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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哨兵处在树冠上

枝端末梢的位置。在树干上

汇聚的信息，树梢不能及时

掌握；一根树梢上看到的，另

一根树梢上未必看得到。现

在，借助信息化设备，哨兵像

是站在了蜂巢网格上的一个

连接点上。

◎耿鹏宇 李旭擎 本报记者 张 强

核 心 关 键 技 术 买 不

来，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秉承这一信念，空

天人把一个个科研“无人

区”，开拓成“丰产区”。多

年来，他们的一系列创新

成果，已在多家航天工业

部门和部队单位得到成功

应用，为多型武器装备研

制和我军战斗力提升作出

了重要贡献。

军营内外

站在监墙上，武警河北总队沧州支队哨兵绳

天民不禁觉得，“现在的工作越来越轻松了”。

在某监狱站了 10 多年岗的他，觉得自己身

上那些日夜紧绷的“零部件”正在逐步被解放：一

双眼睛，被 24小时不眨眼、实时跟踪锁定运动目

标的智能摄像机解放；一张嘴巴，被能实时响应、

同步频传的报警系统解放；就连端枪的手，也正

在被能自动锁定目标的激光、声呐解放……

把绳天民解放出来的，是总队自主研发的中

队级执勤安保系统。在总队“智慧磐石”建设进

程中，这种复合系统给执勤哨位带来变化，也带

来冲击。

该总队信息通信处参谋刘博介绍，现在，借

助信息化设备，哨兵像是站在了蜂巢网格上的一

个连接点上。而在以前，哨兵则更像是处在树冠

上枝端末梢的位置。

从末端到节点，这样的变化究竟意义何在？

刘博举例，在一次模拟处置监管羁押对象脱

逃的演练中，两名狡猾的“逃犯”分头行动、声东

击西、在几个哨位间来回折返，随即藏匿——

“中队作战勤务值班室，2 号哨报告：一名监

管羁押分子企图翻越东监墙，被我发现后现往南

监墙逃窜，请指示。”

指挥员刚回复一句“收到”，3号、4号哨也拉

响了警报，哨兵在对讲机里急促地汇报情况，还

没说完，2号哨哨兵的声音又切进来，仅仅 2分多

钟，对讲机信道里共有 5 种声音接连报告，声音

相互覆盖搅在一起。一时间，弄得赶往处置的应

急小组一头雾水，只好“以不变应万变”。

最终，“逃犯”抓住了，警报解除了，但信息不

同步、通联不及时、数据不对等、联动不密切的问

题，不仅给演练留下缺憾，也给大伙心里留了疙

瘩，“说不清，道不明，假如遇上更复杂的情况，凭

着人、枪、对讲机老几样，靠着单向垂直的信通老

把式，到底能不能行？”刘博不禁反思。

既在中队值班室的中枢位置上当过网络查

勤员，又在高墙塔楼上过大岗的绳天民其实是知

道“视野”对执勤上哨的意义的。在树干上汇聚

的信息，树梢不能及时掌握；一根树梢上看到的，

另一根树梢上未必看得到。

听了刘博的讲解，他理解了这种复合系统给

执勤哨位带来的革命性改变。

总队信息通信处处长陈凤军进一步讲解，中

队级执勤安保系统不只是通联方式的改变，而是

根据执勤需要，在体系化的设计上加强信息化应

用，避免了低效的数据循环。通过哨位终端，哨

兵可以和中队、支队乃至总队指挥员一样纵览全

局，利用系统设备随时调阅执勤目标各区域画

面，并且可以共享任务区域内的最新动态；执勤

区域虚拟越界人员锁定、触发报警即时传送多方

感知、实时动态无限图传轨迹追踪，有了这些功

能，不管目标在哪，屏幕上都一目了然；特别是用

一个软件信息平台融合多种前端采集设备，一键

式的简捷操作，让哨兵用起来更得心应手。

机器盯着态势，人盯着机器。一句话，让绳

天民认清了自己的新站位。

记者了解到，除了执勤态势感知外，该总队

还把勤务值班管理、网络查勤评估、执勤指挥调

度、执勤数据分析、执勤制度管理、应用数据支撑

等功能纳入系统之中，并作开源式的处理，“滚动

更新、活页组装”的设计理念方便纳入更多模块、

实现更多功能。

“纵向打通上下链路，横向串联多方互通，人

机交互、结点成网、智主释能的蜂巢系统，让哨兵

被赋予的能量更大了。”陈凤军说。

智能安保系统：把站在“树梢”的哨兵放上“蜂巢”

“感悟建党精神，矢志投身军旅”。近日，在刚刚建成的某船艇基地教

导大队按纲抓建示范点，门口电子屏幕亮起了第一行标语。

步入该大队，崭新的营区面貌让人应接不暇：初心馆、荣誉室、融媒体

工作室等新建场所，镶嵌着主席讲话、英模挂像、强军标语的党史军史长

廊，以及硕大的庆祝建党百年主题标识，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气息。

建党百年之时，这个拥有 40 多年历史的老营区，以按纲抓建示范点

为契机，推进整体建设，焕发出了别样的新气象、新面貌，开创了新时代

“随营军校”的新篇章。

时间回到今年春节前夕，该大队“十三五”规划营区整体建设刚刚收

官，紧接着就被上级赋予按纲抓建示范点建设任务。

“作为培养新型作战力量官兵的第一站，必定要聚焦‘技术+政治’要

求，高位起步，既突出高精尖部队的科技感、时代感，又注重灌注革命传统

和优良作风。”随着学习的深入，示范点“向强制强、向新开新”的建设理念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井冈山教导队把 40%的时间拿出来，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从

那时起，政治训练始终都是我军‘随营军校’的根本任务，为保持人民军队

政治本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干事张晨煜因牵头梳理“随营军校”史，对大

队把“是否有利于铸魂育人”作为头条建设标准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示范点光鲜亮丽，更要实在好用！”随着“现代营区、百年营房”从图

上渐渐走进现实，大队长季明军的一句话直击要害。

面对从未使用过、管理过的诸多新设备和新场地，建设成果能否满足

教学训练需要、对战斗力提升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少……一个个关于建设

成效评估的问题，摆在该大队全体建设者面前。

恰巧，140余名新兵的到来，有效检验了建设成效。

智慧训练场上，仪器设备能够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实时监控，准确检

验官兵的组训效果；新建兵器室里，防暴器材整齐地码在货架上，便捷可

靠；活动室定期播放高清战争教育片，强化备战意识、激励血性胆气……

官兵们身处其中，幸福感满满。

随营军校

以新气象开启新篇章

“进校前，我对这里充满了期待；毕业了，作为陆军工程大学的一员，我

感到很自豪！”这是近日陆军工程大学2017级毕业学员杨若澜，在离校之际

转发该校VR毕业典礼搭配的一句文案。杨若澜出生在军人家庭，毕业时

她选择前往西藏，怀着对母校的感激与眷恋，力争在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

随着南京本地疫情形势好转，陆军工程大学校本部 2017级毕业学员

顺利离校，奔赴祖国各地，奔向火热基层。由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毕业

典礼无法像往年一样现场举办，该校及时安排制作了毕业典礼 VR 小程

序，将典礼现场的氛围环境、歌舞节目、首长寄语等元素无差别呈现在小

程序中，弥补了大家不能现场观看的遗憾，让同学们感受母校最真挚的关

怀，激发奋进新征程的强劲动力。

其间，该校以学党史、学“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今年毕业工作主

题，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和主题教育计划安排，组织优秀学员事迹报告会、

“新排长样板间”岗位能力强化、“先锋计划”毕业教育等活动，引导毕业学

员感悟思想伟力、矢志建功基层，为迈好“官之初”、走好军旅路，奠定扎实

的思想基础，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打好‘最后一仗’，才能踢好‘临门一脚’。毕业典礼的准备过程，就

是面对磨砺和挑战，勇挑重担、提升自己的过程。”学员许玉琪说。

一场特殊的“云端”毕业典礼

近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学员通过视频会议形式，认真聆

听了基层政治工作教研室吕冬梅教授在开学第一课上，围绕习主席“七一”

重要讲话蕴含的创新点、关键点，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进行的通俗易懂

的阐释。

授课一结束，学员们立即在线展开讨论交流。学员孟楠说：“作为新

时代‘战神’传人，我们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自觉做到铁心跟党走，始终

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

该校区享有“炮兵圣地、战神摇篮”的美誉，是我军炮兵人才培养的最

高军事学府。连日来，他们把学习贯彻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推动“三进入”工作。

开课前，他们以视频录课形式组织了一期面向全体教员的习主席“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线上辅导。

辅导结束后，战役火箭炮教研室及时进行了学习讨论，并达成共识，

“作为军事教员，就要牢记为战育人政治要求，聚焦为战育人主责主业，在

教战研战、谋战练战上下功夫，在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炮兵指挥人才上

求突破，为创建全军一流兵种特色名校贡献智慧力量！”

该教研室主任、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获得者李臣明教

授发言时表示：“如何确定陆军远程精确火力打击未来发展方向，如何立

足信息化、瞄准智能化作战更好的发挥炮兵在联合火力打击体系中的作

战效能，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就

是要让火箭炮打得更远、更准、更快、更狠，增强陆军远程火力作战能力。”

打一仗，进一步。该校区承办陆军“火力-2021·南京”网上指挥对抗

演练后，参演教员牺牲暑假时间，把演练成果编进教案，让冒着网络硝烟

味的案例开学后就进入课堂。

笔者看到，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已变

成了该校区广大教职员工，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实际行动。

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做新时代“战神”传人

◎柴 玮 云利孝

◎廉 鑫 刘 浩

北方，8 月上旬，某试验外场。教员汤国建

顶着暑热忙碌地穿梭在现场。片刻之后，伴随

着一声口令：“3、2、1，起飞……”飞行器直上云

端……试验很成功。

“十几年了，今天终于‘放飞’了这个梦想。”

汤国建无限感慨。

千里之外的长沙，相同的时间点，教员罗振

兵正在会议室与团队成员进行头脑风暴，技术攻

关处在最关键的节点，为了早日实现梦想，罗振

兵已记不清这是他舍弃的第几个暑假……

教师节前夕，两位教员站上荣誉席，他们因

贡献突出，双双荣立二等功。

“荣誉属于集体，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就不

会有我们今日的‘高光’时刻。”他们谦虚地说。

两位教员口中的“集体”，就是国防科技大学空天

科学学院。这个集体里的每一个人都更愿意被

称为追梦人。

初秋的夜晚已有些微凉。晚上九点半，空天

大楼三楼依然灯火通明。这里有一支被授予“载

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体”荣誉称号的团队，团

队成员此刻正围坐在会议室研讨方案。再过一

段时间，有着“航天界奥林匹克”之称的第十一届

国际空间轨道设计大赛即将举行，作为本届赛事

的主办方，他们正紧锣密鼓地研究设计能经得起

国际同行检验的赛题。

他们于 2001 年开始研究“交会对接”，那时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刚起步不久，“交会对接”几乎

没有技术积累，课题挑战性极大，许多科研单位

都望而却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这个课题，团

队带头人罗亚中在硕士的最后一年更换了研究方

向……20 年 来 ，他 们 团 队 已 成 功 助 力 神 舟 八

号、神舟九号、天舟一号、嫦娥五号等完成交会

对接任务。

李东旭院士至今仍记得，去年年初的一天，

卫星需求方语气坚定地对她提出，将“新技术试

验卫星 H星”的响应速度再提高一点。

需求迫切，研发不易。每一次与急难任务相

伴的，都是“脱皮掉肉”般的攻关过程。

H 星单机设备达 60套，光天线就有 20根，系

统如此复杂，牵一发动全身，距离发射只剩几个月

了，修改还来得及吗？李东旭二话没说，带领团队

黑白连轴转，仅用3天就拟定了修改方向，软硬件

同步修改、重新测试，抢在发射前完成任务。

“国家和军队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研究方

向就在哪里。”李东旭说。

为战而研，空天人扛起追梦的担当，向着科

技之巅不断发起集团冲锋——

天 拓 系 列 卫 星 达 到 国 内 微 纳 卫 星 AIS、

ADS-B载荷最高水平，大大便利了船舶、航空器

等的指挥和监测；“天弦一号”成功给“高分二号”

卫星的相机安上“防抖云台”，为我国遥感卫星跨

入“亚米级”时代发挥重要作用；高速导弹相关领

域研究成果为导弹高速精确打击提供关键技术

支撑……

为战而研，扛起追梦担当

新学期的第一天，早上八点。走进“空天”大

楼，记者看到的是一片紧张忙碌的场景。

教员赵勇已经在办公室工作了一会儿。他

对记者说：“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

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我们

要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推动核心关键技术不

断突破。”

赵勇和同事们，就是凭借这样的精神，攻下

将科研“无人区”变为“丰产区”

“我们的学员年年都有单位抢着要。”提及学

员毕业分配的话题，教员王鹏很是自豪。

《导弹飞行动力学与控制》是一门开设长达

50 余年的经典课程，各环节融入了大量工程应

用内容。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教授程国采就将

参与某型导弹研制的经验补充进课程，之后每一

代参与导弹研制的教员，都会将自己的宝贵经验

增补至教材，并从科研任务中提取问题“刁难”学

生。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姜杰院士，载

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神舟飞船系统总设计师

张柏楠等人都是在专业学习阶段练就了扎实的

基本功。

越是前沿领域，越是要让学生尽早了解。早

在上世纪 80 年代，国内物资十分匮乏，张金槐、

程国采等一批老教授宁愿在其他方面节省一点

也要购买昂贵的计算机 PDP-11，供本专业学生

免费使用。由于专业特点，他们计算使用的公式

多、计算量大，教员一边自学，一边教学生用计算

机进行模拟仿真演算。全军闻名的导弹试验专

家陈德明，其计算机基础正是在该院读书期间一

点点积累下来的……

超常举措，超前培养！

纳星创新基地、智慧火箭俱乐部、拓天名家

讲堂、空天科技文化节……如今，该院营造的成

才环境丰富多彩，每一名本科学员都有自己的全

程导师，“课程学习+工程实践”已成为研究生的

成长模式。从这里出去的学员，走上工作岗位之

后很快就能发挥专业优势。

钱山，参加工作过程中遇到某型卫星控制系

统失效的问题，他发挥对卫星的姿态确定与控制

原理熟悉的优势，成功化解难题，荣立二等功并

获“五四青年奖章”；陈芳，毕业后参与我国某重

点武器型号项目研制，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周承钰，担任嫦娥五号任务连接器系统指挥员，

成为文昌航天发射场第一位女性指挥员……

与此同时，在该院空气动力学实验室里，诞

生了多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背后的

一流团队平均年龄仅 32岁……

“要推动一代代创新人才接续成长，形成空

天领域人才森林。”这就是该院党委的共识！

推动一代代创新人才接续成长

这群空天追梦人这群空天追梦人
正向着科技之巅发起集团冲锋正向着科技之巅发起集团冲锋

了一座又一座“山头”。

研制“天拓一号”卫星时，他们在技术上采用

了 90%未经上天验证的新方案，打造出世界上首

颗单板纳星。为节省空间、提升有效载荷比，团

队把所有元器件焊接、拼装到一个插板上；为降

低卫星发射状态包络，他们用卷尺当天线；为降

低成本，他们用 800多元的芯片代替几万元一片

的芯片……

“这样做出来的卫星能上天吗？”在卫星初样

方案评审会上，专家们忍不住发问。

“放心吧，从技术和操作上都是完全可行

的。”赵勇泰然自若地回答。

这份自信从容的背后是空天人艰苦卓绝

的付出、敢闯敢干的作风和超乎寻常的思维

疆域。

2012 年 11 月 23 日，这是教员吴杰始终刻骨

铭心的日子。那天，歼-15 战机从蓝天呼啸而

落，尾钩稳稳“咬”住航母甲板上的拦阻索，漂亮

着舰，一举击碎了西方媒体口中“没有舰载机的

辽宁舰不过是废物”的嘲讽。

“你知道这其中的难度吗？这无异于让战机

降落于一枚‘邮票’之上。”他说，因为航母在空中

看起来不过邮票般大小。

为了让歼-15 更为准确、方便地降落在“邮

票”上，吴杰所在的团队攻关了近 8 年。在国外

技术封锁下，他们艰难地攻克了高精度与实时性

两大难题，自主研制出北斗/惯性组合着舰引导

原理样机，并成功为着舰引导雷达标定提供了引

导基准。

“但我们的研究远没有结束。”吴杰说。

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秉承这一信念，空天人把一个个科研“无

人区”，开拓成“丰产区”。多年来，他们的一系列

创新成果，已在多家航天工业部门和部队单位得

到成功应用，为多型武器装备研制和我军战斗力

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研中的教员们科研中的教员们 赵勇赵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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