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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签署中央军委
2019年1号命令，向全军发
布开训动员令。从东海之滨
到西北大漠，从雾笼江南到
冰封北国，从万里云霄到远
洋碧波，在陆海空天电全维
战场，全军将士演兵沙场：
一辆辆战车轰鸣集结，一艘
艘战舰昂然列阵，一架架战
鹰呼啸临空，一枚枚导弹剑
指苍穹……

【五大战区】

制胜招法练过硬

1月4日，东部战区联合
作战指挥中心，各要素和席
位值班人员严阵以待，依托
信息系统等平台手段，严密
监控复杂态势，稳妥高效指
挥应对海空突发情况。

新年伊始，东、南、西、
北、中五大战区以开训即开
考姿态大抓练兵备战，开展
战区首长机关和直属部队
军事训练考核和比武竞赛
活动，大力提高战区联合作
战指挥能力。

天寒地冻，主战主唱，
练战正酣。在北部战区机
关，身穿陆军、海军、空军、
火箭军各色冬季作训服的
各局室人员，就新年度严密
组织日常战备行动、拟制体
系建设长远规划等6项重点
军事任务，共同研究筹划，
深入研讨攻关……

新的一年里，各战区将
“以联为纲”积极探索新体
制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训
练体制，把体系作战、联合
作战要求贯穿训练各层级。

“我们的使命是聚焦对
抗强敌，深化作战准备。”北
部战区联指中心参谋陈心
钟说，“作为第一代战区人，
我们责无旁贷”。

【陆军】

直面强敌砺精兵

1月4日，东部战区陆军
座座营盘，战鼓齐擂，硝烟
升腾。

战区陆军首长机关分
部门展开轻武器实弹射击、
手榴弹投掷、北斗手持机操
作、手工标图和基础体能等
内容训练，立起新年度以上
率下、思战谋战鲜明导向。

数九寒冬，华北大地朔
风如刀。中部战区陆军全体
机关干部按战斗编组乘车
直奔某合成旅训练场，打响
新年度开训“第一枪”。部门

以上领导带头上第一车、操
第一炮、投第一弹，人人参
训参考、人人达标过关。

开训首日，地处东北雪
原的某轻武器射击场积雪
皑皑，气温已降至零下24摄
氏度。

“射击！”陆军第78集团
军首长机关以轻武器实弹
射击的方式拉开新年度训
练序幕。

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
手、作战环境，集团军各级
党委牢固确立“仗在寒区
打，兵就在严寒条件下练”
的练兵指导，不断探索新装
备在极限条件下实战实训
的方法手段。

开训不畏险，敢于放手
练。地处天山北麓的新疆军
区某陆航旅，克服大雾、浮
雪、严寒等不良天候条件，
组织多型武装直升机展开
超低空隐蔽突防、掠地连续
攻击等险难课目战术训练。

“人民军队忠于党，时
刻准备上战场。”陆军主要
领导认为，只有直面强敌抓
备战，紧贴实战抓练兵，才
能确保平时稳控局势，战时
决战决胜。

【海军】

突发“敌情”练硬功

“准备主炮对海射击！”
1月4日中午，在某海域

巡逻的盐城舰上，一阵急促
的战斗警报骤然拉响，伴随
着舰长蔡青的一连串战斗
指令，一场单舰综合攻防操
演就地拉开帷幕。

“雷达无法跟踪！”“转
换跟踪方式！”“目标稳定跟
踪！”作战指挥室内，面对舰
指挥所临时导调的突发态
势，对海长赵传奇迅速启动
应急作战预案，在“敌”舰驶
出最佳射界前，再度抓住了
目标。

“一场不打招呼、不设
预案的实战化训练就是最
好的开训动员。”蔡青说，新
年一开训就安排应急处突
演练，就是要练出官兵随时
能打仗的能力。

在琼岛某机场，一架架
国产某型歼击机克服恶劣
气象条件相继滑出，以漂亮
的仰角加速跃起，飞往各自
指定空域。

这是南部战区海军航
空兵某旅正在组织新年度
首飞训练。在作训、通信、
气象、地勤等不同战位的
密切协作下，所有战机顺
利实现一次启动成功率
100%，飞出了新年开训高
起点。

几乎同一时刻，广东
湛江远郊，倚山向海的射
击 靶 场 也 迎 来 年 度 盛
典———海军陆战队某旅数
千名官兵威武列阵，听令
开训：突击车、榴弹炮一字
排开，步兵战车两翼策应，
迫击炮、重机枪、反坦克火
箭、榴弹发射器悉数登场
……

而在大洋深处，一艘艘
国产新型舰艇、潜艇正在进
行远海远洋训练和远航战
备演练……

【空军】

自由空战啸苍穹

川西某机场，多架运
-9飞机双翼舒展，依次升
空。紧接着，一架深灰色的
运-20飞机大鹏展翅，冲上
云霄。

空投空降，运输搜救，
空中巡逻，极限性能飞行
……运输航空兵某师组织
的多个实战化训练课目依
次开展。

东北大地，寒风刺骨。
在旅长程远森带领下，北部
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

员们驾驶战鹰呼啸而起，打
响了新年度空战对抗训练

“第一仗”。
红蓝双方斗智斗勇，在

不同空域展开自由空战、掩
护突击、区域防空战斗等实
战化课目。

“首飞就要实训，实训
更要创新。”旅负责人说，今
年他们打破过去“技术训
练—武器使用—战术运用”
依次推进的常规，将三者融
为一体同步展开，大幅缩短
了改装训练和战斗力成长
周期。

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
旅举行“新年第一赛”，要求
全员额全要素参加比武，重
点锤炼作战单元整体实战
能力；在空降兵军，某旅开
始“新年第一考”，10余项实
战化课目悉数展开，实弹、
实爆、实投、实操贯穿全员
全岗……

一招一式向实战聚焦，
一哨一位与打赢对表。

【火箭军】

从严锻造“杀手锏”

战高原、探戈壁、钻密
林……一支支导弹劲旅闻
令而动，一枚枚大国长剑直
指苍穹。

新年一开训，在一个个
战车轰鸣的发射训练场，火
箭军部队备战打仗的氛围
越来越浓。

在“常规导弹第一旅”，
“发射先锋架”比武热火朝
天，“大雨”“减员”“变换阵
地”“生化袭击”等特情不断
出现。一个个发射单元瞄准

“人人过硬、架架能打、整旅
胜战”目标，在比武中找不
足、查短板，反复磨砺“剑
法”，努力实现从“能打仗”
到“能打赢”的转变。

南国某陌生地域，正在
担负值班任务的某导弹旅

发射营，组织展开一场激烈
的营级对抗演练。官兵们
说，值班就是打仗，要时刻
保持高状态，在对抗中提升
技战术水平和应急处突能
力。

北国严寒条件下，某导
弹旅结合前期训练发现的
问题短板，逐个进行演练攻
克。在“寒将军”考验下，官
兵们不断突破难局、危局，
有效提升装备的操作技能、
官兵的体能和战斗作风。

占领阵地、展开操作、
导弹起竖……火箭军将瞄
准“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
效毁伤”的核心标准要求，
加快提升战略能力，从难从
严锻造具有“王牌”“底牌”
作用的“杀手锏”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

无形战场谋打赢

重温训令、学习动员、
抢险演练、应急拉动……
一项项卓有成效的活动，
拉开了战略支援部队某部
新年度实战化训练的序
幕。

近年来，这支部队始
终坚持“战训一体、试训一
体”，突出“按纲施训、依法
治训”，推动军事训练向能
打仗、打胜仗聚焦。

在某通信团，一场无
形的战争正在打响。

各种以实战化为背景
的课目接续进行，地域陌
生、多种复杂信号干扰、山
地信号阻隔和“遇敌”打击
等多种难题不断出现……

“实战即训练，训练即
实战。”某通信团团长敖洪
说，结合某项重大任务进
程，通信战线已进入了24
小时连轴转状态。

面对重重考验，参训官
兵密切合作，严谨操作，在
协同作战中不断提高应对

最恶劣、最极端突发情况的
能力。

【联勤保障部队】

机动支援大提速

新年伊始，西北高原，
硝烟四起，由联勤保障部队
组织的一场实兵演练正式
打响。

野战指挥所内，各种支
援保障信息不断汇入，作战
指令快速下达到各营连分
队。

演练地域一名稀有血
型“伤员”因伤失血过多生
命垂危，卫生营立即派出无
人机将配型血液送达救护
现场，同时出动两架直升机
对8名伤情危急的“重伤员”
实施转运。

“演练中，我们不仅动
用了全地形救护车，而且投
入了空中应急救援装备。”
某保障旅卫生营营长王博
说，无人机的投入使用，使
战场急救速度比传统方式
提高10多倍。

如何在瞬息万变的战
场，依据各军兵种提出的需
求，合理配置战场保障力
量，是这次实兵演练探索的
重点。某保障旅作为机动支
援保障力量，与多个军兵种
开展长时间、高强度、多课
目联训联演，进一步探索了
联战联训联保新机制。

【武警部队】

紧贴任务补短板

夜幕降临，天山山脉大
雪纷飞，随着指挥员一声令
下，茫茫雪野里的官兵枪开
保险、炮弹上膛，摆开战斗
队形，穿插迂回，消失在漫
天大雾中……

1月4日，武警新疆总队
机动一支队官兵以实战化
课目为牵引，提高复杂环境
下反恐能力。在山地捕歼战
斗演练现场，记者看到，特
战队员根据不同地形、目标
距离，在长途武装奔袭后，
逐一开展步手枪快速转换
射击、交替掩护射击、突入
识别射击等课目训练。

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
域高原，武警西藏总队数千
名官兵展开5天4夜军事大
练兵，锤炼部队在极寒缺氧
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

在险象环生的南国密
林，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
一场实装对抗演练激烈展
开。一路上，“敌”情不断，蓝
军分队“杀招迭出”……

锤炼血性胆气 练出精兵劲旅
文/新华社记者 樊永强 摄影/侯崇慧

武警官兵在演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