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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军某基地保障部四级军士长刘金
成，干啥成啥——因为爱钻研、能革新、成
果多，当兵11年，他两次荣立二等功，先后
有7个单位抢着要引进他这位尖子人才。

干啥成啥，是因为刘金成身上有一股
犟劲和韧劲：一旦决定干啥，想尽法子都
要干成。

11年前，正在吉林大学读大三的刘金
成，看到大学生应征入伍宣传海报，铁了心
要参军。他从大城市来到山沟沟，成了一名
直招士官。到了部队，刘金成觉得自己来对
了。

那一次，刘金成跟随应急保障分队跨
区驻训，看见七八个战士手提肩扛往运输
车上装载物资，费时又费力。
“既然是应急，速度是关键。”刘金成

揣着卷尺爬上运输车，从头量到尾。两个
星期后，他搬来一堆设备器材，在车顶安
上导轨和起重设备，在车厢侧面装上自己
设计的多功能卧具和折叠货架——“物资
装卸与多功能卧具组合系统”就此诞生。

应急保障分队一试，灵！过去装载物
资需要 8个人，现在只需 2个人，装载物资
时间也大为缩短。当年，这一成果荣获某
基地“三小”革新成果二等奖，刘金成荣立
二等功。

从此，在基层革新攻关这条路上，多
了一个士兵突击的身影。在某新型号导
弹试训队当班长，刘金成承担整套导弹模
拟训练器材电路设计和设备安装工作。
那段时间，他晚上翻书，白天电焊，忙得连
轴转。最终，电路设计好了、设备安装完
毕，刘金成的眼睛却肿了起来，阵阵钻心
痛，一个多月后才康复。

爱琢磨的人，眼里都是创新课题。一
次，刘金成发现车场停着一辆战勤作业
车，应急分队使用效率低。
“能不能改进一下？”面对领导的询

问，刘金成一拍胸脯：“没问题！”
刘金成钻进车厢里，一脸灰、一身汗，没日没夜地干了半个月。他在战勤作

业车上加装了卫星终端等 15种设备，让这台战勤作业车变成一个指挥平台。
当年，升级后的战勤作业车执行某项对抗演习任务，野战部署快速、指挥通信高
效，一时“惊动”上级，机关专门派人来了解升级内容。当年底，刘金成再次荣立
二等功。

今年5月底，火箭军后勤虚拟专网正规化建设培训会议在该基地召开。期间，
50多名来自各基地的后勤信息化建设负责人，聚精会神地聆听了一名战士的授课。

这名战士不是别人，正是刘金成。就在前不久，他参与建成火箭军第一个后
装数据中心。“探索运用大数据技术，关键要在未来战场上用可靠数据为指挥员提
供精准的战场决策参考。”闻听刘金成这番话，记者不禁感叹——

有什么样的视野，就有什么样的担当！
上图：刘金成在进行革新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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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才、王仕花夫妇32年如一日

坚守开山岛，以岛为家，献身国防，用

满腔热血和无悔实践生动诠释了责任

与担当。作为新时代军人，我们要以

王继才夫妇为榜样，弘扬这种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

神，敢于直面挑战，善于攻坚克难，关

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履行好肩负的

职责使命。

——第72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

干事 黄远辉

“我只是尽了一个民兵的基本义

务”，朴实无华的言语，折射出王继才这

位守岛老兵最真挚的国防情怀和最无

私的奉献精神。今年是我在航模操纵

岗位上战斗的第19个年头，我要以王

继才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默默坚守，

做到“在岗一分钟，干好六十秒”，用实

际行动向王继才同志学习。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防空团三

级军士长 任广新

守岛卫国32年，不惧风雨不言苦，

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便是最大的不

平凡。读罢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我

的内心充满了敬仰与震撼。我不禁深深

思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

人不计名利，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奉

献在一座远离陆地的小岛上？英雄已

逝，精神永存。我们要继承英雄遗志，把

奋斗作为青春底色，立志在平凡岗位上

作出自己最大贡献。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政治

指导员 甘 欢

王继才同志的先进事迹让我明

白：个人岗位或许有不同，但是对祖

国、对人民奉献的追求没有不同。我

要像王继才同志那样，在自己的岗位

上奉献坚守，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

卫士！

——94596部队副连长 杨 博

我们部队驻守在西南边疆，作为一

名一线部队指挥员，我要带头弘扬爱国

奉献精神，带好部队，抓好训练，担起守

护安宁、维护稳定的重任。

——武警西双版纳支队支队长

肖红中

学习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后，作为

一名新时代的民兵，我感到无上光荣，

也找到了奋斗的方向。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要像王继才同志一样坚守平凡岗

位，认真履行国防义务，积极参加军事

训练，努力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履行好

一名民兵应尽的职责。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医疗救

护分队女民兵 李梦哲

立志在平凡岗位上作贡献
—学习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感言

本报讯 张军、特约记者彭小明
报道：全新战斗编组密切协同、信息化
装备快速组网运行、某新型主战武器
精准实射……日前，第 77集团军某旅
在海拔 4300米的高原演兵场组织了一
场合成营演练，在炮火硝烟中检验前
期战法训法集训成果。

今年年初，一份调研报告提交到

集团军党委议训会：着眼新体制新编
成推进部队转型重塑，装备变了、要素
变了，与之相适应的战法训法必须更
新换代。为此，这个集团军集中组织
指挥员战法训法集训，突出新型作战
力量等重点，覆盖班、排、连、营 4个层
级，突出“示教作业、分段作业、连贯作
业、综合演练、编组作业、战术演习”关
键环节，初步形成 17 项战法训法和
《分队战术训练组织与实施》指导手
册。

基于作战任务建体系，按照作战
行动定课题。该集团军推动战法创新
成果及时进入作战方案、进入综合集

成、进入演训实践。某合成旅千人百
车抵进驻训地域，尚未安营扎寨就转
入上级组织的指挥对抗演练。由于在
战训法集训中积累了兵种协同作战经
验，各单元各要素从单打独斗到融为
体系的效率较以往有明显提高。
“战法创新成果必须在实践中不断

检验和完善。”该集团军领导告诉记者，
在多地同步组织的演训活动中，他们专
门安排人员采集训练数据、评估战法实
用程度、修改完善实施细则。1个多月
来，前期规范的多项战法训法全部应用
于实战，一大批训练数据也为战法创新
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77集团军在炮火硝烟中检验完善战法训法

战法创新融入演训实践

本报讯 孙子洋、李鹏飞报道：8月
初，根据第 71集团军某旅二等功臣周洪
硕成长经历制作的微视频《那年我 21
岁》，在全旅播出后引发官兵热议。这
是该旅不断创新教育载体、提升教育质
效的一个缩影。
“教育只有先入眼入耳，才能拨

动官兵心弦。”该旅领导介绍说，他们在
前期调研中发现，依托网络平台开展的
互动式教育更受青年官兵欢迎。为此，

他们积极借助网络载体，引导基层官兵
在教育中“唱主角”，实现教育形式由单
一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增强教育感召
力。他们探索推开“网络+”教育模式，
在强军网上开设“小岗位大人物”风采
录展播、“我的强军故事”微作品展映等
栏目，发动官兵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讲述
身边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开设“强军
有约”访谈专栏，邀请精武尖兵、优秀老
兵话使命、谈感悟；打造“尖兵秀场”，将

基层官兵练兵备战中的“独门绝活”录
制成视频通过网络播放，不断激发官兵
比学赶帮超热情。

官兵喜闻乐见，教育入脑入心。该
旅合成四营列兵林祥，在微视频《让子弹
飞》里看到“百步穿杨神枪手”叶文炳的
强军故事后，特地找到他请教射击训练
技巧，并在之后的训练中加倍苦练。在
前不久该旅组织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中，林祥一举夺得手枪射击课目冠军。

第71集团军某旅活用网络载体提升教育质效

官兵喜闻乐见 教育入脑入心

本报讯 陈洁报道：“当时，我抱着
必死的决心写下遗书奔赴战场……”近
日，中部战区陆军某团结合主题教育举
办“别样的青春，同样的梦想”访谈活动，
3名参战老兵应邀来到官兵身边，同年
轻战友谈体会、话使命，一个个感人至深
的强军故事穿越时空直抵心灵。

该团领导介绍说，在主题教育中，他
们通过组织“最美青春故事”分享活动，
挖掘整理团队不同时期功臣楷模和标兵
典型的青春奋斗故事，激励官兵不负韶
华、建功军营；常态化评选表彰“青春之
星”，并利用“强军风采”主题灯箱、“利剑
微视”网上直播平台等载体广泛宣传，引
导官兵在见贤思齐中汲取精神养分、砥
砺强军斗志。

一个个精彩的青春故事，印证着一
个朴素的道理：担当的青春更出彩，奋斗
的青春最美丽。如今在该团，一等功臣
秦伟、二等功臣刘生本等团队典型成为
广大青年官兵的偶像。前不久，列兵小
徐一度出现训练怕苦怕累的思想苗头，
在骨干刘先才先进事迹的感召下，他重
燃斗志、刻苦训练，立志争当精武标兵。

青春正当时，强军进行时。前不久，
该团赴空军某飞行训练场进行跨军种联
合训练，官兵探索改进 10余项防空作战
战法，使部队实战能力进一步提高。

中
部
战
区
陆
军
某
团

标
兵
奋
斗
故
事

砥
砺
强
军
斗
志

本报讯 张义军、王泽宇报道：近
日，武警内蒙古总队包头支队半年“双
争”评比结果揭晓，多个按纲抓建的中队
名列前茅。该支队政委刘玉柱表示，以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为抓手建立“双争”
评比机制，通过量化评比立起抓建基层
硬杠杠，有效激发了官兵干事创业动力。

今年年初以来，该支队深入开展“部
队现状怎么看、下步建设怎么办、具体工
作怎么干”大讨论，让官兵在关注单位发
展、思考本职工作中强化责任意识，探索
抓建基层的方法路子。

为营造“有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
的浓厚氛围，他们对照《纲要》把基层建
设标准细化为数十个具体指标，制订“双
争”量化评比机制，对大队、中队各个时
段、各项工作、各项建设量化打分、动态
公布，将官兵个人考评成绩与评功评奖、
入党考学等挂钩，营造“比、学、赶、帮、
超”的浓厚氛围。

扎实有力的抓建基层举措，让官兵
工作干劲更足了。连日来，该支队即将
满服役期的老兵纷纷申请留队，表示要
立足岗位、建功军营。

武警包头支队

量化评比激发干事创业动力

本报讯 曹志国、特约记者康克
报道：山谷沟壑中，侦察兵隐蔽侦
察；沟坎险滩上，工兵遇水架桥；指
挥车内，荧屏闪烁、击键声声……8
月上旬，第 83 集团军某旅合成营对
抗演练在高原腹地某野外驻训场打
响，该旅新装备性能在近似实战条
件下得到检验。

今年，该旅全员全装奔赴高原开
展适应性训练。为尽快摸清高原环境

对新装备和人员的影响，刚刚扎下营
盘，他们就全面展开新武器装备效能
试验，记录每一次实打实爆、实装作业
的详细信息，汇总建立高原训练数据
库，并针对高原战场环境创新战法训
法。

记者在对抗演练现场看到，烟雾
遮障下，红方左翼突击群率先向前沿
快速机动，蓝方派出装甲猎杀组占领
射击阵地企图阻击。岂料，蓝方的举

动被渗透“敌”后的红方侦察组迅速掌
握。红方侦察车将蓝军火力点的坐
标、性质等目标信息推送至营指挥所，
炮火硝烟中，红方炮兵群对蓝方目标
实施精确打击。
“高原适应性训练，扫除了新装备

作战的盲区。”该旅副旅长黄立勇说，
他们积极适应高原环境，紧贴战场实
际，采集了多组专项数据，探索出多种
训法战法。

第83集团军某旅真打实抗锤炼作战能力

新装备亮剑高原驻训场

8月11日，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武部组织应征青年进行士兵职业基本

适应性检测，从源头把好征兵质量关。 马义超摄

战雷入海
8月7日，南海舰队某护卫舰支队

梅州舰实射战雷。连日来，该支队组

织多艘舰艇奔赴不同海域开展实战化

训练，提高部队海上作战能力。

张伟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