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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锋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夏 澎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中典型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实施人员伞降和

重装空投时，着陆速度和冲击力比平原地区都要

大很多……”近日，空降兵某旅训练场上，一名老

班长正结合自己多年经历为空降空投骨干进行

专业理论授课，传授专业知识，他就是该旅空降

空投技师二级军士长秦扬。

重装空投是从空中把坦克、战车等重型装备

精准投放到战场的空投技术，是空降兵综合作战

能力的重要标志。

23 年间，秦扬亲眼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空降

兵重装空投技术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先后实现

重装空投技术数十项创新。

为重装空投技术跃升提供保障

2005 年 8 月，在山东半岛某地上空，数架大

型运输机轰鸣而过，一件件重型装备从天而降，

并安全着陆。看到这一幕，秦扬和他的战友们激

动得相拥而泣。

就在 3个月前，秦扬和空降兵科研团队受领

了一项任务——在“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演

中完成战车三件连投。当时中国空降兵在重装

空投技术上还不成熟，加上空投的战车都在 8吨

以上，而且还是三件连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是中国空降兵首次与外军联合演习，用

战车 3 件连投来展示空降兵的实力，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然而在后续的 2 次试验中，3 天摔坏

了 2 件装备，如果不能尽快查明原因，整个任务

都将停滞不前。

“那几天大家的心情都很失落，作为小组的

技术员，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压力，秦扬并没

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与秦扬并肩作战

的该旅空降空投技师孙秋生告诉记者，那段时间

秦扬废寝忘食地研究论证各个环节，好几天都没

合过眼。

在秦扬的努力下，他们最终把失败原因定位

在了主伞脱离锁上，并提出可靠改进方案，为成

功实施重型装备三件连投提供了技术支撑。

重型装备三件连投的成功实施，标志着中国

空降兵从此迈入了“重装时代”！

“秦扬有一股钻劲，无论遇到任何技术难题

他都一定要将它攻克才肯罢休……”谈及秦扬，

该旅重装空投主任熊雄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然而探索的路上注定布满荆棘。2013 年，

西北某大漠，秦扬亲眼目睹了一朵朵伞花张开再

被冲破，装备重重地摔在地上，成为一堆废铁。

“那时候我们感觉重装空投技术已经非常成

熟了，直到组织高海拔地区试验空投，才知道原

来装备也有‘高原反应’。”秦扬说。试验归来后，

他主动向单位递交了“请战书”,一定要攻克这一

难题。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巨大的开伞动载使得平

原伞无法在高原正常使用。为了尽快研制出一

套与高原环境相适应的空投系统，秦扬和攻关小

组奔赴高原展开试验，结合高原地区特点，对厂

家研制的高原伞进行一系列调整和改进，最终研

制出能够适应高原空投的系统，为空降兵高原重

装空投提供了技术保证。2016 年盛夏，白雪皑

皑的高原之巅，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我国首次

成功实施海拔 6000 米高原重装空投，当战车平

安着陆，着陆场上的秦扬喜极而泣。

“这样的试验和攻关任务秦扬经历过 30 多

次，他是单位重装空投领域的一根‘定海神针’，

也是名副其实的‘兵专家’。”谈及秦扬，空降勤务

连连长徐康赞不绝口。

顺利完成运-20高原重装空投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空降兵重装空投技术的

发展，秦扬先后参与多型装备混装连投、人装同

机同降、高原空投、带弹空投等重大课题研究，突

破数十项技术瓶颈，助推中国空降兵成为世界为

数不多掌握相关核心技术的国家。

去年夏天，茫茫大漠戈壁上空，一场空地一

体实兵演练正激烈进行。运-20机舱内，秦扬盯

着飞机尾门，等待着机门打开。

“01，投下，投下！”随着牵引伞被抛出，3 辆

战车从尾门呼啸而下，巨大伞花在天空中慢慢绽

放开来。看着装备安全平稳着陆到地面，秦扬激

动得热泪盈眶。

这是他 23年军旅生涯中第八次上高原执行

任务，但这一次的任务非比寻常——完成运-20

飞机高原重装三件连投，并参加空地一体实兵演

练。

面对全新的机型，有着丰富空投经验的他心

里仍然没有底。他知道，换了机型，装备的装载

位置、投放流程、处置方法都会发生变化。

面对全新挑战，秦扬带领攻关小组展开了新

一轮的冲锋：详细测量机内导轨之间的距离，根

据飞机重心科学确定不同装备的装载位置；对牵

引伞抛出机构进行反复试验，验证可靠性；进一

步优化投放流程，完善特情处置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成功攻克多项难

题，顺利完成运-20 飞机高原重装空投，使得空

降兵的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取得新的突破。

从林海雪原到天涯海角，从西北大漠到东南

沿海，从中原腹地到万里边关，23 年里，秦扬荣

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先后参加重大演训

任务 30余次，安全组织跳伞 20万人次，保障重装

空投 500 余件，成功处置各类特情数十次，在中

国空降兵重装空投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装空投领域有根“定海神针”

◎张 雷 本报记者 张 强

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初心对话，更是一次血脉基因的赓续传承。

4月 17日，在被誉为“中原雄鹰”的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来自空

军某空防基地老战士报告团成员、歼-20 首飞试飞员和 90 后飞行员骨干

群体共话初心使命。

“国土防空作战受到毛主席称赞，庆祝建军 90 周年沙场阅兵受到习

近平主席检阅，几十年来，听党话、跟党走、向党飞是一代代官兵搏击长空

的信念之根！”活动现场，讲起这支部队的辉煌历史，该旅政治委员陈正义

如数家珍。

军迷网友曾经盘点过“空军九大经典战例”，其中“歼-5 大战 F-86”

就出自“中原雄鹰”。那是 1960年 2月，飞行大队长王子民驾国产歼-5战

机击伤 F-86 战机，这是人民空军首次击伤携带“响尾蛇”空空导弹的飞

机。王子民荣立一等功，受到毛主席称赞，当年他 31岁。

在新时代练兵备战中，空军实战化训练向大海、远洋、高原和山谷拓

展延伸。这个旅顺应时代要求，由国产老旧战机“抄底式”换装为国产新

型歼 10-B 战机，从夜间空中加油，到高原驻训、沙场阅兵，实现能力战力

的跨越提升。在空军“金飞镖-2020”检验考核中，28 岁的飞行二大队副

大队长徐文等 4名 90后飞行员，夺得团体第一名。

“同样的青春、同样的年龄，忠诚的血脉在传承，胜战的基因在延续！”

该旅所在空军某空防基地老战士报告团团长毛兰成，看着眼前稚气未脱、

青春阳刚的飞行员感慨道。组建 35 年来，老战士报告团成员以“战争亲

历者、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涌现出“活

着当标兵、死了当标本”的原团长张绪等先进典型。这些“永远跟党走”的

老战士，激励着“中原雄鹰”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

在“奋飞强军故事会”课堂，毛兰成向官兵展示手中的 3个本子，有报

告团成员、闫其维师长参加抗美援朝空战的飞行日志，有他 60 年前书写

的跳伞日记，还有该旅“金飞镖”获得者徐文的飞行日志。

“闫其维每次升空作战，都会把值钱、要紧的东西收拾到一个小包裹

压在枕头底下，干什么呢？一旦回不来就让战友把它寄给父母。抱着宁

死必胜的决心，他击落击伤 4架敌机，中队被命名为‘闫其维中队’。我们

今天驾驶更先进的战机，更要发扬空中拼刺刀精神，传承好他们敢打必胜

的红色基因！”讲述中，身着旧军装、胸前挂满军功章、全程笔直站立的毛

兰成，言语中充斥着一股舍我其谁的战斗激情，让官兵为之动容。

毛兰成的这番话，让在座的歼-20 首飞试飞员李刚感触颇深。1985

年开始学习飞行的他，一路见证了中航工业、国家空军武器装备井喷式的

发展。“从歼-10到歼 10-B 再到歼-15、歼-16，还有歼-20，每当驾驶起这

些国产战机，我都会深深感到我国国防事业的强大。”他说。

李刚向年轻飞行员分享了自己试飞歼-10、歼-20 的亲身感受，不仅

有技术上的“干货”，更有信念上的引领。李刚嘱咐 90 后飞行员，不能简

单把“能飞、会飞”定义为终极目标，新时代背景下，空军飞行员还应学习

工程知识，更好发挥国产战机的战场优势。

人民空军人民建，人民空军爱人民，是党和人民托举空军战鹰飞上蓝天。

1951 年，28 岁的人民艺术家、豫剧大师常香玉听说志愿军空军作战

飞机数量不足，就用义演 170 多场的全部收入，加上卖掉自己轿车的钱，

捐购 1架米格―15战斗机，激励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奋勇作战。70年后，在

常香玉的故乡，空军 90 后飞行员深情讲述这段故事，26 岁的中部战区空

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任彦昭说：“我们新一代飞行员，一定不负老前辈重

托，地面苦练、空中精飞，勇当让组织放心、人民安心的新时代蓝天卫士！”

“中原雄鹰”

一次跨越时空的初心对话

科技日报讯 周驰血氧含量偏低，3 公里训练需要进行速度调整；王

新心率超过 150次/分，需要进行强度调整……翻开火箭军驻高原某训练

团新兵军事体育训练计划，内容详细全面，既有有氧能力方面的高原训练

内容，又有提踵、全蹲等防伤训练内容。

今年是该团首次大规模集中承训春季新兵，该团专设训练机构作为

新兵战斗力生成的“孵化器”。

新兵三营营长侯伟介绍，今年新训，他们严格按照科学组训要求，科

学设计训练方案，坚持按纲施训、精准施训，切实打好“兵之初”底色。

该团将科学组训作为关键要素深抓细研，划分适应训练、基本训

练、调整训练、强化训练、考前训练 5 个阶段，分阶段组训，分科目实

施。开展示范教学活动，严格标准规范，组织 9 个示范班，对新训 12

个课目 15 项内容进行教学组训规范。注重以点带面，组织参加阅兵

官兵、往年新训老兵等成立教练组，在训练中对各科目内容、组训方

法、标准要求等进行规范指导。拍摄教学示范片，对新兵入伍训练 15

个科目编修 18 套教案课件，制作 5 类 17 个多媒体教学片，并制定《轻

武器实弹射击实施细则》。

科学化的组训，带来训练质量的整体跃升。截至目前，该团已提前完

成多次单个军人科目的训练，训练受伤次数相比往年降低 60%。

（丁峰 高飞虎）

火箭军某训练团

科学组训“孵化”新兵战斗力

毛兰成登上歼毛兰成登上歼--1010BB舷梯舷梯，，难掩激动之情难掩激动之情。。 刘川刘川摄摄

“迎接海军节，回报军民情。”4月 22—23日，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董宇

超，参加了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2 周年大型义诊

活动。

在活动中，董宇超看到了许许多多熟悉的同

事。一年前，他们曾共同奋战在武汉，直到迎来

了疫散春归。如今正值人间四月天，“庆建党百

年·展军医担当”的火红横幅飘展在春风里，他的

思绪却不禁回到一年前——

2020 年 4 月 16 日凌晨，“解封”不久的武汉

还 在 沉 睡 ，知 音 湖 畔 的 火 神 山 医 院 却 已“ 醒

来”。蒙蒙亮的天色里，集合、列队、清点……

海军军医大学 60 多名医疗队员齐刷刷抬起右

手，向这座奋战了 82 天的“英雄城”庄严告别。

依照上级命令，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员逐批撤

离。这一天，是海军军医大学最后一批队员离

开武汉的日子。

在抗疫最难的关头，他们领命驰援；在春暖

花开的季节，他们欣然归去。没有夹道欢送的人

群，他们走得悄无声息；送出一批又一批康复患

者，他们走得满怀欣慰。

回顾一年前那个抗疫战场，没有硝烟，有的

只是病区里各种监测仪器的“嘀嗒”声，见证着、

诉说着这所军医大学医疗队员们的故事。

“除夕雨夜领命出征，武汉解封仍在坚守。”海

军军医大学的医护人员是抵达武汉最早、撤离最

晚的医疗队之一。从去年 1月 24日起，该校先后

派出两批次、300余名队员接续驰援，从汉口医院

到火神山医院，再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

患者不清零他们不撤兵，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那个除夕夜，战“疫”号角陡然吹响。夜雨中，

海军军医大学为首批支援湖北的150名医疗队员

举行出征仪式。“不计酬劳，无论生死!”“疫情不退，

我们不退！”铮铮誓言响彻校园。没有千头万绪，唯

有齐心抗疫。当晚11时，医疗队乘军机直抵武汉，

即刻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疫情阻击战——

凌晨 3 点进行任务对接、早晨 8 点进驻防疫

一线、开设 4个病区日夜施救、扩展至 133张床位

满负荷收治……进驻汉口医院后，他们以最大限

度、最大能力救治患者。

10 天后，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医疗队转战火

神山医院。离开时，队员们将 1200 余件紧缺医

疗物资留在汉口医院。该院 ICU 负责人乐文卿

说：“海军军医给我们留下了经验、留下了作风、

留下了鱼水深情。”

转战火神山医院初期，设施尚未完善，急救

硬件不足。被誉为“硬核”护士长的陈静，带领从

全军各单位抽调的 50名护士，一边安装设备，一

边熟悉装备性能。凭着多年急救经验，她们短短

2天便整理出 1000余种药品耗材，又将这些耗材

从仓库转运到位。

2020 年 2 月 17 日，海军军医大学第二批医

疗队进驻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两天后就

成批量收治患者。最忙的时候，每隔 10 分钟就

要完成 1名患者的分诊运送，一周内要进行上千

份核酸检测。时任光谷院区感染三科主任谢渭

芬说，为了点亮光谷的“生命之光”，他们组成 24

小时抢救组、成立人文护理团队……每一天都像

打仗一样拼。

去年 3 月末，国内各医疗队已开始离鄂，这

群军医们却仍“铆”在火线。“既然给至暗时刻带

来了微光，我们就让它燃得更久一点。”90 后护

士孙青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最早驰援 最晚回撤

随着疫情“至暗时刻”的逐渐褪去，火神山医

院和光谷院区平均每天都有数十例新冠肺炎重

症、危重症患者转为轻症患者。住院患者在减

少，但救治难度并未降低；诊疗转入常态化，但护

鏖战“红区”坚守到底

穿 着 隔 离 服 不 方 便 为 病 人 听 诊 怎 么 办 ？

长时间佩戴护目镜出现水雾怎么办？一整天

在防护装备下工作喝不上水怎么办？……来

到“前线”没多久，这些看似不算事儿的问题

成了一线抗疫医护人员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针对这些一线反馈的问题，海军军医大学特

色医学中心第一时间前后联动，展开专项研究。

在他们的努力下，隔离式无线电子听诊器

2.0 版、医用防雾护目镜等医学装备在整个火

神山医院普及开来。医护人员试用后，纷纷给

予高度评价。

“我们开辟了科研项目申报绿色通道，只

要是能解决抗疫一线的现实问题，随时申报、

随时受理，尽快出成果接受前线的检验，积极

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该中心领导说。

科学救治，不负生命。在海军军医大学前

方专家和后方科研人员的联动下，一系列支持

抗疫的“黑科技”，助力前方冲锋战疫。

每名治愈患者走出火神山医院时，都会收

到一份特殊的礼物“火神山克冠康复方”中药

冲剂。这份出院礼物由海军军医大学专家参

与研制，折射出他们科学施治、精准救治的成

效——

坚持“向科学要方法、要答案”，积极推广

托珠单抗、恢复期血浆、干细胞治疗、高压氧

治疗等新技术新疗法临床应用，加强个体化中

医辨证施治。

改进核酸取样技术，结合咽拭子、鼻拭子、肛

拭子等多种途径，提高阳性检测精准率。

坚持前后方联动，将海神防护贴、防雾护

目镜、无线听诊器等成果应用于临床一线。

董宇超仍记得当时火神山医院各个病区

贴上封条他如释重负的心情。在火神山医院，

他带领的感染二科先后治愈出院 350 余人，取

得了零病亡的战绩。

在那场与火神山医院的告别仪式上，董宇

超作为病区主任代表发言。一年前的那番话

语，他至今念念不忘：“投身这场战‘疫’，锻炼

了我们的技能，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更值得我

们用一生来铭记！”

科学救治 不负使命

理需求并未减轻。

重症救治，成为武汉保卫战必须攻下的堡

垒；悉心守护，仍是抗疫一线不变的主题。为

了不负生命重托，海军军医大学的医疗队员们

慎终如始，竭力战斗在“红区”（指抗疫医院中

重病隔离病房），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每一位重

症患者。

2020 年 3 月 7 日，百岁老人王爷爷治愈出

院，成为光谷院区收治的年龄最大的患者。救治

王爷爷，是一场与病魔的激烈较量。老人刚入院

时，患有新冠肺炎、阿尔茨海默症、腹主动脉瘤、

高血压、心衰等 8 种疾病，负责救治的重症救治

专家曾力坦言，老人入院时一直昏迷不醒，且已

百岁高龄，医护人员都感到“压力山大”。抽选呼

吸重症、老年病等学科专家骨干，组建专门医疗

和护理团队，安排 24 小时特级护理……采取多

种治疗方法精心诊治 12 天后，曾力看着老人一

天天康复起来。

“谢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2020 年 4

月 5 日，一位 74 岁的老患者在光谷院区出院，

含泪告别医疗队员们。在与死神搏斗的一个

多月里，老先生多次病危，经气管插管等多种

治疗方式无好转后，两位麻醉专家陆智杰、王

振猛为他用上了 ECMO（体外膜肺氧合），同

时进行持续肾脏替代治疗，最终抢回了老人的

生命。

重症监护室，病毒弥漫。战斗在此如虎口

拔牙，本领和胆量缺一不可。火神山医院一个

平常的深夜，一位患者血压突降、鼻腔大量出

血，重症专家李文放冒着被血沫及鼻腔分泌物

喷溅的风险，抓起防护面屏就开始紧急抢救。

护目镜上满是雾气，他只能透过缝隙艰难观

察，凭借深厚专业功底成功堵住出血，使患者

病情稳定下来。那一刻，他防护服下的衣服早

已湿透。

“阿姨，有的医疗队返回了，你们能支援我们

多久？”光谷院区 6 岁的小患者天真地问护士长

付立。“放心！你们不出院，我们不撤离。”那一天

正值惊蛰，大地回春，付立的回答却比窗外的阳

光还要温暖。

白衣为甲白衣为甲、、针药为刀针药为刀
这个医疗队曾打了场援鄂抗疫这个医疗队曾打了场援鄂抗疫““漂亮仗漂亮仗””

回顾一年前那个

抗疫战场，没有硝烟，

有的只是病区里各种

监测仪器的“嘀嗒”声，

见证着、诉说着海军军

医大学医疗队员们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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