课目连贯进行，立
起了新年度训练的实战标准。

新年度实战化训练应该向哪里深
入？该旅旅长胡宗平说，作为新型作战
力量，他们将特战专业单兵训练课目融
入“作战”行动，设置 12公里单兵综合演

练，以此检验单兵打仗基本技能，一改
“米秒环”的传统训练模式。

记者在现场看到，演练过程中“特
情”不断。特种作战四连上士韦世纪
在通过低桩铁丝网障碍时发现地雷，
他按照之前处置拉发雷的经验剪断绊

线，不料一剪即“爆”，被判定“阵亡”。
侦察营战场监视连中士李守顺泅渡过
河遭遇“敌”无人机侦察，他灵机一动，
潜入水下成功躲避。特种作战七连中
士刘尚东在综合射击课目中遇枪械故
障，他在战友掩护之下迅速排除故障，
随后在 2分钟内完成行进间 24 个隐显
目标射击……

演练结束，该旅作训部门和基层训
练骨干召开分析会，将演练中 7项不符
合实战要求的做法摆上台面，进行调整
改进。

组织高强度单兵综合演练

实战化，开局先啃“硬骨头”

陆 军

某特战旅

海 军

某 支 队

火 箭 军

某 基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