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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葆旭、特约记者张能
华报道：女兵王佳苦练专业本领，多
次夺得比武冠军，在全营同年兵中第
一个荣立三等功；为构建某指挥信息
系统，高级工程师张永继加班加点，
一举攻克技术难关……年初以来，某
基地信息通信旅开展“追赶身边精
彩、我也能精彩”活动，营造实干、苦
干、比着干的浓厚氛围，“对标典型奋
斗争先、立足本职努力建功”成为官
兵的自觉行动。在刚刚结束的第一
季度训练考核中，该旅又有一批训练
尖子脱颖而出。

据该旅政委甄旭介绍，去年底，他
们结合开展年终总结工作，评选表彰
100 多名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
绩的一线官兵。“不能立完功、发完奖
了事，这些身边典型是官兵看得见、够
得着、学得来的标杆，必须充分发挥好
他们的‘酵母’和辐射作用。”基于这种

认识，主题教育中，旅党委在部队开展
“追赶身边精彩、我也能精彩”活动，将
这些身边典型的先进事迹纳入课件、
搬上课堂，进行大力宣扬，激励带动更
多人成长成才。许多官兵表示，以身
边的优秀战友为榜样，就像看到了将
来的自己，大家学有目标、练有奔头、
追有希望，动力十足。

记者了解到，这些受表彰的官兵
中，既有把本职专业练到极致的士官
骨干，又有默默无闻做好技术保障的
助理工程师；既有在岗位练兵比武中
创破纪录的分队长，又有带领单位跨
入先进行列的连队主官……他们虽
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个个爱岗
敬业、成绩突出，是官兵公认的“平凡
英雄”。
“同一个连队，同一年入伍，为什

么别人年年获得荣誉，而自己一直
‘颗粒无收’？说到底还是汗水流少

了……”看到立功受奖名单上熟悉的
名字，女兵张丽萍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晚就写下这段励志的话。今年开
训以来，她抢着干工作、拼命练专业，
经 常 利 用 休 息 时 间 给 自 己“ 开 小
灶”。下士尹晖把追赶的目标对准了
在上级专业比武中斩获两金一铜的
班长李超恒，平时李超恒加练一小
时，他就加练两小时；发现李超恒技
术上有绝招，他就常常请教，直到学
懂弄通为止。
“‘追赶身边精彩、我也能精彩’活

动产生了良好的辐射效应。”该旅政治
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现在各营连都
鼓足了劲，“一天不练会落伍”的恐慌
感、“一觉醒来怕追上”的紧迫感、“你
能行我也不差”的自信心与日俱增。
今年以来，全旅军事训练成绩明显提
升，基层官兵参与科技创新项目 21个，
许多官兵步入成长成才的快车道。

某基地信息通信旅开展“追赶身边精彩、
我也能精彩”活动深化主题教育

立起身边标杆 激励人人出彩

编者按 前不久，军委政治工作部对聚焦“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深
化思想政治教育作出部署，要求广泛开展“强军有我、使命在肩”群众性实践活动，以
提振敢打必胜、争创一流的精气神为目标指向，依靠官兵、发动官兵，人人当好教育主
角，形成奋斗强军的强大声势。某基地信息通信旅党委深刻把握教育的群众性特点，
创新主题教育形式，开展“追赶身边精彩、我也能精彩”活动，用官兵看得见、够得着、
学得来的身边典型，激励带动大家争做行业先锋、岗位标兵、技术能手。他们的做法，
值得借鉴。

本报北京4月22日电 特约记者
李唐、孙飞报道：辽宁舰航母编队跨区机
动至南海海域开展“背靠背”综合攻防对
抗演练，南昌舰在青岛外海进行主炮对
海射击等实战化训练，首艘国产航母山
东舰在大连组织港岸训练……在人民海
军成立 71周年之际，海军新型作战力量
活跃在万里海疆的演兵场。

近年来，海军以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为突破和重点持续推进转型发展，硕果
累累。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海军各级坚持防疫备战两手抓、两不
误，着眼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特点抓
实远海打击、水下攻防、舰机融合、两栖
作战等实战化训练，加速新型军事力量
融入作战体系综合运用，努力缩短新质
战斗力生成培育周期。

新型作战力量是战斗力新的增长
点，必须高点起步、加紧推进。今年 1月
12 日，万吨驱逐舰南昌舰入列，背后是
海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稳步推进带来
的新变化。新型战略核潜艇、首艘国产
航母、大型驱护舰、综合补给舰等相继
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新型反潜
巡逻机补齐了人民海军反潜作战的短
板，预警机、舰载直升机家庭再添新成
员……一支以第四代装备为引领、第三
代装备为主体的现代化人民海军正在
形成。

新型作战力量不仅让海军兵力结构
体系与质量水平更加适应实战需要，而
且助推战斗力实现新跨越、取得新进
步。今年初，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训练编
队历时 41天，航行 14000余海里，围绕要

素合成、海空联合等核心课目专攻精练，
圆满完成实弹射击、联合作战等 30多个
课题演练。编队指挥舰呼和浩特舰入列
仅 1年，舰长肖双胜就带领官兵完成从
接装、基础课目训练到全训考核、实战化
训练的跨越。新组建的海军陆战队演训
足迹不仅遍布祖国山川，也随着中国舰
艇的航迹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训练坐标，
全域全谱、全维多栖、全时应急作战能力
大幅提升。

伴随着新型作战力量快速发展的滚
滚大潮，一支新型人才方阵正踏浪而
来。近年来，海军按照联合作战指挥要
求描绘人才培养路线图，让一批批年轻
舰艇长、机长到远海战巡、远洋护航、联
演联训等一线加钢淬火，90%的主战舰
艇长、机长经历了重大任务历练。

海军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持续推进转型
以第四代装备为引领、第三代装备为主体的现代化人民海军正在形成

本报讯 周文华、匡小文报道：“新
型一体化设计、男女分型结构款式，实
现对人体的全方位防护；快捷穿脱工艺
设计，有效提升穿脱便捷性和安全性；
采用新型面料与高效滤材，提高防护服
舒适性。”日前，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
究院组织召开医疗器械注册产品技术
审定会，该院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研制
的新型一体化医用防护服装得到与会
专家认可。

该院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着眼为
抗疫医护人员提供可靠防护产品，组
织科研团队展开新型医用防护服装研

制。他们对武汉抗疫一线的 286 名临
床医护人员进行需求调研，了解医用
防护用品在结构、材料、穿脱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随后，科研团队全力攻
关，研发出新型一体化医用防护服
装，并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试用改进。据悉，该型防护服装的科
研样品已完成相关质量检测，各项指
标均达到国家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
标准。
“该型防护服装及防护用品，采用

一体化设计集成，有效解决当前医用防
护产品种类多、穿戴分散的问题。”该院

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领导介绍，新型医
用防护服装穿脱、摘取便捷，可有效降
低医护人员在穿脱环节的感染风险；采
用新型材料，增加穿着舒适感，有效降
低了面部压力性损伤，解决了面罩视窗
镜片起雾问题。此外，该型防护服装还
增加了实用功能模块，提升临床实用性
和便捷性。

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
心试穿试用效果良好。下一步，有关
部门将根据计划，组织新型一体化医
用防护服装的扩试生产任务，尽快投
入临床应用。

新型一体化医用防护服装研制取得突破

4月20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所属部队开展专业训练。图为装甲兵驾驶坦克进行快速搜索目标训练。

韩 强摄

4月22日，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开展空军雷达兵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图为该旅官兵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

邓乐坤摄

本报讯 完备、特约记者张鹤报
道：“计时起飞！”仲春时节，中部战区空
军航空兵某旅组织自由空战对抗训练，
准备升空的红方长机飞行员赵猛有些
紧张——蓝方兵力配置、作战样式、方
向位置等关键信息都未知。据介绍，此
番较量不预设对抗方案、不限制空中动
作，全程实施电磁干扰，倒逼飞行员在
实打实的交锋中锤炼体系作战能力。

记者在指挥大厅显示屏上看到，红
方双机快速到达进攻位置后，为给赵猛
创造攻击机会，僚机展开佯动，成功吸

引蓝方注意。就在赵猛稳定截获蓝方
长机信号，准备按下导弹发射按钮的那
一刻，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蓝方地面
力量突然实施电磁干扰，信号随之丢
失，赵猛反被锁定，战场态势瞬间反转。

只有融入体系思考战争，才能依
托体系打赢战争。该旅旅长雷霄说：
“以往空战训练注重练个人本领，导致
一部分飞行员缺乏全局意识，习惯于
单打独斗，在体系对抗中暴露出短
板。”而现在，该旅积极建立协调机制，
推动多机型、多兵种共同参与的体系

化练兵，从难从严设置训练课题，通过
“想不到的敌情”倒逼飞行员运用体系
思维更新战术战法，确保每次升空都
能产生训练效益。

黄昏时分，当日飞行训练计划实
施完毕，飞行员们自主复盘检讨。“虽
然击落了‘敌机’，但防线被突破了，重
要目标遭受打击”“带队长机分享情报
信息不及时，编队机组各自为战”……
复盘同样火药味十足，他们带着修正
后的战术战法和新的实战背景进行检
验性模拟对抗，战斗再次打响。

空军航空兵某旅构设险难背景深化对抗训练

“想不到的敌情”倒逼战法更新

本报讯 陆佑新、记者郭丰宽报
道：4月上旬，海拔 5000多米的武警阿
里支队某机动大队特战训练场，一场
反劫持演练正紧张进行。寒风裹着雪
打在特战队员脸上，大脑缺氧、视线模
糊……恶劣环境下的一系列不适反
应，让狙击手、上士杨云超倍感压力。

根据通报，一栋废旧厂房里，3名
“暴徒”分成两组与特战队员形成对
峙。从指挥员手持的显示屏上可以看
到，特战小队小队长丹巴泽成正组织
人员与“暴徒”谈判，狙击手们已占领

有利射击位置，分散隐蔽在“暴徒”周
围的制高点。
“各小组注意，进攻。”眼看现场态

势进一步恶化，指挥员立即下达战斗
命令。杨云超和战友们果断击发，劫
持人质的两名“暴徒”应声倒地。另一
名“暴徒”则被破窗进入的队员制伏，
人质被安全解救。
“战场上的狙击手，面对的是错不

得的瞬间。一枪不中，就可能让人质或
自己命悬一线。”从隐蔽点撤回的杨云
超坦言，“百步穿杨”的背后是汗水凝结

成的苦功：为练专注力，狙击手甘黎力
曾目光不动盯着目标看了两个小时。

狙击手是特种作战制胜的关键因
素，为锤炼过硬的制敌本领，他们在恶
劣的环境中磨砺自己，一步步向打赢
迈进。

武警阿里支队某大队依托恶劣环境组织演练

“错不得的瞬间”考验狙击硬功

本报讯 谢伟昭、特约通讯员闫
晓强报道：4 月上旬，一场由机关干部
和各教研室负责人参加的桌面推演，
在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演训大厅紧
张进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推演
的内容是该院第一季度“双争”活动。
他们把基层抓建要素纳入后台，以桌
面推演的形式分析各单位建设的矛盾
问题，推动“双争”活动往深处走、向实
里落。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印
发施行后，该院及时组织官兵学习，通
过“新旧内容对比深学、带着问题分析
研学”，深化对《纲要》的理解。在推演
方案制订中，他们坚持以评促建、向战
而争，确定了“课程质量评价、科研项目
获奖、决策咨询采纳、服务部队效益”的

评价指标，量化考评。
同时，他们还坚持以对战斗力的贡

献率统筹各项工作，立起教研单位创先
争优硬标准，并依托校园网组织官兵围
绕“争什么”开展群众性大讨论，切实把
“为什么争”搞清楚、把“争什么”弄明白、
把“怎么争”研究透。

与此同时，该院还组织教研人员
开展“与时间赛跑、向强军奋进”教学
科研岗位练兵活动，成立各类课题组
对 200 多个课题开展研究，取得阶段性
成果。

标准立起来，“战”味浓起来。某教
研室全面建设水平整体靠前，但因部分
科研项目军事特色不明显、对接战场不
紧密、服务部队效益不高丢了分，评比中
暂时落后。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聚焦战斗力开展“双争”活动

基层抓建要素纳入桌面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