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架满载空投物资的大型运输机划过天际，

朵朵伞花绽放……

近日，空降兵某旅在西北某陌生地域组织重

装空投训练。这是一次高原新型降落伞的空投，

空投成功的那一刻，二级军士长蔡条阳不由得长

舒了一口气。他一边用手套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一边对身边战友说道：“‘硬骨头’虽难啃，但成就

感十足！”

降落伞是空降兵区别于其他兵种的名片，而

空降空投骨干就好比战场上的蓝天“撑伞者”，只

为将人员、武器装备精准投送到千里之外的战场

上。蔡条阳就是这么一位蓝天“撑伞者”。

入伍 22 年，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战友

们眼中的重装空投“兵专家”，蔡条阳始终用热爱

和坚持诠释一名蓝天“撑伞者”的责任与担当。

“以后我就干重装空投”

蔡条阳至今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的场景——

2000 年，上级从国外引进了几套较为先进的重

装空投系统，并请来外国专家进行试训。当时还

是列兵的蔡条阳作为勤务保障人员，得到了一次

旁听的机会。

当时，我国空降兵的重装空投专业经验不

足，重装空投设备也较为简单，严重制约部队战

斗力生成。课堂上，那种技不如人又受制于人的

辛酸与难过，深深刺痛了蔡条阳的心。他暗暗发

誓：“以后我就干重装空投。”

“一看就懂，一搞就懵”，这句在“重装空投”

圈内流行的“行话”，说的就是空投系统的复杂

性。蔡条阳和那几套空投系统较上了劲，理论不

懂就课后追着教员问，线路、零件不熟悉，就一根

根线绳、一个个零件去摸索……不到 2 个月，他

就基本掌握了空投系统的各项性能。

这些年，蔡条阳几乎参加了空降兵部队所有

有关重装空投的试验和演训任务，既感受过装备

精准着陆的开心时刻，也亲历过险被大件撞出机

舱的生死瞬间，然而更多的是与重装空投技术的

共同成长。

2018年 6月，在“国际军事比赛—2018”航空

飞镖项目中，蔡条阳被点名担任中方的重装空投

总技术员。当时离比赛开始仅剩下不到 2个月，

为了尽快适应比赛规则，摸测出最精准的投放参

数，他带领 16 名技术骨干，以每天 8 个件次的强

度进行突击空投训练。

但在出国前接受考核验收时，蔡条阳所在小

组却因两具投物伞张开相差了近 2秒钟，导致空

投大件高度骤减、偏离靶心、飘出着陆场，当场被

判零分。

那晚，所有小组成员都心情低落。蔡条阳把

自己关在房间，反复观看空投视频、对比投放数

据，逐项排查原因……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小组

成员找到那具投物伞，果真发现了问题。蔡条阳

大胆提出了改进办法，并在随后几个场次的试验

中空投成功，赶在出国前为机组提供了一份可靠

的投放参数。

正式比赛时，盛开的伞花犹如“惊叹号”一般

精准地砸向地面靶心，以完美成绩惊叹了现场所

有人。蔡条阳团队毫无悬念地拿下“航空飞镖”

项目伊尔—76机组冠军，扬名国际赛场。

稚嫩褪去但热爱不减

蔡条阳还记得，2005 年当得知自己能够与

国外空降兵一起联合军演后，兴奋得几天没有睡

好觉。

但演训场上的一幕幕却让他傻了眼，国外

空降兵的 3 件连投很顺畅，精准度也很高，而

他们的 3 件连投却经常出现问题。看着空投

装备在离机瞬间就伞装分离，他和战友们都

沉默了，空投件仿佛在他们的心上砸出了一

个个大坑。

那一刻，蔡条阳在心中告诫自己，不能被挫

折打败，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蔡条阳和战友们的不

懈努力下，空投难题被逐个破解，3 件连投成功

率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今年是蔡条阳从事重装空投专业的第二十

一个年头，他也熟练掌握了 4 件连投的空投技

能，并已累计投放近 5000 吨装备物资。从一名

普通的基层战士，成长为重装空投领域中的专业

“大拿”，脸颊的稚嫩早已褪去，但他对重装空投

专业的热爱却没有丝毫减少。

“重装空投专业经常风吹日晒，忙的时候连

饭都没空吃，就不想换个岗位歇一歇？”这几年，

经常有人这样问蔡条阳。但是他的回答很干脆：

“不想，因为我热爱这一行。”

其实，蔡条阳又怎会忘记过去的种种吃苦经

历，在除夕之夜捆绑战备大件，在西北高原因气

候干燥口鼻流血，在东北平原因天气寒冷手耳生

疮……但正是有了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才使他变

得更强大。

不少人觉得，重装空投专业早已被这名“兵

专家”摸清吃透，面对任何任务都能轻松应对。

然而，随着近年来部队使命任务不断拓展延伸、

武器装备频繁更新换代，如何才能投得准、投得

远、投得下，是蔡条阳思考最多的问题，这也使他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本领恐慌。

面对新挑战，这名老兵不敢有半点懈怠，他

不知疲倦地在训练场上研究训练方法、破解训练

难题、制定训练计划，为所在单位提供了多项数

据成果、积累了大量经验。

蔡条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很庆幸我的

工作岗位是我所热爱的。只要部队需要，我一定

会不断努力坚持，当好一名蓝天‘撑伞者’。”

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重装空投“兵专家”

◎杜善国 徐海涛 仲崇岭
本报记者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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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元
中方参演部队地面部队指挥员

这次参演部队按任务进行编组联训、同帐论兵，可直接感

受外军的指挥体制、思维方式和战法训法。特别是俄军近年

来多次参加反恐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实用的反恐

战法，对我军在联合反恐的作战指导、思想理念、战法手段等

方面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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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典型

◎张国伟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中军帐”里，多国指挥员同帐论兵；云天之

上，多型战机时而直线跃升，时而急速俯冲；荒野

之间，多国部队上百辆战车组成的钢铁洪流，向

“敌方”前沿快速突击……9 月 11 日至 25 日，“和

平使命-2021”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

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举行。

记者了解到，此次演习分为兵力集结部署、

受领作战任务、反恐战役筹划、反恐战役实施、兵

力回撤归建 5 个阶段。中方联合战役指挥机构

和参演部队由北部战区及所辖部队派出，建立

“联合反恐集群中方指挥部—战术指挥组—实兵

部队”三级指挥机构。

一名中方参演部队指挥员表示：“此次演习

不仅锻炼了指挥人员，也锤炼摔打了部队；全面

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

了我军部队参与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作战经验，

对我们的作战能力是一次全系统、全流程、全要

素的整体检验。”

深入分析战役态势、认真研判作战文书……

9 月 17 日以来，联合反恐集群指挥部里，在联合

导演部明确此次演习的战场初始态势和反恐作

战任务后，各国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各司其职，紧

张有序地展开指挥推演。

“通过各国指挥员沟通磨合，进一步捋顺了

指挥协同关系，提高了沟通协调效率。”联合反恐

集群指挥部作战处长崔海波介绍，本次联演在指

挥方面组建了联合导演部与联合反恐集群指挥

部，前者主要负责明确战场初始态势和反恐作战

任务，下达联合反恐作战命令；后者则负责分析

判断情况，拟定反恐作战计划，指挥部队展开实

兵行动。

联合反恐集群指挥部涵盖数十种编成要素

及指挥席位，各国参演部队指挥员既要共同分析

判断情况、整体研判态势，又要相对独立完成战

役方向的作战筹划和行动指挥，需要克服沟通交

流、指挥编组等一系列难题。各国指挥员在受领

作战任务后，迅速开始研究战役想定、研讨重点

难点、准备评估情况。

在联合反恐集群指挥部内，中方指挥员和翻

译们会对照初始情况图和俄方人员反复沟通，将

联合导演部下发的俄文情况文书中的一些模糊表

述确认清楚，而后译成中文再分发至各作战要素

分别对照研究，包括“敌方”位置、人数、意图，以及

我方的位置、状态、力量编成。随着一条条想定条

件被分析量化，“战场”态势逐渐清晰明朗。

“初始情况地图上有一些全新的装备标号，

是我们的标号本没出现过的。”走出联合反恐集

群指挥部，崔海波感触颇深，“俄罗斯作为联演主

办方，将近年来从战争中获取的一些实战经验，

渗透进了这些想定条件和作业地图中，值得我们

拿出时间认真学习研究。”

中方参演部队地面部队指挥员石景元表示，

这次参演部队按任务进行编组联训、同帐论兵，

可直接感受外军的指挥体制、思维方式和战法训

法。特别是俄军近年来多次参加反恐作战，积累

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实用的反恐战法，对我军在

联合反恐的作战指导、思想理念、战法手段等方

面很有启示。

学习研究俄方实战经验和反恐战法

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演兵场，工兵分队在烟雾

掩护下，迅速突击到“敌方”前沿实施火力破障，

成功开辟通路后，一辆辆步战车、突击车等轮式

装甲装备组成的多个地面突击队快速通过通路，

成战斗队形向“敌方”纵深发起冲击。随后，一枚

枚反坦克导弹接续出膛，顷刻间，“敌方”阵地化

为一片火海。

演练现场，以一个合成营作战力量为主体的

中方参演部队，充分发挥自身模块化、多能化的

作战编成优势，将兵力编组成若干有独立作战能

力的小集群，在航空、特战、侦察、电抗等多种力

量下协同推进，合力向“非法武装力量”发起歼灭

性打击。

中方参演部队地面突击队队长、北部战区某

各要素密切协同释放最大作战效能

从观礼台极目远眺会发现，空中一架架战机

轰鸣而至，密集的火力倾泻而下，炮兵分队迅即

对“敌方”纵深阵地实施火力覆盖。重火突击之

后，隐蔽在草原深处的中方参演部队轮式装甲分

队，从半地下掩体一跃而出，向“敌方”阵地突进，

新型侦察车、步战车、自行榴弹炮等陆战装备悉

数登场。

演兵场上，反无人机混编战术群投入战斗，

格外令人瞩目。

演练中，联合地面突击群接到通报：“‘恐怖

武装’无人机飞临作战地域上空实施战术侦察。”

空地联合打出火力重拳，电子对抗更显刀光

剑影。伴随着地面装甲集群突击、空火协同联合

打击等行动接连展开，电子对抗的激烈旋律也在

不断奏响——多功能电子战武器迅即对“敌方”

无人机实施信道控制。战车突入“敌方”前沿阵

地，电子战对抗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两种力量

联合，击退无人机集群；而在向纵深割裂围歼时，

电子干扰设备全时对“敌方”无人机实施低空电

子压制，保护我方分队安全推进。

反无人机作战是各国军队共同面临的一个

全新课题。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蓬勃发展，其在

军事领域的应用愈发受到重视，无人机集群作

战也已成为恐怖武装进行袭击的新手段。作

为此次演习联合反恐集群指挥部无人机引导

员，顾志恒感触颇深：“这次联演把反无人机作

战贯穿行动始终，既体现了参演各国军队瞄准

军事变革前沿提升作战能力的意图，也彰显各

国军队以实际行动联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

决心。”

车卷黄沙、荒原留痕。这场演练既体现了参

演各国军队瞄准军事变革前沿提升作战能力的

意图，也彰显了各国军队以实际行动联手应对恐

怖主义威胁的决心。

反无人机作战贯穿演习全程

旅合成一营营长阚金柱深有感触地说：“合成营

作为此次遂行联合演训任务的‘前伸触角’，自身

必须耳聪目明能力强。”

新编制新体制下的合成营，既有步兵、装

甲、炮兵，又有侦察、通信、工兵等力量，集多兵

种于一体，几乎囊括陆军部队所有兵种专业，

实现了力量结构、人员编成、装备编配、要素编

组的重塑与跨越，可与多种作战力量对接组

合、模块化编组，充分发挥其小型化、多能化、

精干化等诸多优势，让各作战单元和要素发挥

最大体系作战能力。

就拿此次在演兵场亮相的某新式侦察车来

说，可将侦察到的各种不同目标，通过侦察情报

链路，快速传到各作战群队单车末端，引导营属

火炮对“敌方”纵深阵地实施火力覆盖。

一番激战过后，硝烟渐渐平息。一名中方导

演部领导评价道，在联合演兵场上，合成营作为

陆军机动作战的基本单元，面对境外陌生环境、

多国联合指挥的挑战，充分发挥力量精干合成、

能力多元组合、行动精确高效的作战编成优势，

与支援及配属的各个作战要素密切协同、精准对

接，释放出体系支撑下合成营最大作战效能。

◎黄腾飞 张琳亚 本报记者 张 强

上合组织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上合组织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多国部队携手多国部队携手，，打出反恐打出反恐““组合拳组合拳””

近日，驻训戈壁的第 77集团军某合成旅捷报频传：68名战士喜圆“军

校梦”，其中 8名大学生士兵提干，1名优秀士兵保送入学，25 人被军官院

校录取，34 人考入士官院校。不仅大学生士兵提干、考学录取的人数双

居西部战区陆军第一，2 名战士还分别登上西部战区陆军军考和女兵提

干“状元榜”。

“545.79 分，西陆军考状元！”喜讯传来，该旅某装步连上等兵李松明

喜不自胜。前几日，李松明收到了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连队干部为

他戴上大红花，战友们一拥而上将“军考状元”抛向空中。

从昆明理工大学入伍，成为“铁血红军旅”战斗班的一名机枪手，烈日

下摸爬滚打、深夜里挑灯夜战……回顾这两年的奋斗青春，李松明感慨万

千。他心里清楚，梦想的实现，除了个人努力，也少不了部队的助力。

记者了解到，为帮助战士们全力以赴备考，该旅请地方资深教师入营

授课辅导，帮助学员苗子梳理要点、攻克难点；定期组织学习交流，安排有

军校考学、提干经历的干部定期分享经验、答疑解惑、传经送宝。近 4 年

来，该旅提干、考学录取人数逐年增加，已向军队院校输送了数百名优秀

人才。

“人才培养的预见性很重要！”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战士成长成

才作为党委工程来抓、兵心工程来建，根据人才培养的周期规律，树立超

前培养的观念。为此，该旅把好入口、规划、培养、总结“四关”，依据战士

个性特质、专业特长及能力素质为其规划成长路线。

大学生女兵阿楠就是受益者之一。和李松明一样，她也被国防科技

大学录取。在大学生士兵提干考核中，这名彝族姑娘以 349.32 分成为西

部战区陆军提干女兵中的“状元”。她感激地表示，去年提干失利后，部队

建立了跟踪档案，给任务、压担子、搭平台，助她圆了“军官梦”。

自组建以来，该旅注重人才培养和人文关怀，主动为战士帮困解难，

营造“成长在军营、成才在军营、成功在军营”的氛围，同时结合战备训练、

实兵演习、比武竞赛等任务时机，引导官兵们在关键岗位强能、重要战位

历练。

风沙肆虐，铁甲奔流。此次驻训戈壁，该旅注重对接战场需求，加强

作战人才实践锻炼，引导不同岗位专业人才在演训一线淬火，在硝烟洗礼

中促进能力素质升级。

近几年，他们参加了 20 余项比武考核，取得陆军、战区陆军、集团军

多个第一，打破集团军 10项训练纪录。

注重人才培养

某旅68名战士喜圆“军校梦”

科技日报讯 近日，武警兵团总队依托视频网络，举办了 2021年度优

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来自基层单位的 46名选手参赛、一决高下，展现了

新时代政治教员队伍的风采。此次评比竞赛本着“以评代训、优中选优、

锻炼队伍、树立导向”的原则，确保“一把尺子量长短”，真正营造出公平公

正、公开透明的评比环境。

面对上网用网、愿望落空、婚恋受挫等一系列官兵的常遇事、挠头事、

烦心事，参赛选手们结合自身经验，紧贴官兵思想实际，从小切入、由远及

近、以大讲实、对症下药，一一破解棘手难点问题，不时迸发出精妙的思维

火花。他们还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每一页课件的设计，都达到了

“文字精选、图片精美、搭配合理、表达精彩”的效果。

“紧扣当前形势、紧贴官兵实际、紧盯现实问题的政治教育课必然会

直击人心。”评委郭建昌教授说，“一名优秀的政治教员必须要具备敏锐的

思想捕捉力、丰富的说服引导力和过硬的难题破解力，随时能够抓住教育

‘活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威信、威力，这也是政

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该总队领导介绍，这次评比竞赛，不仅是一次政工领域的实战检验，

更是紧贴练兵备战实际锤炼政治本领、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作用的一

次综合练兵，实现了以评促学、以评促建、以评促教的目的，全面提升了政

治教员队伍整体素质，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

（杨名宝 黄超）

评选优秀政治教员

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

晴空万里，锣鼓震天。近日，南航某团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热烈祝
贺某任务分队官兵光荣回归。数月前，该团某任务分队官兵拔营启程剑
指南海。面对驻训机场的陌生海域和周边环境的复杂形势，官兵们坚定
地在实战化环境下接受磨砺锤炼，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过硬的干劲作风，
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图为家属们迎接官兵回家。

张英锴摄

南海驻训数月

官兵圆满完成任务光荣回家

指挥员们在指挥所内分析研判指挥员们在指挥所内分析研判““敌敌””情情
仲崇岭仲崇岭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