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 评

在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远离大陆的海岛上也飘荡着阵阵

书香，说明读书已成为军人的一种生

活方式。

习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

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

来。”强军路上，我们会遇到不少新情况、

新问题，诸如信息化高技术战争怎么打，

中外战争战例对当今有何现实意义……

这些都需要官兵立足岗位实际，在读书

中受到启发、探寻答案。

腹有诗书气自华。培根说：“读史使

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实践告诉我们，

读书可以治愚，益智；长知识，广思路；学

技能，增本事。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

各部队积极想办法、出实招，为基层官兵

提供精神食粮：有的在网上建立“书友

群”，有的设置“流动书箱”……强军路上

需要书香相伴。不论是纸质书籍，还是

电子图书，我们唯有保持学习充电，从中

汲取丰厚营养，才能更好地成长成才，为

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强军路上有书香
■张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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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钱晓虎、通讯员杨
元庆报道：暮春时节，陆军某空中突击
旅组织的空地一体作战演练在南国山
林间展开：地面侦察分队潜入作战地
域，用激光为武装直升机火力突击指引
目标；突击步兵在空中护航编队掩护
下，搭乘运输直升机垂直进入战场……
地面兵种和空中兵种在建制内组合、体
系内释能，演兵场景令人耳目一新。

空中突击部队是在国防和军队改革
中应运而生的陆军新型作战力量。陆军
航空兵和步兵、炮兵等10余个地面兵种
加速在建制内融于一体。它的组建，为
陆上劲旅插上了“鹰的翅膀”。随着“融
合编组、立体突击”成为训练常态，空中
突击部队战斗力建设再上新台阶，陆军
加速迈进立体化作战时代。

从形合到神聚，是一条充满艰辛的
探索之路。飞行员走进步兵训练场，加
强对地面指挥要素、作战编组、战法战
术的熟悉理解。地面兵种分队的能力
基准线，从车轮之上、履带之上升级到
旋翼之上，对空中突击战法隐蔽突然、
力量多元、地域开阔等特点展开专项研
究，进行强化训练，有效缩短了空地协
同、一体作战的磨合期。

从平视战场到俯瞰战场，再到立
体感知战场，陆军作战理念不断嬗
变。一场目标夺控演练，步兵分队实
施空中“蛙跳”后，驾驶新型突击装备

快速穿插到位，割裂对方防御部署，犹
如钢刀直插“敌人心脏”。“以前，搭载
步兵实施低空悬停、急速机降完成兵
力投送，飞行纵深长、精度要求高。”一
位飞行员告诉记者，“如今，搭载的轻
型高机动步兵自身就能克服地形障
碍，通过快速机动夺得战场先机。”

来得疾、突得快、打得猛。作为主
战主用的尖刀铁拳，空中突击部队在
硝烟中淬炼成长。西北大漠一次重大
集训中，某空中突击旅受命实施跨域
机动，将隐蔽突防、蛙跳突击等作战能
力演绎得淋漓尽致。岭南腹地一次中

外联演中，空中突击分队各兵种密切
配合、攥指成拳，投送速度之快、打击
精度之高，受到外军参演官兵称赞。

在边打边建的成长道路上，空中
突击部队紧紧围绕“空地一体，立体突
击”这一核心军事能力，大胆探索战机
性能边界和人员战斗潜力，加紧构建
空地融合的作战体系，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战场重要位置，推动着陆军加速
转型，形成新质战斗力。

上图：西北大漠，陆军某空中突击

旅官兵开展机降突击训练。

崔淞柔摄

随着“融合编组、立体突击”成为训练常态，空中突击
部队战斗力建设再上新台阶—

陆军加速迈进立体化作战时代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机动性，

是陆军这一军种的战斗力核心追求之

一。作为改革调整后新组建的新型陆

战力量——空中突击部队加入我军战

斗序列，为陆军转型建设插上了腾飞

之翼。

腾飞之翼亦是时代之翼。在改革

强军的大时代，建设全域机动、立体攻

防的新型陆军，赋予了空中突击部队

光荣的使命和精确的坐标。崭新的结

构编成、拓展的作战理念，助推他们迎

难而上。从山岳丛林到大漠戈壁，从

南海之滨到西部边陲，引擎的轰鸣声、

桨叶的飞旋声、弹药的爆炸声，记录下

了年轻兵种换羽腾飞的矫健身影。

从能飞之势到善打之力，“一树之

高”的超低空竞速，背后是世界各国陆

军竞相起飞的激烈角逐。作为陆军战

斗力跃升的“新引擎”，空中突击部队必

将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书写新的荣光。

腾飞之翼 时代之翼

4月20日，空降兵某旅组织下连新兵学习特级英雄黄继光事迹，引导大家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矢志建功军营、投身强军实践。图为新兵参观“黄继光英雄连”。

谢程宇摄

本报讯 张新凯、特约记者冯金源
报道：4月初，火箭军某基地采用网络直
播形式开展了一次主题教育专题集中授
课。该基地领导主讲的《从抗击疫情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借助网
络直达座座营院和“地下龙宫”，逾万名
官兵在线观看、实时互动。

面对“网生代”，主题教育如何开

展？该基地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坚持用
好全媒体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探
索“网络+”教育路子，打造独具特色的
强军网教育宣传平台，围绕“铸魂、铸剑、
铸盾”三个关键词，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网络授课中，气氛热烈，屏幕上弹幕
不断。有官兵在弹幕留言：“教育给我们
传播正能量，大家也要把这个正能量带

给身边的人。”一句句感人留言出现在彩
色弹幕中，初心使命借助军营直播深入
人心。主题教育积极触网，碰撞出官兵
内心的思想火花。

在此基础上，该基地摸索出“专题大
课主讲、精品微课巡讲、要点导图辅学、
配合活动深化”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打出
“一次网课、所有点位串起”“多次巩固、
小微活动跟进”的组合拳。该基地政治
工作部领导表示，紧盯官兵活思想精准
施教，教育才能取得实效。今后，他们将
更多地把新媒体手段运用到实践中，切
实提升教育效果。

火箭军某基地借力全媒体资源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教 育 触 网 碰 撞 思 想 火 花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通讯员钟志
光报道：一架无人机在丛林间悄然升空，
飞赴目标地域，随后传回一组组信息。
这是 4月中旬第 74集团军某旅侦察营官
兵利用无人机实施战场侦察的一个场
景。营长胡迟介绍，去年的一次演练中，
被寄予厚望的无人机因官兵操作不当，
反成遂行任务中的败笔。今年，他们展
开专攻精练，从失利中汲取教训，行动方

案不断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败笔中暗藏着

胜战之钥。”这个旅党委感到，既要知道
胜在哪里，更要清楚败在何处，只有深
刻总结失利教训，紧盯暴露出的问题改
进，才能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此，
他们对去年组织的 7场重要演训活动进
行全面复盘。哪里丢了分？为什么会
失利？他们拿起战斗力标尺检讨战法

运用、战场指挥和战斗行动，全程摆问
题、找差距、查弱项，梳理出 10余个短板
弱项。

平时训练让问题见底归零，打仗就
多几分胜算。该旅在总结失利教训的基
础上，充分做好解决问题的“下篇文章”，
将暴露出的薄弱环节作为重点，组织首
长机关和基层分队开展补短补差训练，
在真训实练中提高短板课目水平。

第74集团军某旅以战斗力标准复盘重要演训

从演练失利中寻找胜战之钥

“借阅、归还即刻完成，手机扫码方
便智能。”

4月中旬，海军西沙某水警区女兵
陈姚从智能书屋借阅一本书，她说：“尽
管平时可以通过手机阅读电子图书，但
我更乐意享受纸质书的书香气息。”

近年来，该水警区积极完善文化设施
保障，虽为各岛建设了图书室，但图书更
新慢的问题仍然突出。另外，因缺少专门
的管理员，图书管理也不够完善。

去年底，该水警区结合西沙海岛地
域特点与一家出版社签订合作协议，先
后投入经费 30多万元，才让智能书屋落
户西沙海岛。

如今，西沙海岛的智能书屋集数字
化、智能化为一体，可实现“24小时自助柜
阅”。初次借阅图书的官兵，可点击书屋
“智能借还机”界面的“借阅”按钮，并扫码
绑定手机号，简要了解书籍内容；若想借
阅，可点击按钮确认，书籍所在“窗格”便
会自动开启，官兵可现场取走图书。
“无人值守，智能借还。”该水警区通信

连战士、兼职图书管理员秦磊说，“智能书
屋已基本实现‘自助模式’，日常工作量大
大减少。”

此外，智能书屋还为图书借阅提供
了更加精细化的服务。秦磊介绍，如果
官兵借阅时间超时，书屋会通过发送手
机短信的形式，提醒官兵及时归还。图
书管理员通过后台可查看官兵借阅记
录，了解官兵阅读喜好，搜集官兵对于书
籍类别的需求。根据掌握的资料，管理
员及时协调合作出版社对相关书籍进行
更新配备。

智能书屋“不打烊”，海岛处处飘书
香。“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在这样明亮
雅致的书屋借阅图书，倍感愉悦。”该水
警区通信连指导员路冰洁介绍，智能书
屋试运行以来性能稳定，种类丰富的图
书满足了官兵的不同需求。
“如今，业余时间沉迷手机的‘低头

一族’少了，爱读书的官兵更多了。”据该

水警区领导介绍，他们准备在“世界读书
日”到来之际，开展“书香西沙·悦读天
涯”主题读书交流会活动，持续营造浓郁

的书香氛围，助力官兵成长成才。
上图：女兵在智能书屋借阅图书。

陈竹飞摄

智能书屋“不打烊”海岛处处飘书香
■陈竹飞 本报特约记者 薛成清

本报讯 李雁景、赵炫竹报道：“经过此次‘体
检’，我更加懂得了一名党员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前
不久，第 76集团军某旅组织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特殊
“体检”，导弹四营二连副连长许乃武完成摸底环节后
如是说。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发

挥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该旅领导说，他们研究制订
督促党员积极主动履职发挥作用的若干措施，为党员进
行定期的“党性体检”，提振精气神。

翻开一份党员“党性体检”报告表，笔者看到除思想
作风等基本指标外，还有勤奋履职等指标。“‘体检’报告
包括群众评检、个人自检、党员互检和组织总检 4个部
分。”该旅组织科干事罗晓龙说，4个部分以不同权重对
党员履职尽责、承诺践诺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对于综合评定不达标的党员，该旅要求由党员所在
党委（支部）对其进行谈话，并安排优秀党员开展“结对
子、一帮一”活动。与此同时，该旅结合阶段性工作特
点，在关键岗位设立党员示范岗、训练场上设置党员示
教区、任务面前成立党员突击队，营造出党员率先垂范
的浓厚氛围。

前不久，该旅作战支援营受领战法攻关任务，营
党委将线上专题党课和视频动员大会穿插在一起进
行。营党委书记文国君围绕“党员作用如何体现”进
行授课，引导全营党员担起党员责任。课后，该营党
员组成攻关小组研究解决重难点问题，确保战法攻关
任务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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