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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风采录

开 栏 的 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盛大庆典活动中，受阅部队作为共和国武装力量
的代表，光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阅兵任务胜利完成，是受阅部队坚决贯彻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牢记使命重托，精心筹划组织的结果。从今天
起，本报开设“阅兵风采录”专栏，集中反映受阅部队在阅兵训练、准备工作中表现出的
忠诚品格、荣誉追求、进取精神、拼搏作风，敬请关注。

“1947 年 3 月 18 日晚，毛主席率
领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开始
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征程……”近日，
武警陕西总队榆林支队的一名领导
依托一张《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路线
图》，为官兵上了一堂精彩纷呈的教
育课。

记者在现场看到，主讲人授课全
程脱稿，手指地图侃侃而谈，官兵听讲
聚精会神，仿佛思绪被带回那个战火
连天的岁月。

随后，支队领导带领官兵针对授
课内容展开讨论。某中队中队长周兴

龙对解放军指战员护卫毛主席和党中
央安全转移的战斗经历印象深刻，他
将感想分享给身边战友：“我们要聚焦
职能使命，不断开展经典战例解读、作
战问题研究，切实做到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看着地图上的坐标，支队人力资
源股股长王东东感慨地说：“一路追寻
党中央转战陕北的闪光足迹，我接受
了一次直抵灵魂的思想净化与洗礼。
只有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
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我们才能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一张地图一堂课
■张继文 本报特约记者 贺军荣

本报讯 马飞、郭靳报道：连日
来，西部战区空军某旅成立“西部情、
心贴心”综合服务小分队，以“兵说兵
事、兵演兵情、兵唱兵心”的方式，深入
基层边关一线开展主题教育辅导授
课、心理教育疏导、法律知识讲座等活
动，受到官兵欢迎。该旅领导介绍，他
们采取分片施教的方式为“小散远”单
位送课上门，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极
大调动了官兵参与积极性。

据了解，该旅下属基层雷达站全
部分散驻扎在艰苦边远地区，教育开
展难以统一筹划协调，一度暴露出教
育内容不接地气、教育形式呆板老套
等问题。为此，该旅组织党委机关领
导干部沉到基层一线，认真梳理当前
教育缺什么、基层官兵爱听什么、搞好
教育做什么等问题，逐一深入调研，提
交党委议教会分析研究，并制订整改
落实措施。

该旅建立旅、营、连三级联教体
系，区分层次为一线官兵授课辅导；
通过上一堂教育课、补一次辅导课、
进行一次解疑释惑的“1+1+1”模式，
循序渐进提高官兵理论水平。他们
还依托驻地红色教育资源，分批次组
织官兵前往革命烈士陵园、红西路军
安西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参观见学；常
态开展“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学
红色英模”活动，并组织官兵谈感悟、
讲体会。

施教打出“组合拳”，进一步增强
了教育感召力。该旅还注重在一线官
兵中挖掘练兵备战、尽责奉献等方面
的先进典型，组织事迹报告会，用典型
事迹激发官兵备战热情。今年以来，
该旅先后 4次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活
动，数百名官兵围绕 30个训练课目展
开激烈角逐，涌现出一批训练标兵、保
障尖兵。

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建立三级联教体系

分片送教到边关

本报讯 魏勇、特约记者康克报道：
10月上旬，第 83集团军某旅干部调整，
任职满 4年的王排长未能如愿晋升，情
绪低落。教导员李文明推心置腹的开
导，帮助王排长卸下思想包袱。该集团
军领导介绍，得益于前期扎实组织的政
治教员比赛，不少像李文明这样的政治
工作干部开展思想工作的实践运用能力
得到了有效提升。

过去组织政治教员比赛，机关往往提
前下发理论题库、明确备考范围。基层为
了取得好成绩，多在背题上下功夫，以比
促学的效果有限。为了切实提高政治教
员队伍素质，今年比赛不提前通知、不划
范围，在安排自选题目授课的基础上，以
“背靠背”方式设置理论测试、随机抽题授

课和实践技能测试等考评环节，实打实检
验参赛人员的真实水平。
“士官小张休假回来，给连主官带了

一些‘土特产’。你该如何处理？”……比
赛现场，参赛选手抽题后稍作准备当场
作答，评委从现场互动、情况研判、说理
分析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打分，有效检验
政治教员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实际
能力。

比赛只是手段，发现解决问题才是
关键。整个比赛在激发政治教员争先创
优意识的同时，也注重发现差距和短
板。某连指导员吕建邦在随机抽题授课
时成绩不理想。走下讲台，他感慨地说：
“比赛考查的是平时功底，不抓紧提高自
身能力就会被淘汰！”

第83集团军扎实开展政治教员比赛

提升开展思想工作实际能力

本报讯 张天力、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从开赴驻训地到完成实车实弹火力
检验，装备实际参训率达到 97%……”
前些天，第 79 集团军某旅演习总结会
上，该旅保障部的领导欣喜地向记者展
示精细化管装“成绩单”。随着“战保一
体”要求的落地，向精细化要保障力、战
斗力，已成为该旅上下共识。

据了解，调整改革后，该旅相继列装

了多种新装备。这些装备技术含量较
高，在实际使用中一度暴露出官兵技能
掌握不够、旅队保障配套体系不全、用装
管装工作不规范等问题。
“新装备管理要科学、精细，必须从

源头上搞好规划设计。”他们明确“科学
精细管装、从难从严训装、依法依规用
装”原则要求，制定装备管理细则，明晰
工作运行机制、安全管理要求，试行装备
物资器材模块化存取做法，装备完好率
检验标准拓展为包含战损消耗等内容在
内的清单式指标。同时，他们还测试分
析严寒、沙尘等不同环境对装备的影响，
量身定制专属“保养套餐”，使装备完好
率、出动率显著提升。

某新型步战车信息化程度高、操作系
统复杂。战车列装后，部队一度面临缺教
材、缺规范、缺标准的窘境。他们成立攻关
小组，主动向生产厂家、院校专家取经，就
车辆重点部位保养进行流程化设计，对日
常维护保养措施加以量化。同时，明确
技术、标准等方面要求，培养了一批对新
装备性能“一口清”、故障“一摸准”的人
才，为新装备形成战斗力打下坚实基础。

科学精细管装用装，保障能力水涨
船高。前不久，该旅千里机动至某陌生
复杂地域与对手展开激烈较量，多项装
备精细化管理成果在实兵对抗中得到检
验，部队出动速度、战场机动效率、火力
毁伤效果均有提升。

第79集团军某旅科学提升装备保障力

“保养套餐”助力精细管装

本报讯 王树财、王仕超报道：10
月 16日，火箭军某部发射营官兵刚走下
年度考核的考场，就纷纷翻看起“训考账
单”对照自己的训练成绩。拿到军事比
武个人第一的中士杨斌欣喜地说：“‘训
考账单’让我知道自己训练效果如何、存
在哪些短板弱项、如何固强补弱，训练成
绩得以稳步提升。”

该部领导介绍，以往部分课目组训
时存在“一锅煮”现象，有些官兵“吃不

饱”、有些官兵“吃不消”。针对这一问
题，他们区分不同单位、岗位和专业，结
合阶段性训练和大纲规范细化训考课
目，参照新大纲“周期认证”考核模式，
研究出台了符合官兵实际的“训考账
单”模式。
“训考账单”对不同岗位和专业的阶

段性训练课目和考核内容进行细化规
范，每一项训练内容对表一项考核指标，
官兵训什么、考什么，哪个课目需要重点

训、重点考一目了然。针对官兵素质参
差不齐、强弱有别等情况，他们根据“训
考账单”，针对弱项课目专攻精练，科学
合理补差强化、精准施训。
“训考账单”提升训练质效。前不

久，一场无预告战斗发射演练打响，该
部某发射分队协同警卫分队，有序应
对 发 射 阵 地 遭“ 敌 ”偷 袭 、号 手“ 阵
亡”、通信中断等多个突发敌情，打了
场漂亮仗。

火箭军某部紧贴大纲要求创新组训方法

“训考账单”推动精准施训

10月 13日，新疆军区某炮兵

团在天山北麓组织火炮实弹射击考

核。

白 伟摄

检阅台前，从正步起始线到停止线
的 96米，仪仗方队队员刚强有力的中
国正步，走出的是令人惊叹的中国节
奏：每步 75厘米、每分钟 112步，分秒不
差、步步铿锵。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阅兵式上，伴着雄壮的进行曲，党旗、国
旗和军旗在 213 名仪仗队员的护卫下
迎风招展、交映生辉。

仪仗方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
大队抽组而成。作为我国唯一一支担
负国家级仪仗司礼任务的部队，组建
67 年来，他们先后完成仪仗司礼任务
4800余次，无一失误，为人民军队赢得
了尊严和荣誉。

仪仗方队阔步向前，细心的人会发
现，与往年阅兵不同，今年的仪仗兵擎起
的旗帜有3面——党旗、国旗、军旗。这
一变化，对擎旗手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独自擎旗，只要擎旗手定准一个高
度就可以了。如今有 3个擎旗手、3面

旗，难度成倍增加。
为了让 3面旗帜高度一致，角度一

致，仪仗队员们加大了训练强度——
军旗擎旗手王子赫，为了提高负重

力度和擎旗的稳定性，训练时将水泥砖块
坠在旗杆上、装满水的水壶绑在旗头上，
以提高自己的耐力，保持旗杆稳定。这样
的负重训练造成胳膊酸腿疼，吃饭拿筷子
拿碗手都在抖，但他仍然咬牙坚持训练。

付出必有回报。训练一段时间后，
当把水壶和砖块卸下来时，他感到信心
十足：“现在觉得太轻松了，我一只手举
着旗杆也能走好远。”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军心。擎
旗手手中紧握的不仅仅是旗杆，更是军人
受阅的坚定决心。那一刻，旗杆重若千
钧。曾参加过朱日和阅兵的擎旗手郭凤
通说：“一代代旗手传接的不仅是旗帜，更
是仪仗官兵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方队政治委员告诉记者，与往年相
比，今年方队中多了一批“00 后”的身

影。在他们的眼神中，不仅能看到青春
的激情，更能看到军人的担当。
“00后”孪生兄弟武振宇和武振州

为了当好国旗护旗兵，每天踢腿数千
次，正步行进 10余公里。鞋磨破了、脚
打泡了，脸也晒出了“阅兵印”，可他们
从没有叫苦叫累。

谈及作为国旗护旗兵的感受，兄弟
俩说，国旗是国家的象征，能护卫国旗
走过天安门广场，我们无上光荣，更应
该坚持一流训练标准，用实际行动捍卫
国旗尊严。不少网友感叹：“这才是 18
岁的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

仪仗方队宿舍里，一张张仪仗官兵
接受检阅的照片张贴在墙上，有些画面
令人难忘——

3个月前，仪仗大队 96名官兵受邀
参加白俄罗斯独立日阅兵。昂首走过明
斯克的阅兵场，他们铿锵有力的步伐、
豪迈威武的英姿让世界瞩目，中国军队
的威武形象再一次刻在人们心里。

队员徐泽东亲身经历了俄罗斯红
场阅兵、巴基斯坦阅兵和白俄罗斯阅
兵。3次走出国门的他自豪地说：“伴
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军队的‘朋
友圈’也越来越大，让我们能够以豪迈
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展示大国军队威
武、文明、自信的形象。”

女兵中队长赵颖的父亲是一名退
役的老仪仗兵，曾参加过近百次仪仗
司礼任务。在父女两代人的眼中，仪
仗大队的变化展示了人民军队改革重
塑后的良好形象，更折射出我国的实
力与自信。

从东华表到西华表96米、128步的行
进距离，每一寸都是对新中国的礼赞，每
一步都呼应着强军兴军新征程的召唤。
仪仗官兵合着时代的节拍，在光辉旗帜的
引领下昂首阔步，以巍巍阵容，向全世界
展示新时代中国军队的崭新风采！

上图：仪仗方队组织训练。

本报记者 穆可双摄

大国仪仗，擎旗迈向新征程
■本报记者 程 雪 通讯员 刘 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