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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打偏了！”就在击发的瞬间，
豆大的汗珠滴进特战队员刘浩辉的右
眼。一眨眼，子弹早已钻进靶标右侧的
土堆里。

深秋的太行山麓小雨淅沥，武警某
部特战三支队一场特种射击等级评定
考核如期进行。成绩出来后，有的队员
欢呼雀跃，有的垂头丧气。想到自己与
“优秀狙击手”再次擦肩而过，刘浩辉不
禁叹了口气。

这一切都被作训科参谋姚延超看
在眼里。为了这次等级评定，姚延超已
经第三次组织此项考核。

年初，为了激发官兵训练积极性，
该支队决定采取等级评定的方式定期
对专业训练进行考核，评定等级直接和
个人特战等级晋升挂钩。此举一出，大
家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第一次组织特种射击等级评定考
核时，刚从基层调到机关的姚延超，经
不住一些老士官的“软磨硬泡”，在个
别课目上打了人情分。支队领导发现
后，严肃批评了姚延超和相关人员，并
责令重考。

有了前车之鉴，第二次考核时姚延
超全程严格执行考核规程，生怕再出纰
漏。然而，在“运动中对移动目标射击”
课目考核中，他还是犯了难：考场设在
半山腰，负责保障的官兵在移动靶位
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摔伤。

考虑再三，姚延超决定将保障人员
撤回，改为打固定靶。如此一来，考核
难度明显降低，不少特战队员顺利通过
等级评定。

然而没过多久，降低了标准的考核
开始显现弊端。一次实兵演练中，在与
“暴恐分子”交火时，两名狙击手将弹匣
里的子弹全部打出后仅命中两人，其中
一名狙击手还被对方击中，当场退出战
斗，行动以失败告终。

“战斗力实打实地提升，比考核场
放松要求换来的高优秀率有价值。只
有突出实战导向，才能真正发挥考核的
‘指挥棒’作用。”反思总结会上，支队领
导一针见血地指出，“平时考核搞迁就
照顾，实战中就会付出血的代价！”该支
队随即决定：前期特种射击等级评定考
核成绩全部作废，择机重考。

以此为契机，该支队发动官兵深入
查纠练兵备战中的不实现象，一些问题
逐渐浮出水面：为在考核中取得好名
次，特战二中队提前安排素质偏弱的战
士休假，临时召回训练成绩好的人员；
武装奔袭考核时，侦察中队队员用背包
绳固定身上的武器，虽然成绩提高不
少，却不符合实战要求……

为加大执纪力度，该支队深入开展
训练督查，目光对准基层一线，将发现
的问题与实战要求逐一对表。他们建
立“曝光台”，利用每周交班会集中通报
训练场上的问题，责令相关单位拿出整
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一名基层干部
说，纠治不实考风，让带兵人谋战抓训
的紧迫感更强了。

近日，再次负责特种射击等级评定
考核的姚延超不敢有丝毫怠慢。考核
当天突降大雨，不少人建议推迟考核。
“打仗不分晴雨天！”姚延超请示领导
后，宣布考核正常进行。特战队员们在
大雨中完成考核，虽然优秀率有所下
降，但成绩“含战量”明显提升。

上图：该部狙击手在密林中潜伏。

朱朝阳摄

武
警
某
部
特
战
三
支
队
从
严
纠
治
不
实
考
风
引
发
观
念
冲
击—

一
次
等
级
评
定

缘
何
两
度
重
考

■
祁
庆
军

朱
朝
阳

本报讯 吴阔、王涵报道：“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明确的 13个‘坚持
和完善’，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
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
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
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
和举措……”11 月初，南部战区陆军某
旅防空营地空导弹连训练间隙，该旅“热
点观察员”黄小军围绕时事热点话题，与
官兵一起互动交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该旅党委调查发现，国际热点、

国内时事等时政动态，是基层官兵讨论
的热点话题。为此，在安排集中授课的
基础上，他们组织政治工作部门收集整
理近期时政要点、典型事迹，帮带营连培
育“热点观察员”，并及时组织官兵学习
讨论，提升主题教育质效。

授课辅导穿针引线，热点讨论带
动全员。他们在抓细抓实授课辅导的
同时，注重收集整理时事热点，让各营
连结合热点对教育进行统筹；营连发
掘官兵中的“小能人”进行培训，把碎
片化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抛出热点

话题组织交流讨论，干部骨干适时加
以引导讲评。

前不久，合成一营火力连的“热点
观察员”结合军运会赛况，引导官兵在
锤炼过硬打赢本领上下功夫。战士小
李说：“一番交流讨论，让我深受触动。
只有平时过得硬，才能赛场创纪录、战
场打得赢。”

官兵自主教育，激活一池春水。连
日来，该旅官兵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展开热烈讨论，训练热
情得到进一步激发。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创新形式激活教育课堂

“热点观察员”活跃演训一线

本报讯 张闻翰报道：10月 25日清
晨，第 77集团军某旅“红军营”组织战备
拉动演练，所有装备、器材实现标准携
带，集结用时明显缩短。出动效率的提
升，得益于部队为每名官兵配发的“战备
明细卡”。
“每一个细节都有规范，听到拉动

哨响，再也不手忙脚乱了。”演练结束，
肩扛狙击步枪的上等兵梁嘉伟掏出一
张卡片说，有了这张单兵“战备明细

卡”，他能准确携带对应序列编号的枪
支，并掌握战斗编组、乘车定位等各类
信息。

为提升应急出动效率，该旅及时
修订战备方案，明确官兵战位职责。
在加强演练的同时，他们根据战备拉
动流程逐一研细定实，确保官兵与战
位精准对接。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区
分作战行动、森林灭火、防汛抗旱等不
同类型战备行动，将单兵信息、人装定

位及战备应知应会等要素缩印在单兵
“战备明细卡”上。

前不久，一次夜间战备拉动演练，
某装甲步兵连闻令而动。对照“战备
明细卡”相关内容，官兵快速冲进兵器
室准确请领枪支，携带夜视器材，提前
数分钟登上战车做好出动准备……最
终，连队齐装满员提前完成演练任
务。据悉，“战备明细卡”目前已在该
旅全面推广。

第77集团军某旅细化战备建设标准

“战备明细卡”提升出动效率

10月下旬，阿里军分区波林

边防连组织官兵在喜马拉雅山脉

深处巡逻。

本报特约记者 刘晓东摄

金秋十月，当内地丹桂飘香的时候，
驻守在祖国北疆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
旅边防雷达站迎来了一场大雪。

一大早，笔者乘车前往该雷达站。
勇士车行驶在戈壁滩颠簸的“搓板路”
上，放眼望去，到处银装素裹、白雪皑皑。

抵达雷达站营区，官兵正在清扫积
雪。雪让这里的官兵“又爱又恨”。对
此，中士班长周昇宇有一段刻骨铭心的
记忆。

一年冬天，雷达站驻地下起了鹅毛
大雪，并伴随 8级大风。凌晨 1点多，正
在值班的周昇宇发现雷达故障告警。他
第一时间向指挥室报告：“雷达出现故
障，请立即派技师维修。”

睡梦中的雷达技师吴晓飞被警铃惊
醒，匆忙披上大衣赶往阵地。

原来，是雷达方舱里的一个元器件
因长时间磨损而“罢工”了。

更换备件、调试线路、检查雷达工作
状态……经过一阵紧张忙碌，雷达终于
恢复正常。

雷达修好了，吴晓飞却受冻患了重
感冒。官兵把他送往附近镇上的医院，
打了好几天点滴。

关于下雪，军嫂王佳丽也有别样的
感触——

那年，为了能够赶在入冬前见到丈
夫，王佳丽带着不满 3岁的孩子，从一座
南方小城出发。汽车、飞机、高铁，再转
乘大巴……她抵达北国边境的雷达站
时，正赶上了一场大雪。

那天晚上，她听见家属房外面有人
喊“下雪啦”，便兴奋地带着孩子跑出去
看雪。

家属房里有暖气，丝毫感觉不到寒

冷，但屋外早已哈气成霜。看着漫天飞
舞的雪花，很少见到下雪的王佳丽特别
开心。回到屋里，她还调皮地在窗户玻
璃上画了 3个小人，代表着自己的一家
三口。

第二天一早，营区内积了厚厚一层
雪，官兵都在忙着清扫营区。看着十八
九岁的小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冻得脸颊
通红，王佳丽心里很不好受。想到在祖
国边疆，有这么多可爱的人长期驻守在
这里，守护着祖国的蓝天，她便下定决
心，一定要支持丈夫工作。

翌年春天，王佳丽辞去家乡医院的
工作。带孩子、照顾公婆，一个人把家打
理得井井有条。
“选择军人，就选择了牺牲与奉献。”

王佳丽说，只有照顾好小家，丈夫才能安
心驻守边防，守好祖国的“大家”。

雷达站站长游海龙告诉笔者，驻地
不仅冬季降雪多，每年还有长达 8个月
的风季，风力最高时能达到10级。

边关有爱不觉寒。四级军士长杨双
林入伍 16年来，亲眼见证了边防条件的
巨大改善：连队附近安装了手机信号基
站，官兵可以用上 4G网络；旅里为他们
统一安装了净水器，大伙儿喝上了放心
水；上级配发了许多健身器材，寒冷的冬
天不出门也可以锻炼身体……
“这些年，在各级党委关心下，雷达

站条件越来越好，官兵干劲也更足了。”
雷达站指导员贾冲对未来满怀憧憬。近
几年，雷达站先后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
单位、军事训练一级单位，10多名官兵先
后在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中取得名次。
贾冲说，雷达站全体官兵一定要干出一
番成绩，以实际行动建功边关。

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边防雷达站官兵用

青春守护祖国蓝天——

冷的边关热的血
■马 飞 郭 靳

本报讯 记者李建文、特约记者
王志佳报道：今年，在俄罗斯举行的
“中部-2019”演习中，我空降兵成建制
实兵实装带弹空投，快速机动突击，充
分展示了全方位作战能力。经过几十
年坚持不懈的建设发展，空军空降兵
加速由传统轻装步兵向多元力量合
成、战术规模向战役规模使用转变，空
降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现代战争中，空降兵扮演着致命一
击、出奇制胜的“尖刀”角色。组建之
初，空军空降兵还只是“一人一具伞一
杆枪”的单一兵种。随着国家综合国力
不断提升，高空伞、低空伞、武装翼伞等
多种性能优越的伞具陆续列装部队，空
降战车、全地形车、直升机等装备相继
列装并形成战斗力，空降兵实现了由
“铁脚板”到摩托化，再到机械化信息化
复合式发展的跨越转型，发展成为由侦
察兵、炮兵、通信兵、航空兵等多个专业
兵种组成的空降作战力量。

重装空投是评估现代空降兵战斗
力的核心指标之一。2005年，在“和平
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场上，
我空降兵驾驶列装不久的空降战车与
俄罗斯同行同台竞技，首次展示我空
降兵的重装属性。21世纪以来，空军

空降兵先后成功实施空降突击车、空
降战车多件连投、重装带弹空投、人装
同机同降及高海拔重装空投，实现空
投能力“多级跳”。

进入新时代，空军空降兵着眼提升
全域突击作战能力，大力发展空降突
击、空中突击、特种作战、支援保障等作
战力量，组织部队整建制赴戈壁、高原、
岛礁实战练兵，开展万人千车跨区实战

化训练，加速空降作战能力建设。
神兵天降，使命必达。近 70年来，

我空降兵先后参与“红剑”“空剑”“和
平使命”等中外重大演训活动，多次完
成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奥运安保等多
样化军事任务，成为信息化条件下我
军联合作战体系中的一柄尖刀利刃。

下图：空降兵组织高空跳伞。

王正坤摄

神兵天降 尖刀力量

空军空降兵全域突击作战能力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