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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国全、特约记者
吴浩宇报道：东经 115度，南海某海域，
夜幕掩护下，海军陆战队员赵前进带
领小队利用绳索机降，迅速展开舱室
搜索，快速锁定“海盗”位置并精准狙
击。同一时间，东经 45度，亚丁湾某海
域，海军陆战队员黄胜与战友乘快艇
登临“被劫船只”，展开武力营救……
暮春时节，海军陆战队实战化训练深
入远海大洋，见证着新型作战力量的
能力嬗变。

近年来，海军以新型作战力量建
设为突破口和重点，持续推进军事斗
争准备。海军陆战队官兵以只争朝夕
的精神勇担转型重任，加速新型作战
力量融入联合作战指挥和力量体系，
努力缩短新质战斗力生成周期。热带
岛屿，地表温度高达 56℃，海军陆战队
员驾驶两栖突击车从登陆舰坞舱中鱼
贯而出，在海上火力的交替掩护下抢滩
登岛；寒区草原，夜间气温降至-25℃，
海军陆战队员在严寒条件下展开隐蔽
机动、穿插渗透，积累了大量高寒地区
作战数据。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听起

来充满诗意和浪漫，背后却是难以想
象的艰辛跋涉。”海军陆战队参谋部领
导告诉记者，调整组建 3年来，无论在
水际滩头、热带丛林，还是在高寒山
地、林海雪原，海军陆战队官兵经受住
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开展了一系列快
节奏、大强度、高难度的实战化训练，
不断刷新练兵备战的海拔高度、飞行

高度、水下深度。
正在延伸的练兵足迹，折射出海

军转型建设走向深蓝的时代步伐。
吉布提，盖伊德国家靶场。随着指挥
员一声令下，海军陆战队员驾驭新型
战车轮番展开运动中射击训练，数十
发炮弹精准命中靶标。俄罗斯，加里
宁格勒。海军陆战队员爬上高墙、通
过掩体、穿越排水系统，凭借过硬的
素质和顽强的毅力夺取“国际军事比
赛-2019”“海上登陆”项目障碍赛第
一名。

每一项练兵的崭新纪录，都标志
着能力值、能力域的更新。从“两栖”
到“多维”，这支被誉为“陆地猛虎、海

上蛟龙、空中雄鹰”的钢铁劲旅正在
改革的浪潮中脱胎换骨：陆上，海军
陆战队某部远程立体机动至高原某
地域后，未经调整就展开险难课目演
练，全域机动和快速反应能力得到显
著提升。水下，海军陆战队某部“蛙
人”挑战心理和生理极限，从幽冷、高
压的鱼雷管中爬出，潜入“敌后”，战
斗精神得到进一步磨砺。空中，海军
陆战队某部飞行员驾机输送突击队
员，低空到达预定机降点。航空力量
主导的立体突击，让火蓝刀锋真正
“插上了翅膀”。

上图：海军陆战队组织泛水编波

训练。 尚文斌摄

从水际滩头到远海大洋 从两栖攻坚到全域征战

海军陆战队打造多维一体新型作战力量

现代战争样式和作战观念的深刻

变化，正在急剧改变我们曾经熟悉的

战场，呈现出多维一体、融合互动的发

展趋势。转型重塑，不仅意味着能力

突围，更需要能力“突维”：即打破旧有

的思维格局、观念藩篱、力量边界，向

新的维度迈进。

伴随着人民海军迈向深蓝的铿锵

步伐，海军陆战队突破“两栖”“陆战”

的传统范畴，在不同战略方向、不同

战场环境、不同任务区域遂行多样化

任务的能力不断提升，一支海陆空一

体、攻防兼备的新型作战力量正在阔

步前行。

“突维”是艰苦的跋涉，是自我的

革命，必须要有凤凰涅槃的决心和雷

霆万钧的力度。当前，我军正处于强

军兴军的加速推进期、转型发展的攻

坚克难期，需要每一名官兵只争朝夕、

奋发有为，勇立潮头、敢于“突维”，在

转型升级的熔铸中实现真正的脱胎换

骨，为实现强军伟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转型须有“突维”意识

4月29日，东部战区陆军某陆

航旅组织空中对抗训练。

孙明建摄

本报北京5月4日电 “青春由磨
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在五四
青年节到来之际，习主席寄语全国各族
青年，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广大青年
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示，要继承和发扬
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
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
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
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

白衣作战袍，青年勇前行。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军队医疗
工作者闻令而动，义无反顾投入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用实际行动彰显
了当代青年官兵的“硬核”担当。在学
习讨论中，火箭军某医院护士长李晓
莉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要
砥砺前行、全力以赴，让青春在党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郑州联勤保障
中心某医院文职护士孙静丽说，此次
抗疫是难忘的青春记忆，我们要再接
再厉干好工作，不负青春韶华，为身上
的“孔雀蓝”增光添彩。
“习主席对广大青年踊跃投身抗疫

斗争的担当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既
是莫大的鼓舞，更是巨大的鞭策和激
励！”习主席的深情寄语，让正在进行科
研攻关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
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团队感到重任在
肩。团队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说，我们一
定不负习主席厚望，全力与时间赛跑，在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疫情防控实践充分证明，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一刻也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一刻
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认真学习习主席寄语，南部战区空
军某旅开展“牢记习主席寄语嘱托·青
春建功强军伟业”主题团日活动，引导
官兵充分认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许多官兵在讨论中
说，要将抗疫斗争激发的担当精神转化
为强军兴军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更
加坚定青春心向党、强军担重任的理想
信念，将对党忠诚内化为灵魂血脉、外
化为自觉行动。
“勇士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总冠

军、中斯联合演训丛林作战第一名……
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
警某部特战训练大队代理大队长陈玉
浩，近年来数次为国出征，让五星红旗一
次又一次升起在国际军事比武赛场上。
这个假期陈玉浩没有休息，而是带领官
兵认真备战即将到来的又一次比武。他
在训练间隙的学习讨论中说，青年官兵
要瞄着能打胜仗苦练过硬本领，让青春
在强军兴军事业中焕发光彩。

翻达坂、蹚冰河、爬雪峰。在雪域昆
仑，新疆军区某边防连 10余名新兵在海
拔 5000多米的一处界碑前高展国旗，以
此纪念自己的首次边防巡逻。“军人因为
爱国奉献而光荣。”新兵李剑同战友讨论
时说，我们要积极响应 2020年军队受全
国表彰的共青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向全军
青年发出的倡议，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
之中，在边关哨所上甘于寂寞，在阵地战
位上枕戈待旦，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
华人生境界。

助力脱贫攻坚，青年官兵在行动。
调整移防以来，第 77集团军某旅在驻地
贫困村建起扶贫产业园，帮助藏族群众
脱贫致富。五一假期，该旅组织部分青

年官兵走进田间地头，开展扶贫共建活
动。学习讨论中，某连连长洪亚斌表示，
军队参与脱贫攻坚，是由我军性质宗旨
决定的，也是我军优良传统的体现。每
名青年官兵都要站稳人民立场，驻守一
方水土，心系一方百姓，为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学习习主席寄语，各级领导干部
倍感使命责任重大。军委机关各部门
干部和各战区机关干部表示，要更加
关心青年官兵成长，做青年朋友的知
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
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某学院、第 73
集团军某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
领导干部说，青年官兵在学习、工作、
生活方面往往会遇到各种困难，我们
要及时伸出援手，努力为他们建功军
营创造良好条件。

前不久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
部的北部战区海军某旅团支部副书记徐
喆感到，青年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
的工作，共青团要肩负起党赋予的光荣
职责，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强军事
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高唱青春之歌，彰显蓬勃力量。
国防大学、战略支援部队某部、第 81集
团军某旅等部队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
示，要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
和习主席决策部署，以爱党报国为青春
远航动力，充分发挥新时代军队建设的
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为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不懈奋斗。
（记者李佳豪、闫延、邵龙飞、吴敏，

特约记者李永飞、王均波、徐鹏、张旭、张
振威、刘振宁、晏良，通讯员薛子康、付俊
男、陈忠兴、刘慎、杨懿华、高正文、彭光

明、贾晓伟、颜君慕等采写）

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主席给新时代青年的寄语在全军

引起热烈反响

本报北京5月4日电 经中央军委
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今天下发通
知，在全军部署开展“牢记习主席寄语
嘱托·青春建功强军伟业”主题团日活
动，要求全军青年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
对全国各族青年的寄语精神，将抗疫斗
争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强军兴军
强大动力，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
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在新
时代军队建设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
击队作用。

通知明确，各级要组织学习习主席
对全国各族青年的寄语，通过学习教育
引导全军广大青年悉心体悟习主席关
心关怀和殷切期望，积极响应军队受全
国表彰的共青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倡议，

透过抗疫斗争这场大战大考，更加充分
认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更加坚定青春心向党、强军担
重任的理想信念，将对党忠诚内化为灵
魂血脉、外化为自觉行动。要结合实
际、因地制宜，运用强军网等网络平台，
用好抗疫斗争实践这个生动教材，开展
故事分享、热点辨析等讨论活动，引导
广大青年坚定“四个自信”、强固军魂意
识。要组织全军青年深入学习在抗疫
斗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典型代表、军队
受到表彰奖励的先进人物，深化对习主席
寄语精神的感悟理解。基层单位要组
织讲好身边事、单位事、英模事，用真人
真事和真情实感，激励广大青年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把对先进典型的感动敬
佩转化为勇挑重担、争先创优的实际行
动。要擦亮“团员先锋岗”“青年突击
队”等品牌，广泛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
组织表决心、挑应战和立功创模等活
动，引导广大青年练在岗位、战在一线、
奋勇搏击，争当训练标兵、技术尖子、岗
位能手，形成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生
动局面。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和政治工作部
门要关心青年成长，支持广大青年建功
立业。军队共青团组织要肩负起党赋予
的光荣职责，通过主题团日活动教育引
导青年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踊跃投
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为新时代军队建
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下发通知

部署开展“牢记习主席寄语嘱托·
青春建功强军伟业”主题团日活动

“机关服务基层一向有求必应，但我
提的问题为何‘石沉大海’？”近日，看到
机关公示的解难清单，新疆军区某高炮
团上士刘丰田感到有些意外。

前不久，部队组织拉动演练，刘丰田
驾驶的运输车“老毛病”又犯了——驾驶
室顶部的伪装网固定架再次松动，导致
伪装网脱落。他不得不停下车，重新固
定伪装网，险些延误演练进程。

随后，在该团组织的机关基层双向
对话会上，刘丰田将运输车伪装网固定
架易松动的问题提了出来，希望机关尽
快帮助解决。

该团装备股股长王腾龙闻之不解：
“团里已组织过多次集体维修。小小的
伪装网固定架松动问题，为何竟成了‘老
大难’？”
“机关‘保姆式’指导帮带，容易滋长

基层等、靠、要的‘依赖症’，不利于基层
自主抓建能力提升。”在分析第一季度基
层建设形势时，该团党委对比历次为基
层办实事清单发现，在机关大包大揽式

的服务中，许多本可以由基层自主解决
的难题反而成了“顽疾”。
“抓基层搞建设，领导机关指导帮

带固然重要，但更要分清机关基层各级
权责，不能越俎代庖。”那次机关基层双
向对话会上，对于基层提出的 40 多项
现实问题和矛盾困难，该团机关没有
“照单全收”，8件营连自身能解决的具
体事项被排除在机关为基层办实事清
单之外。
“到底哪些事项应由机关帮助解决，

哪些问题要靠基层自己想办法？”为进一
步明晰机关与基层的权责，该团对照新
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制订权责

清单，明确机关按级帮建与基层自主抓
建的权责区分，完善机关为基层办实事
机制，从制度层面理顺“上级抓”与“基层
建”的关系。
“该由基层解决的问题，基层干部必

须履职尽责；该由机关履行的职责，机关
必须第一时间给予答复和解决。”该团组
织股股长胡继宗介绍，前不久，面对基层
反映的一批矛盾问题，该团按照权责清
单分门别类，梳理出补充安装车载台、改

建驾驶员训练场地等现实困难，机关主
动领责，当场制订措施、明确时限，并由
基层监督解决落实成效；门窗破损、水管
锈蚀等基层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全部
放手交给营连。

很快，在连队支持下，刘丰田和战友
一起对伪装网固定架进行创新改装，彻
底解决了“老大难”。刘丰田感慨地说：
“遇事首先得自己多想办法多动手，不能
事事靠机关。”

基层“闹心事”，机关不再“照单全收”
■本报记者 李 蕾 特约通讯员 唐超山 台 浩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