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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内外

◎白 楠 彭永茂 张小俊

习近平主席向全军发布 2022年开训动员令

推进科技训练推进科技训练 锻造精兵劲旅锻造精兵劲旅

◎本报记者 张 强

万象更新时，正是练兵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月4日签署中央军委

2022年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命令全军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力推进战训耦

合，大力推进体系练兵，大力推进科技练兵，全面推进

军事训练转型升级，练就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

一时间，陆地，战车轰鸣；天空，战机升空；大

海，战舰起锚；深山，导弹列阵……大江南北，座

座军营，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的决策指示，全军

将士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意志，迎接

新年度训练热潮。

某陆航旅开训现场某陆航旅开训现场，，直升机增速起飞直升机增速起飞。。 张永进张永进摄摄

1月4日上午，陆军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开

训动员令，在京郊腹地陆军第81集团军某陆航旅

设主会场，集中组织陆军部队2022年开训动员。

“起飞！”随着飞行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某

新型武装直升机迅即起飞，快速掠地飞行至跑道

尽头，在突破“敌”雷达侦测区后跃升高度，组成

战斗编组，向预定空域飞去。勤务、运输等各型

多架直升机陆续升空，进行战斗飞行训练。现场

部队闻令而动，迅速带往各训练区，新年度第一

场飞行训练、首长机关指挥训练、后装保障训练

及共同课目训练同步展开。

改革以来，特种作战、远程火力、情报侦察、

电子对抗、空中突击等新质作战力量的“主战”作

用日益凸显。陆航部队作为陆军新质作战力量

的代表，可以在低空完成高速机动、精确打击、火

力突防等作战任务，是陆军新质作战力量融入联

合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型陆军新在哪，就新在新质作战力量比

重越来越大。”该陆航旅旅长陈实告诉记者。

近年来，陆军转型建设不断升级，特种作战、

远程火力、陆航数量增长了几倍，攻击距离不断提

升，更多的无人机、直升机、远程火力的加入，让陆

军向“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逐步靠近。

开训动员令下达后，从繁华都市到边关哨

卡，陆军各部队首长机关打响第一枪、第一炮，驾

驶第一机、第一车，迅速按照计划展开训练。

第 76 集团军党委常委第一时间召开常委

会，确立“初始即严、从严抓训”的鲜明导向，部队

闻令而动，进入战位，迅即展开战备演练。某舟

桥旅开启了一场为期 12 天的冬季野营拉练，并

将围绕重难点课目展开专攻精练，全面锤炼部队

“走、打、吃、住、藏”的能力。

——陆军——

凸显新质作战力量“主战”作用

当地时间 1 月 4 日，亚丁湾某海域，云飞浪

涌，战舰驰骋，海军第 39批护航编队正在执行第

1463批护航任务。

“全军各级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决策指示，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

变化……”护航途中，乌鲁木齐舰广播里传出了

习主席 2022年开训动员令。由于执行任务而无

法组织官兵集中学习，编队利用广播和通道电视

等，将动员令传达至每一个战位。

“唯有奋斗，才能回应时代的呼唤。”刚刚结

束反海盗演练的该编队特战队队长鲁鑫亮说。

开训动员仪式结束后，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

舰支队聊城舰随即解缆起航，奔赴任务海区展开

多课目实战化训练。

舰行一路，战斗一路！聊城舰全时保持高度

戒备，面对上级临机设置的多种海情空情与故障

想定，他们处变不惊，以高标准、高水平成功处

置，全面提升了舰艇部队处置险情危情的能力。

舰长杨诚嵩说：“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开

训动员令，必须保持开训即开战、出航即出征的

实标准和严作风，练强指挥能力，练好战斗本领，

练硬战斗作风，以昂扬精神面貌和一流练兵成效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新年度开飞训练

主动构设实战背景，随机增设指挥通信不畅、电

磁干扰、导航系统失灵等难题，倒逼官兵在实战

环境中磨砺技战术水平。

飞行员依据领航员规划航线及时调整飞行

要素，战机机动转弯后直指目标空域。战勤官兵

紧盯战位显控屏，手指翻飞间，用雷达搜索目标、

布放声呐浮标、建立侦听航路等多个战术侦察接

连对“敌”实施。

晌午时分，完成首批训练的战机依次返航，

机务官兵完成再次出动准备后，新一轮训练即刻

打响。随着训练的深入，仪表飞行、快速起降等

多个实战化课目相继展开。

——海军——

在实战中磨砺官兵技战术水平

1月 4日，华北大地寒风凛凛，中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训练场战鹰整齐列阵，保障车辆有序

穿梭。该旅官兵紧盯一流练兵成效，投入新年度

开飞任务，把全军学习开训动员令的热情转化成

练兵备战动力。

刚完成元旦战备值班任务的飞行二大队大

队长张凯，立刻投入开飞准备。他带领大队骨干

围绕训练中重、难点课目展开技术研究，完善修

订处置预案和处置方式。

旗帜引领方向，训词就是号令。中部战区空

军地空导弹兵某旅新年度开训，从严从难设置训

练课目，全面检验部队备战打仗能力，确立实战

实训鲜明导向。

该旅党委常委编入班排走在前列，卫星过顶

侦察、通过沾染地带等课目轮番上演。与此同

时，该旅“英雄营”组织快节奏、高强度、全要素实

战课目演练，将战训具化到“撤、走、进、打、吃、

住、管、藏”各个环节，全面检验每名官兵技战术

水平和战斗意志。

位于西北某地的空军某旅在新年度开训仪

式上，激励官兵积极投身强军兴军实践。随后，

该旅全面组织新年度飞行，从难从严组织训练，

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实战实训不打折扣。

同一时间，雾气笼罩下的鄂北某机场，铁翼飞

旋、航灯闪烁……开训动员令下达后，空降兵某旅

迅速掀起练兵热潮，展开空地协同要点夺控演练。

演训一线，数架直升机迅即起飞、抵达战场

前沿。面对新年度的首次演练，大家铆着劲儿淬

炼新的“杀手锏”。在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掩护下，

突击队员从运输直升机内鱼贯而出、迅速抢占有

——空军——

全面检验部队备战打仗能力

利地形；遭遇“敌”坚固火力点后，地面分队的行

动被迟滞，空中待战的武装直升机立即前出、精

确定点毁瘫……

训练结束后，连长李明月满脸喜悦地说：“开

年即开打，开训即开战。我们将继续挑战难题，

不断砥砺打赢硬功。”

1 月 5 日凌晨，某地域气温骤降至零下 20 摄

氏度，室外呵气成霜。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无

预告火力突击演练，在严寒中拉开了帷幕。

随着一声警报响起，导弹官兵闻令而动，迅

即奔赴战位。机动指挥所内，该旅副旅长王宏伟

正坐镇“中军帐”，娴熟指挥各要素行动。他说：

“开训就是‘开战’，今年开训‘第一枪’在对抗性

实案化演练中打响，就是要引导部队和官兵把作

战任务吃透、把作战对手研究透、把作战环境分

析透，在一招一式中强化作战能力。”

夜幕下，发射营副营长董家超带领一队“巨

无霸”导弹战车悄然行进，刚出营门不久便遭遇

一系列复杂特情。

“前方路段遭受空袭损毁……”特情传来，他立

即组织梯队迂回进入路况更加复杂的备用路线。“敌

侦察卫星临空”“遭爆炸物袭击，人员受伤”……机动

途中，特情接踵而至，董家超指挥官兵沉着应对。

战场一分钟，训练十年功。担任末端导调员

的该旅作训参谋王龙介绍，这支分队几个月前刚完

成发射任务，在担任战备值班任务中坚持每日实侦

实筹，每周状态复查，时刻保持“引弓待发”状态。

几经波折，导弹成功“点火”，但官兵没有丝

毫松懈。“战斗”还在继续，谁也不知道会有怎样

的意外出现。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某装置急

停，无法正常运行”的特情再次降临，官兵们迅即

行动、见招拆招……

这只是火箭军部队新年开训的一个缩影。不

管是在北国雪原、大漠戈壁，还是在南国密林、深山

阵地，导弹军营处处充满浓浓“硝烟味”。广大官兵

闻令而动，掀起训练热潮，不断砥砺大国剑锋。

——火箭军——

导弹军营处处充满“硝烟味”

“3 号车辆失去动力，故障无法现场排除，需

重装运输车支援机动转移……”新年开训伊始，

一场综合保障演练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

运输旅训练场展开。

气温接近零下 30 摄氏度，重装连车场刚开

设完毕，特情骤至。接到战情通报，机动保障力

量快速反应，重装车迅疾前出至装载地域，精准

定位停车、装载牵引准备、引导重装上板，随着绞

盘钢丝绳牵引，重达 21 吨的故障装备稳稳停在

装载车辆上。

开训伊始，该旅立足严寒环境，紧盯冬季运

输保障矛盾问题，把机动保障力量、新配发装备等

作为训练重点，着力提高严寒条件下战场适应、组

织指挥、快速机动、装备操作、整体保障等能力。

“开训即开战。”该旅领导介绍，“我们树牢向

战、为战、谋战、胜战鲜明导向，参训部队临机领

受任务、制订处置方案，通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检验提升实战化保障能力。”

与此同时，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训练场一

片热火朝天，该中心党委带领全体机关干部，组

织首长机关训练与考核，打响新年度军事训练

“第一枪”。

练兵先练将。该中心党委始终坚持以上率

下、带头参训，党委领导率先走上指挥岗位、走上

练兵一线，以实际行动带领官兵积极投身练兵备

战火热实践。

在该中心党委引领示范下，所属部队第一时

间掀起训练热潮。粤北腹地，某汽车团突出复杂

路况驾驶、敌情突发防卫、车辆维修排障等重难

点课目，组织汽车运输保障专业训练，各级骨干

深入一线，集智攻关破解训练难题；某保障团以

喊声震天的刺杀对抗训练拉开年度训练序幕，随

后组织野战通信枢纽开设、野外炊事供应等课目

演练，全面检验部队支撑保障能力；第 920 医院

注重强化基础抓训练，迅即组织轻武器操作、战

术基础动作、自救互救等课目训练……

——联勤保障部队——

积极投身练兵备战火热实践

枪声密集，硝烟弥漫。1月4日上午，武警云南

总队首长机关带领机动第一支队官兵，以一场手榴

弹实投和手枪实弹射击拉开新年度军事训练大幕。

从滇西雪域高原到滇南热带雨林，从滇中腹地

到边境一线，该总队各级闻令而动、遵令而行，以实

弹、实投、实射、实爆等多种形式展开实战化训练。

“枪口对准靶标，目光瞄向未来战场。”该总

队领导表示，要立足驻地“战略地位高、风险考验

大、灾情突发多、维稳任务重”实际，深入推进体

系练兵、实战练兵、高效练兵，加快形成现代化练

兵模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以临战姿态全力抓好

新年度练兵备战。

“5 名‘恐怖分子’逃入山区，上级命令分队

迅速捕歼。”接获上级情况通报，一道道迷彩身影

迅即奔赴战位……这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

队组织装甲专业强化训练的一幕。

“装甲分队是处突作战的利剑，更是反恐维

稳的坚石。”该支队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深

入学习习主席训令，围绕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

能力要求，着力研究制胜机理，设真设难训练条

件，打造能打胜仗的装甲尖兵。

同一时间，川中腹地，阴云密布，云雾低垂，数

架直升机腾空而起，编队展开巡逻侦察和跟踪追

捕训练。机舱内，飞行教员一边利用仪表数据和

舷窗外景况判断飞行姿态，一边纠正飞行员操作

细节。正在组训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支队

长孟繁军介绍，作为总队最具科技含量的专业部

队，开训以来，他们针对应急保障需求，常态组织

飞行员周期循环式训练，有效提升了实战能力。

在长沙市郊某野外训练场，武警湖南总队某支

队一支特战小队隐蔽接近靠近山顶的一处“碉堡”目

标，1名重火器手操作新式狙击榴弹发射器，将榴弹

精确射入小小射击孔，成功捣毁“敌”火力点。

该支队支队长王茹林说：“努力发挥新配发

装备最大作战效能，不断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是我们贯彻习主席号令的具体体现。”

（张圣涛、狄伯文、赵阳、杜江帆、徐巍、孟印
祺、张英锴、张雷、戚勇强、李强、李兵峰、李鑫、张
弛、赵佳庆、闫庆健、林铎、万韧、王浩亮、杨湛、王
文涛、杨韬对此文亦有贡献）

——武警——

加快形成现代化练兵模式

浐灞之滨，空军工程大学进行了一场地空对抗演练。

“军队院校为打仗而建。要做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目标继续前进’，必须坚持为战育人、突出胜战主旋律，研打仗所需、教打

仗所急，练就过硬打赢本领。”在阵地上，该校领导介绍说，作为空军最高

专业技术学府，一茬茬毕业学员着眼强军目标，扎根基层、科技报国、矢志

打赢，为祖国空天安全坚守忠诚底色。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过程中，全体官兵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开创强军兴校新局面，

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焕发的政治热情凝聚成研战谋胜的精神力量。

连日来，该校坚持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治学育人一体推进，通过开展

专题讲座、制作学习手册、开设战史论坛、组织参观见学等形式，巩固学习

效果，并利用党团活动、工作讲评、课堂间隙等时段随机开展渗透式教育，

推动学思践悟全会精神走深走实。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我们要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

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教授史越将课堂设在演训一线，她把习近平强军思想

作为课程设计主线凸显出来，围绕“学创新理论固本、学党史军史寻根、忆革

命传统砺志”展开主题讨论，砥砺学员血性胆气，激发学员战斗精神。

2021 年，学校多名研究生学员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奖项，他们自主

研发的“制导参数评估系统”已成功运用到一线部队，为部队战斗力提升

增砖添瓦……某研究生大队负责人魏亚龙介绍说：“在全会精神感召下，

学员们积极参与各类军事科研项目，聚力装备升级，在充满硝烟味的课堂

加钢淬火、走向战场，研战练战的氛围日益浓厚。”

旗帜引领前进方向，使命凝聚强军力量。在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官兵

练兵热情高涨，新装备首次实弹射击即取得“首发命中、发发命中”的好成

绩，并探索出多项协同训练新战法。

贯彻全会精神

开创强军兴校新局面

“接上级通报，现有一名‘恐怖分子’劫持一名‘人质’藏匿于一废弃屋

内，具体位置不详，上级命令我小队担负解救任务……”近日，为进一步提

高特战分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不断适应当前形势任务需要，武警北京

总队执勤第十支队一场模拟实战环境下的“废弃房屋反劫持”演练在北京

南郊某训练场打响。

演练中，特战小队指挥员根据收集的情报，研判形势，迅速制定作

战方案：狙击组占领制高点对屋内目标进行锁定；侦察组利用侦察工

具抵近侦察确定“恐怖分子”位置；突击组利用房屋结构死角潜行接

近，准备突入解救……最终，特战队员们协作配合成功解救“人质”，取

得捕歼战斗胜利。

据了解，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特战队员在复杂多变环境下的实战化

水平，锻炼了指挥员与队员之间的协同配合作战能力，同时通过演练查找

不足，不断强化城市反恐的战术战法。

打响反劫持演练

强化城市反恐战术战法

◎雷 键 张天祥

日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四支队为 200余名立功受奖的官兵颁发奖
章和立功受奖喜报，并协调驻地邮局为官兵集中办理寄送立功喜报业
务。元旦前夕，这批喜报已寄至立功受奖官兵所在地区的地方武装部和
退役军人事务局并送至官兵家中。 姜润邈摄

官兵部队受奖 喜报寄送回家

近日，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成立“为民服务队”，来到驻地周边村镇
为群众义诊、理发、清洁道路，同时结合挂图宣讲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赢
得当地群众赞誉。 黄腾飞摄

“为民服务队”情暖驻地乡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