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8 元 每月 23.8 元 年价 285.6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2018 年 8 月 14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史金明

军 事

立秋后的内蒙古坤兑山腹地，褪去了夏
日的炎热，但武警部队“突击”火力分队比武
北部片区现场热火朝天，220 余名尖兵齐聚
于此，就 7 个类别 21 个课目展开激烈角逐。

“随着近年来武警部队职能任务拓展
和任务实践检验，武警部队党委更加深刻
地意识到了火力分队的地位作用和建设短
板，着力成系统面向实战狠抓火力分队建
设。”武警部队参谋部训练局局长张力说。

(一)

携带着 18 斤重的装具完成两公里山地
越野，参加榴弹发射器战术射击考核的曹建
伟脸色苍白，大口喘气，扶着肩上榴弹发射器
的手不停颤抖，眼睛却直直地盯着远处的射
击地线。

曹建伟的体能并不差。参军 10 年，这位
来自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的上士班长每
天坚持体能锻炼，多次参加总队组织的“魔
鬼周”极限训练，并担任突击分队小队长。

在武警部队首次举行的“突击”火力分队
比武中，所有射击类别都设置了战术射击课
目。参赛队员要携装奔袭，尔后在指挥员情况
诱导下抢占阵地完成射击。

来到内蒙古后的第二天，曹建伟就患上
了肠胃型感冒，低烧腹泻不止。尽管这样，他
还是拒绝了领队让他放弃比武的建议。“我不
参加，和我一组的另外两个队友怎么办？轻伤
不下火线，感冒连轻伤都算不上。”他说。

在依据指挥员口令占领阵地前，曹建伟
再次拒绝了队友让他休息的建议。

“都什么时候了还休息？快点准备好，一
会到了阵地一定把榴弹发射器架稳了。”他喘
着粗气对队友说。

4 次射击，他 3 次命中目标靶位。确认完
成绩后，曹建伟又一次拒绝了战友的搀扶，一
个人慢慢地挪回到休息区域。

(二)

“两支参赛队都处于中游水平，和排名靠

前的队伍之间还有一定差距。”武警某部机
动第一支队副参谋长邹小东对电话另一头
的支队作战保障科科长陈东说。

虽然没能来到现场，在单位的陈东仍
关注着比武的情况。

接到比武通知后的近两个月里，陈东
几乎钉在了山里的靶场上：组织各课目战
士进行射击训练，研讨战法，组织体能训
练……他的脖子被晒脱了一层皮。

由于之前基础较为薄弱，这个支队短
时间的突击训练难以在比武中取得成绩
上的突破。“战斗力建设不是朝夕之功，比
武让我们清醒认识到火力分队战斗力与
实战的差距，也给我们下一步的训练确立
了标准。”在领队席上观摩了 4 天比赛，邹
小东感同身受。

(三)

5 发迫击炮炮弹打完，中士贾童童所
在的班组没有命中一次目标。收拾起炮

筒，作为班长的他有些懊恼，忍不住地摇
头。

现场观摩比赛的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杨
光跃径直走到了他的面前问：“小伙子，怎么
一发也没有打中？是平时没有打过，还是比
赛太紧张了？”

“报告，是刚才没能针对炸点调整好射击
角度。”面对首长的提问，贾童童的脸上写满
了紧张。

“好，那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将军说
罢，与中士都蹲了下来。

以石为笔，地上作图，他们就迫击炮
射击需要注意的射击角度、风速、温度等
一一展开讨论，并重新根据炸点位置实际
情况，最终得出了正确的调整方法与射击
角度。

“比武不是最终的目的，以比促训、
以赛促备，把火力分队战斗力抓上去，一
切为了战场能打赢，这才是真正的意
义。”张力说。

(刘新、杨启鹏)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一 切 为 了 打 赢
武警部队“突击”火力分队比武见闻

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这里是
西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天山南麓、孔雀河畔，新疆库尔勒，自古
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地方，维吾尔族、
回族、蒙古族、汉族等 23 个民族和睦友好地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土
人情。

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步入新时代的文
明古国——— 中国正昂首阔步新征程，书写光
照千秋的历史篇章。

今年，中国陆军再次承办“国际军事比
赛— 2018”，秉持“战略运筹、合作共赢，切磋技
艺、互学互鉴，公正透明、专业办赛，问题导向、
实战实训”办赛理念，意在加强各国间的深度
军事交流，是深入贯彻习主席运筹大国外交、
加强对外交流、深化练兵备战的实际措施。

8 月 11日，为期 14 天的赛事圆满收官。
白俄罗斯、埃及、伊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
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津巴布
韦和中国在“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晴
空”防空导弹兵、“安全路线”工兵班组 3 个比
赛项目上互学互鉴、共同进步。记者全程观
赛，看到了中国参赛队在夺得 3 项团体第一、
6 个单项冠军的同时，也收获了比摘金夺银
更重要的硕果。

从自演自练到开门练兵———“建设世界
一流陆军，必须务实推动各国军事交流。”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
参与比赛的目的不在于一场两场的胜

负，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诚然，比赛中获
得金牌固然重要，但比金牌更重要的是在军
事交流中进一步增强打赢能力，这也是组委
会领导的共识。

陆军从自演自练到开门练兵，始终坚持

“建设世界一流陆军，必须务实推动各国军
事交流”，秉承“开放自信、互学互鉴、实战
实训、合作共赢”理念参赛办赛。

赛前，适应性训练阶段，记者看到的中
方教练员对外军倾囊相授的场面，让人印
象深刻。外军教练员、某合成旅工兵连连长
赵伟对记者说，今年的比赛，除“苏沃洛夫
突击”项目俄罗斯自带装备外，其他参赛队
均使用中方装备，为帮助外军尽快适应比
赛场地和熟练掌握中方武器装备，我方邀
请了一大批院校专家、技术能手和金牌教

练员手把手帮带外军参赛队员，帮助他们
尽快度过适应期。

对此，乌兹别克斯坦的巴依别科夫·拉
维利中校深有感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参
加比赛，在中方教练员帮助下我们进行了
重型机械化桥架设课目的训练，中方教练
非常细致地帮助我们，帮助解决矛盾和问
题，相信在比赛中一定会取得优异的成
绩。”

在交流中获得友谊，在交流中弥补短
板，在交流中得到提高。

8 月 5日，在“苏沃洛夫突击”接力赛
项目，一座巨大的土岭特别显眼。该项目中
方教练员、某师装甲兵科科长秋阿鹏介绍，
这是比赛根据实战化要求设置的一个障
碍，高度达 10 米。

秋科长说，俄军经过多年实战历练，装
甲兵训练的标准和方法不断调整，例如增
大土岭的坡长和顶高、将低速通过车辙桥
改为中高速通过等等，对比这些训练标准
的变化，这些实战化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

外军的组训观念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
地方。“安全路线”项目中，接触中方装备还
不到一周的乌兹别克斯坦参赛队，在决赛
中表现抢眼，3 跨桥梁架设仅用时 13 分
钟。在有限的时间内，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
了单个课目的学习上，一个课目练到熟练
才会进行下一个，在正式比赛前，乌方参赛
队员仅完成一次全过程演练。这种“磨刀不
误砍柴工”的方式，恰恰提高了人员对装备
的深入掌握。

“建设世界一流的陆军，必须务实推动
与世界各国军队军事交流，‘国际军事比赛’
是一个重要平台和有力抓手。”陆军参谋部
训练局副局长韩剑说，今年陆军承办和参
加国际军事比赛，重在相互切磋技艺、取长
补短，重在分享训练经验、共同进步，重在
深化军事交流、增进友谊。

瞄准建设一流陆军、加快推进转型发
展，必须眼光跟随时代、瞄着世界，走出国
门、开门练兵，主动与外军切磋技艺，与世
界各国军队开展深度军事交流，加强联合
训练，才会为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
提供有力支撑。

像打仗一样比赛，才能将赛场延伸至战
场。从训练学会打仗，从赛场走向战场。国际
军事比赛是一个检验场，更是一块磨刀石。

7 月 30日，“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单
车赛，打响了整个比赛第一枪。来自中国、白
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 4 个国家参赛队展
开首轮激烈角逐。

在 4 . 3 千米长度的闭合赛道上，参赛车
组驾驶步战车，通过机动越障路段和涉水场、
车辙桥、崖壁等 11 组障碍，并在两个射击阵
位对多个目标进行实弹射击。

赛场设有炸点，不时响起的爆炸声，使现
场观众仿佛置身于真正的战场，对参赛队员
的心理和技能水平，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赛后，取得当日最好成绩的中国参赛队
第二车组车长、下士李建安感慨万千：“比赛
就像打仗一样，我们车组成员既要分工明确、

密切协同，又要在弹药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分别使用火炮、并列机枪，对 9 个常显、隐
显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实战味很浓。”

“苏沃洛夫突击”项目裁判长徐有泽介
绍，这是一项高度浓缩战场复杂环境和典
型战术动作的军事比赛项目，考验的是陆
军主战装备的综合作战性能和载员的技战
术水平。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晴空”和“安全
路线”比赛中。

承办赛事的库尔勒某训练基地，地处
大漠戈壁腹地，在 2880 平方公里的场区
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能为战术训练提
供多维逼真的战场环境。

“晴空”防空导弹兵技能赛阶段，中国
参赛队比赛时地面温度达到 50 摄氏度以
上。“温度升高使周围热源目标急剧增多，

对雷达搜索判定目标干扰极大。”参赛队员
王凯说，“库尔勒基地周边的高山、戈壁的
高温和强劲的风沙就是天然的复杂电磁环
境和气象环境，这种近似实战的条件，是对
参赛队员全方位的摔打磨炼。”

“安全路线”项目是中国陆军首次承
办，赛场模拟实战环境，设置混合雷场、弹
坑、沟渠、浅滩等多种障碍，时刻检验着各
国队员“保障部队提高战场生存和机动能
力”的军事素质。

赛前，俄罗斯参赛队一抵达库尔勒赛
区，便开始熟悉场地和装备，在克服混合雷
场障碍地段时，他们“栽了个跟头”：8 枚模
拟地雷，他们仅排除了一半。原来，在过去
比赛中，这里只会布设 4 枚地雷。

“战无定法，战斗力是唯一的根本的标
准，打胜仗是最终目标。”当裁判组表达完

观点后，各国的选手都表示认同。一位外军
参赛军官表示，今年的比赛规则设置紧贴
实战，也为他们国家的工程兵训练提供了
借鉴。

“比赛规则更加贴近实战标准，比赛场
地更加贴近实战环境，比赛流程更加贴近
实战进程……”新闻发布会上，陆军承办
“国际军事比赛— 2018”新闻发言人、陆军
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副局长廖燕灵一连用 3
个“更加”，描述了今年比赛的实战化程度。

国际军事比赛是由俄罗斯国防部发起
的一项国际性军事赛事，所有比赛项目规
则都源于实战经验。我军在几十年的和平
环境中，缺乏实战考验，将比赛有益经验运
用到平时练兵备战中，实现从赛场争冠到
战场制胜的跨越，确保打一仗进一步，切实
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提升部队整体实战化训练水平，要靠
骨干人才去抓去带。

中国参赛队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感慨，
只有发挥好骨干的“种子”“酵母”作用，接续
培养、以一带十，才能不断扩大部队专业人
才队伍。

8 月 6日，“晴空”项目综合赛，中国参
赛队压轴出场。参赛队员景吴彦完成 400
米障碍、自动步枪射击后，在体力透支的情
况下，操作便携式防空导弹稳稳命中空中
目标，赢得全场观众阵阵掌声。

成功的背后，是无尽的汗水。谈及前期
参赛队员选拔过程，景吴彦说一开始还真
有点儿“懵圈儿”：一项防空导弹兵比武，除
了常规的导弹射击之外，竟然还包括车辆

越障、400 米障碍、自动步枪射击、手榴弹
投掷等课目，而所有这些课目，参赛队员都
要在连贯实施的情况下完成。

“苏沃洛夫突击”参赛队员李建安连续
4 年参加选拔集训，前 3 次都被淘汰，但他
依然坚持刻苦训练，今年终于脱颖而出。

“参赛队员是用大量训练资源培养出
来的骨干尖子，是抓训组训的‘宝贝疙瘩’，
近几年我们坚持大范围海选，力求扩大受
训面。”参赛队教练员马耀智说，像李建安
这样踊跃报名参加高强度训练的还有数百
名官兵。

国际军事比赛是大练兵大比武的一个
重要抓手。“部队每年开展‘千人百项’比武
竞赛，涌现出一批训练尖子，今年的参赛队

员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据新疆军区某
师副师长秦雪峰说。

秦雪峰说，他们依托参赛经验，采取集
中培训、强化训练、比武竞赛、重大活动摔
打磨炼、实战化检验考核等方法，抓各个兵
种专业“兵头”“教头”的培养，练就过硬的
专业技能，成为推进部队实战化训练的“领
头雁”。

据了解，2014 年以来，中国陆军连续
5 年应邀参赛，围绕参加国际军事比赛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和各类训练资源，打磨
了一批训练尖子和标兵，培养了一批专业
技术骨干。

“一份投入、多份产出。”陆军工程大学
教授姬改县说，充分发挥院校和训练机构

人才培养主渠道作用，让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的新鲜经验、创新训法、有益成果，及时进入
课堂、进入教学实践、进入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设计，使“点”上的成果辐射到“面”上的部
队，打造一批又一批实战化训练人才。

据中国陆军办赛领导小组副组长、陆军
副参谋长陶炳兰介绍，今年中国陆军按照群
众性练兵、普遍性选拔、阶段性淘汰的办法，
遴选确定参赛队伍；首次安排陆军工程大
学、陆军装甲兵学院两所院校组队参赛，使
新参赛单位增至 17 个、约占 90%；同时明
确，连续参赛两年的单位必须更换。

“最大限度扩大受训受益范围。”陶炳兰
说。 (李清华、张圣涛、杨涛)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从国际赛场眺望未来战场

从 赛 场 争 冠 到 战 场 制 胜

从 骨 干 一 流 到 整 体 一 流

这是全军第一个新型合成步兵
营。

这是全军第一个成建制、成体
系完成由传统步兵向新型合成步兵
转型的营级单位。

这是一个开创了该类型部队建
设多项全军先河的合成步兵营。

这是一个信息力、打击力、机动
力、防护力、保障力等总体作战效能
较以往有大幅提高的部队。

这支部队是第 78 集团军某合
成旅一营——— 连续 3 年被集团军评
为“基层建设先进营”，被陆军评为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二
等功 1 次。

且看他们如何聚力改革转型，
打造未来战争新型“陆战铁拳”。

转型，突出一个“真”字

一营，从接过那面崭新的旗
帜——— 新型合成步兵营营旗开始，
就拉开了改制换装的序幕。

列装“豪华”新装备，官兵们欢
欣鼓舞。可演练场上，一度仍旧“新
瓶装旧酒”——— 抱着新侦察设备，却
仍用“老一套”侦察方法；演练中没
能很好发挥新型突击车功能，“战
斗”刚开始就被导调组叫“停”。

装备更新，思维依旧。
“新型合成步兵营到底应该怎

么建，如何训？”他们邀请专家讲解
新装备性能特点，讲清战斗力生成
模式的时代特征、核心，填补认知空
白。

他们重新调整训练内容，从基
础训练到空地联合、体系作战，循序
渐进，从难从严练硬功。

某连瞄准提升火力打击效能，
一个个数据测、一组组数据比，梳理
总结出新式火炮射击诸元计算、观
察所开设等 6种创新方法，填补了
该型火炮“侦、测、打”空白。

……
真学、真研、真悟。新装备、新战

法、新思维不断融合，战斗力不断提升。

转型，突出一个“敢”字

兄弟营眼里，“一营的兵，不知道‘怕’字怎么写。”
接装，上千公里，近百辆突击车，放弃铁路输送，选择昼夜连

续摩托化行军。
新式突击车山林地机动试验，专选传统步兵营车辆无法通

过的坦克训练道……
营长宋恒哲说：“一营装备大多数未定型，需要我们高强度

使用甚至破坏性使用，找其不足。”
从平原到高原，从草原到戈壁，他们先后转战 18省市，行程

10 万余公里，全面采集、检验装备体系在各种环境下的性能，
400 余条改进建议被装备厂家采纳。

“靶机高度 XX 米，每次投掷 X 枚红外诱饵弹。”
打不打？那次，在一营新型单兵防空导弹实弹射击现场，听

到射击条件，大家都捏了把汗。
作为全军第一支新型合成步兵营，各级关注，有人善意提

醒：“还是别打，打不好要丢面子！”
“一营的兵，没有不敢的！”官兵沉着应战，精确射击，首发命

中！
今年春节，红蓝实兵对抗演练，蓝军占据地利，布下“天罗地

网”。
副营长陈晨率队，利用蓝军封锁空隙——— 被认为无法穿越

的冰雪危险路面，无光穿行，悄然突防，直捣蓝军指挥部。
敢练、敢打、敢拼。翻开一营转型“日记”：新式火炮列装 7天便

组织实弹射击，无人机列装 43 天即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侦察任
务……近年来，他们先后接收新装备数十种，均当年形成战斗力。

转型，突出一个“智”字

7 月，东北某地域。一营与空军、陆航联合组织火力打击演
练。

战斗开始，一营快速机动，抵近前沿，利用雷达、无人机和空
军侦察力量，迅速生成战场态势图。

支援作战的歼轰机、武装直升机巡弋待战。一营地面目标引
导组迅速进至引导地域。

营长宋恒哲果断下令引导空中火力打击。很快，歼轰机、武
装直升机在该营侦察小组引导下，对“敌”发起猛烈打击，重锤敲
碎了“敌”防御外壳。随后，一营在空中火力掩护支援下，迅速夺
占“敌”阵地。

宋恒哲感叹，能与战机共享数据，得益于部队装备建设飞速
发展，合成营真正成为能够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联合作战单元。

新型作战力量形成，离不开一个“智”字。集智，一个个转型
难题迎刃而解。

该营紧盯制约联合作战能力生成的重难点问题攻关探索，
开创了新型合成步兵营多项全军先河：

在合成营层面对陆海空联合作战进行先期实践；
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实现了合成营编成内联合指挥体系构

建；
构建起合成营军地联合保障网络……

转型，突出一个“快”字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新型合成步兵营，特点就是一个字：
快！

那次红蓝对抗，对于千里之外的一营，蓝军计划用两天时间
准备战斗，谁料，不到一天，一营就抵达战场，打了蓝军一个措手
不及。

快速机动不仅依赖高性能装备，更有赖于高水平训练和真
打实备。

东北某机场。突击车刚要开进飞机舱门，空军指挥员立即叫
停，“舱门仅比突击车宽 30 厘米，你们又是第一次训练登机，还
是熄火推进吧。”

“空中机动就是为了快，不能推！”突击车掠过舱门稳稳地开
进机舱。

其实，为了练就快速登机硬功，一营利用训练器材，已经进
行了数百次模拟训练。

自改制换装以来，一营先后接受各级拉动 70 余次，次次堪
称完美。曾经，上级特意“不请自来”。拉动前，还把电闸给拉了。

深夜，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响起。官兵迅速奔赴战位，立即
转入战斗状态。

分析敌情、研判情况、请领武器装备、装载物资器材……
全营行动有条不紊。经检查，全营物资一件不少，全部符合战
备要求。 (记者李清华、刘小红)新华社长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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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军事比赛— 2018”观察与思考

▲在“国际军事比赛-2018”“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接力赛中，中国参赛队战车飞驰
而过(8 月 5 日摄)。 新华社发(王鹏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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