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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习主席视察过的部队

本报北京 2月 2日电 记者王士
彬、安普忠报道：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
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今天下午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向在座的军队老同志，向全
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
祝福。

战歌铿锵唱响强军梦，军威雄壮奋
进新时代。为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驻京
部队老干部在中国剧院欢聚一堂，喜迎
新春佳节。

下午 4时许，习近平来到老同志中
间，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大家亲
切握手，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
况，共同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国家、军
队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老同志们很振奋，一致表示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三个维护”，满
怀信心迎接强国强军新时代。
“中国新时代，跟着你初心不改；中

国新时代，跟着你开创未来……”演出在
交响乐与合唱《奋进新时代》激昂的旋律
中拉开序幕。《强军步伐》《红色血脉》《壮
丽航程》3个乐章贯穿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的思想内涵，尽展形式多样、
生动活泼的文艺轻骑队风采。舞蹈《春
风满军营》《练练练》，男声组合《王杰的
枪我们扛》《七十五厘米》，表演唱《誓死
出击·我要胜利》等节目，铺展出一幅幅
矢志强军、备战打仗的精武画卷，彰显了
新时代革命军人苦练精兵、敢打必胜的

战斗风貌。全新编排的《南湖的船党的
摇篮》《南泥湾》《打靶归来》《在希望的田
野上》等经典歌曲，唤起人们对激情岁月
的美好回忆，引起强烈共鸣。“前进向前
进，跟着必胜的信仰；前进向前进，实现
复兴的伟大梦想……”领唱与合唱《光荣
与梦想》《不忘初心》《一起出发》《未来已
来》等歌曲，气势恢宏、催人奋进，抒发了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壮志豪情。演出在大合唱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结束，表达了人
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从指挥的
如磐信念。

许其亮、张又侠、范长龙、常万全、魏
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赵克石、吴
胜利、马晓天一同观看。

观看演出的还有军委机关各部门、
驻京大单位领导和驻京部队官兵代表。

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
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以所处土屋为基准点，终点坐标
及标志物随作业条件下发……”1月下
旬，苏北大地天寒地冻，室外气温已降
至-10℃，第 71 集团军“王杰班”所在
旅机关干部和分队主官识图用图现地
作业考核如期展开。

记者在考核现场看到，40多岁的
卫生连连长李胜不顾寒风刺骨，正聚
精会神地绘制一张地形略图。“整个
考核过程按照实战要求设置，全员参
考。”该旅旅长张永刚介绍说，天刚蒙
蒙亮官兵就出发，先徒步强行军 20
余公里，再完成确定站立点、决定目
标点、绘制地形略图等多个课目考
核，高强度连贯作业长达 10 多个小
时。

“习主席告诫我们，军队是要打
仗的，打仗就要有打仗的样子，就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谈起习主席视
察部队时的情景，张永刚激动地说，
三军统帅的殷切嘱托，催生如火的练
兵热情。全旅大力推进高强度的战斗
体能训练、带战术背景的实弹实爆实
投训练、昼夜连续实施的对抗演练，
践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培塑官兵逢敌亮剑、敢打必胜的
血性担当，锤炼能打胜仗、不辱使命
的制胜铁拳。

练兵备战，时不我待。在旅综合训
练场，一场比武考核正火热展开：跑道
上，官兵全副武装你追我赶，汗水化作
热气；400米障碍场上，选手攀高墙过
云梯，动作行云流水……
（下转第二版）

2017 年 12月 13日，习主席视察第 71集团军某旅
王杰生前所在连，该旅官兵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

传承王杰精神，锻造新时代血性精兵
■本报记者 代 烽 特约记者 戴 强 通讯员 凡春龙

“航空情报侦察与作战需求贴合不
紧、空防管制标准作业程序执行不严格、
重视空战技术忽视战术协同……”1月
底，一场别开生面的检讨反思会在西部
战区空军机关和所属部队蓬勃展开，各
级紧贴部队使命任务和训练实践查摆和
剖析存在的问题，刮起一股聚焦练兵备
战的“头脑风暴”。

今年开训以来，西部战区空军党委
坚持用习主席训令统一思想，强化练兵
备战鲜明导向，但战区空军领导在调查
中发现，一些官兵的作战训练理念与实
战化训练要求不相适应，部队练兵备战
实践与能打仗、打胜仗要求还有差距，需
要通过一场群众性“头脑风暴”，根除与
实战化训练不相适应的观念和做法。

为此，该战区空军党委组织机关干
部、所属部队主官集中查找问题，并通过电
视电话会议系统，带动基层部队共同在总
结经验中寻规律、在反思教训中找对策。

检讨反思中，大家不绕弯子不讲面
子，紧紧围绕练兵备战深入交流。某工
兵勤务队去年训练工作受到上下好评，
但队长徐驰对存在的问题毫不避讳：“对
某型弹药情况掌握不够多，弹药机理研
究不够深……”

某地导旅旅长张梁对联合作战感悟
颇深，他向大家介绍了与陆军防空兵部
队执行联合防空演练时，由于军种之间
对彼此装备性能了解不够透彻带来的尴
尬场景，引发在场指挥员的共鸣，大家纷
纷自揭“伤疤”，并以此为靶子，直指问题

要害：表面上看是装备协同不够，实质则
暴露出指挥员的联合作战理念短板。

未来陆空联合作战中如何做好敌我
识别？双方掌握的战场态势信息如何实
现实时共享？空中战机如何才能与陆军
进行有效通联……通过对一个个具体问
题的深入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过去
是比数量的“力量制胜”，如今是打节点、
打要害的“联合制胜”。

在认真查摆反思问题的基础上，该
战区空军机关各部（委）领导、一线指挥
员围绕作战筹划、组织指挥、行动控制、
实战化训练、综合保障等方面，严抠细查
出 9类 162 条问题，研究提出 32条对策
措施，区分战区空军机关、空防基地、任
务部队 3个层级，形成了一套作战指挥
流程、一套指挥推演想定、一套战勤保障
手册等“八个一”成果。据介绍，对于查
摆出的问题，战区空军党委领导分工负
责，带领机关制订整改时间表和路线图，
逐条逐项抓好整改。

西部战区空军聚焦战斗力建设短板开展群众性检讨反思—

“头脑风暴”催生练兵备战内动力
■王大卫 本报特约记者 刘应华 曹传彪

本报北京 2月 2日电 记者王士
彬、赵波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京接
见武警部队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
表，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武警部
队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各位代表和武警部队全体官兵致
以诚挚的问候。

下午 3时 30分许，习近平来到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同代表们亲切握手，高兴地同
大家合影留念。

武警部队第三次党代会是在党中
央决定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后，经中央军委批准召开的。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

真落实习主席对武警部队的训词要
求，积极适应新时代新使命新体制，
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动员
广大官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武装警察
部队，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

许其亮、张又侠和魏凤和、李作
成、苗华、张升民等参加接见。

习近平接见武警部队第三次党代会代表

2月2日，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在座的军队老同志，向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本报记者 周朝荣摄

2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武警部队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这是

习近平同代表们亲切握手。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月 2日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互致贺电，祝贺中意合作的电磁监测
试验卫星 （张衡一号） 在酒泉发射成
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意两国在
电磁监测试验卫星项目合作中取得的重

大成果，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
要体现，将有力提升两国利用航天技术
对地球电磁环境的监测能力和水平，为
地震预警、防灾减灾发挥重要作用，服
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高度重视中
意关系，愿同意方一道努力，加强两国
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马塔雷拉在贺电中表示，电磁监测
试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是两国重要合作成
就，体现了双方在科研领域的坚实伙伴
关系。意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各
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同马塔雷拉总统互致贺电
庆祝中意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本报酒泉2月2日电 许京木、记
者邹维荣报道：今天 15时 51分，我国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成功将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
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这标志我国
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在轨运行高精度地
球物理场探测卫星的国家之一。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获悉，
“张衡一号”是我国全新研制的国家民用航
天科研试验卫星，是我国地球物理场探测
卫星计划首发星。“‘张衡一号’覆盖范围
广、电磁环境好、动态信息强、无地域限制，
将为地震机理研究、空间环境监测和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提供天基平台和新的技术手
段。”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说。

据悉，“张衡一号”具有多载荷集成、
高精度定标等特点，载有高精度磁强计、
等离子体分析仪、高能粒子探测器等8种
有效载荷。卫星所载的意大利高能粒子
探测器，将与中方研制的高能粒子探测器
互为补充联合探测。
“张衡一号”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张衡一号’创造了多项国内‘首
次’——首次实现低地球轨道卫星高精
度电磁洁净度控制，弥补了我国天基科

学探测领域发展的短板；首次实现在轨
精确磁场探测，卫星装载高精度磁强计、
感应式磁力仪载荷，有望获取宝贵的全
球地磁场数据。”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工程
首席科学家申旭辉说。

此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66 次飞行。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
“少年星一号”等 6颗国内外微小卫星。
“少年星一号”微小卫星源于 10多万中
小学生的创意和梦想，是我国首颗教育
共享卫星。所有建有卫星测控分站的中
小学校和教育机构，均可使用“少年星一
号”数据开展航天科普教育。

“张衡一号”升空观“地动”
拉开我国天空地一体化地震立体监测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