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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烤”验 争当“尖兵”
亲属来队要要要记 2019 年永州市基干民兵军事训练比武优秀个人

本报记者 吴婉沁 通讯员 邓振川 翟春华 李景林

酷暑之时袁骄阳当头袁湖南省永州市民
兵军事训练比武场上近日来传来声声震天
吼遥 在历时 3 天的比武竞赛中袁来自该市各
县区的 500 名民兵顶着 40 度烈日展开激烈
角逐遥 他们当中涌现出不少精兵强将袁一幕
幕激烈动人的瞬间袁 一次次顽强奋勇的拼
搏袁为他们赢得了无上的荣光袁也为广大民
兵做出鲜活的表率袁尽显新时代民兵的精神
风采遥

救护场上只有全力冲锋
野伤员已安全抵达救护站袁 救护任务

完成浴 冶随着一声令下袁零陵区医疗救护队
全员凭借速度最快尧医疗质量最高的表现
摘得此项比武竞赛第一名遥 队长刘华丽终
于松了口气袁可没人注意到袁此时她的左
腿脚踝已经肿成馒头大小袁每走一步都宛
如行走在刀刃上遥

一个月前袁 刘华丽接到出征民兵大比武
医疗救护项目的艰巨任务袁 这意味着将接受
专业能力和体能的残酷考验遥 对于 40 岁的刘
华丽来说袁体力是最难过的一道野坎冶袁为了不
影响团队得分袁她对自己野下狠手冶要要要一个
月封闭式训练中袁5 点起床袁6 点进行跑步尧力
量训练袁每天练习超过 8 小时袁有时队友们下
班了袁她仍留在基地独自训练到夜深遥

很快团队练习渐入佳境袁但就在考前十
天袁 刘华丽却在训练中将左脚不慎扭伤袁连
走路都成了问题遥 比武迫在眉睫袁刘华丽急

中生智院如果将一味地训练改成训练尧考核尧
思考三合一的形式袁能否找到一条野捷径冶钥
她强压着伤痛坚持训练袁并带领队员开创了
野1 小时训练法冶院30 分钟训练尧20 分钟考
核尧10 分钟休息讨论袁 既锻炼了专业能力袁
又总结了经验袁实现了速度质量野双提高冶遥

三天的考核结束后袁刘华丽被推荐上台
接受首长表彰袁可这时袁这位永远野冲锋在
前冶的护士长却摇了摇头院野这不是我一个人
的功劳袁 而是全体医疗队付出取得的成果袁
请派年轻战友上台领奖浴冶对于刘华丽来说袁
救护场上没有退缩袁只有全力冲锋袁不管是
部队还是临床袁 都应保持最高速的工作效
率尧最端正的态度袁及最严谨的作风袁这对她
来说是最神圣的使命遥

老兵彰显野神射手冶魄力
轻武器射击考核场上袁硝烟弥漫袁人头

攒动袁大家都围在正在考核的冷水滩区民兵
王剑锋身后探头观看遥 随着第 10 发子弹枪
响袁裁判报出院野94 环浴 冶人群中一阵骚动袁王
剑锋夺下轻武器射击项目第一名遥

今日神枪手袁昔日子弟兵遥十几年前袁王
剑锋在军营里就是一个射击野好苗子冶袁中队
的射击竞赛他回回都是第一曰退伍后袁王剑
锋又加入民兵组织继续服务群众袁 抗洪尧抢
险尧 救人噎噎一干就是 15 年遥 在百姓们眼
里袁王剑锋野军味冶十足袁是个家门口的野兵冶曰
对于民兵战友们来说袁 王剑锋宝刀未老袁是

个名副其实的野神枪手冶遥
为了本次比武能展现出一名退役老兵

的风采袁给冷水滩争光袁王剑锋平均每天练
习射击一百多发子弹袁 有时甚至多达三尧四
百发遥比赛用的 56 式冲锋枪后坐力大袁短短
两天王剑锋的胸口就被打破了一层皮袁两个
手肘也因长时间据枪变得血肉模糊遥一整天
下来袁他的汗水尧血水已经凝结成一块袁脱衣
服都疼得呲牙咧嘴袁晚上洗澡时袁胸前的伤
口血流到肚子噎噎

在本次比武前后袁是王剑锋妻子二胎预
产期袁王剑锋在照顾尧安顿妻子的同时坚持
参加集训袁 训练期间不曾迟到缺席过一次遥
白天接受高强度集训袁晚上回家默默清理伤
口把苦咽进肚子里袁 就这样坚持了近半个

月袁他找回了往日野枪王冶的状态袁毫无悬念
地赢得比武场上第一名遥

野不训练袁就落后遥 冶军装已脱袁本色不
变袁15 年来袁这名退役老兵时刻以军人的标
准要求自己袁彰显出退役军人的魄力袁担当
起一名合格野神枪手冶遥

严于律己当好野排头兵冶
江永县民兵队伍这回野火冶了遥 他们在

野封堵管涌冶和野灭火救灾冶两项难度最大的
项目中双双夺得第一名袁最终以最高得分荣
获本次比武总排名第一遥

而这两块最关键的金牌背后有着一位
共同的野英雄冶要要要44 岁的队长谢杰遥 他二

十几年坚持体能锻炼袁时刻让自己保持着最
佳状态袁带领全队胜利冲关遥 然而在最开始
的训练中袁谢杰也伤足了脑筋遥长跑尧装填沙
袋尧加固堤坝等动作十分考验体力袁同队一
位叫杨玉林的年轻小伙体能较差袁三公里跑
步训练中袁每次都落在最后遥谢杰看在眼里袁
便以两倍的训练量激励队友院 大家跑三公
里袁他跑六公里袁大家负重十公斤袁他负重二
十公斤噎噎在谢杰的带动下袁该队全体成员
逐渐能够达到速度一致尧同步完成任务遥

可就在比武前两天袁谢杰在一次训练中
不慎摔伤袁左肩尧左臂各擦出一道四厘米宽
的伤口袁左脚脚趾脱臼遥为了不影响比赛袁谢
杰一咬牙袁将自己脱臼的脚趾掰了回去院野还
有两天袁我可以恢复浴 冶

两天时间里袁 谢杰不断练习脚部动作袁
每天坚持热敷袁比武当天袁封堵管涌赛场上
的他沉着冷静袁 按照平日的训练稳步发挥袁
顺利带领小组夺得第一遥 但灭火救灾比武
中袁厚厚的防护服尧炎热的天气加上强烈的
大火的炙烤袁让谢杰原本恢复好的肩膀处伤
口再次裂开袁但他不顾伤疼袁奋力灭火袁直到
比赛结束后脱下衣服袁才发现伤口早已变成
血淋淋一片噎噎

野急时应急袁战时应战冶袁是当代民兵队伍
中最重要的一项素质与使命袁谢杰坚持初心袁
践行使命袁在平凡中训出精彩袁在赛场上挥洒
热血袁续写了基干民兵比武战场的新传奇遥

窑连载 20

庆祝新中国成立
永不褪色的军礼

庆祝新中国成立
军种与祖国共成长

蓝天白云见证了中国空军的成长袁也与
中国空军共同度过了那些峥嵘岁月遥 1949
年 11 月 11 日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4 兵团
机关和军委航空局合并袁 空军司令部成立袁
由此袁中国军队有了自己的空军遥 70 年来袁
人民空军正在由一支国土防空型空军袁向一
支野攻防兼备尧空天一体冶的空军阔步前进遥

装备建设支撑空军转型
空军建立之初袁全部家当仅有 20 多架日

军和国民党留下来的破旧飞机遥 在苏联的大
力帮助下袁中国空军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就
装备了米格-15 战斗机袁 第一种国产歼击机
歼-5 战斗机实际上是米格-17 的国产化型袁
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比较先进的遥 可以说空军
装备建设一起步袁就达到了世界水准遥

尽管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装备了达到当
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机袁但目前中国空军的
装备发展和当时相比有多个不同遥首先是先
进装备多为自主研发袁 可持续发展性更强曰
其次是装备体系比较完整袁从战斗机尧歼击
轰炸机尧轰炸机等主战机种袁到预警机尧加油

机尧运输机等支援保障飞机袁形成完整的装
备体系袁 而防空武器装备也形成远中近衔
接袁高中低空覆盖尧防空反导结合的装备型
谱遥这种装备体系为空军执行多样化任务奠
定坚实基础袁为应对空天威胁袁顺应军事领
域深刻变革袁加快推进空军由航空型向航空
航天型转变提供了坚强支撑遥

实战化训练砥砺实战空军
人民空军刚一诞生袁就经历了战争的洗

礼遥 在朝鲜半岛上空袁志愿军空军面对的是
以美国为首的 野联合国军冶 大约 1200 架战
机袁和经历了二战洗礼尧人均飞行时间 1000
小时以上的西方尖子飞行员遥而当时人民空
军新组建的志愿军空军只有作战飞机不足
300 架袁飞行员飞行时间平均只有 100 多小
时遥但人民空军不畏强敌袁先后击落美军野王
牌飞行员冶戴维斯尧野双料王牌飞行员冶费席
尔等袁击落敌机 330 架袁击伤 95 架袁并创新
一域错层四四制战术遥 1958 年 10 月到 1959
年 1 月间袁人民空军组建了中国第一批地空
导弹部队遥 1967 年 9 月 8 日袁地空导弹部队

使用我国自行研制的红旗-2 型导弹击落国
民党派遣的美制高空侦察机 U-2 型飞机一
架遥 这给从来没有遇到敌手的 U-2 型飞机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袁使世界各国对中国空
军刮目相看遥

现在虽然处于和平时代袁但战争威胁并
未远去遥 中国空军也深知袁只有能战才能止
战袁只有贴近实战的训练袁才能真正提高训
练水平袁砥砺实战空军遥近些年袁空军训练呈
现出以下特点院一是常态常备袁部队空战对
抗尧实弹突击尧低空山谷尧远海战巡尧高原驻
训已经成为常态曰二是联战联训袁突出体系
对抗尧联合制胜袁野红剑冶野蓝盾冶基地化演训
不断深化拓展袁基于信息网络的体系作战能
力有效提升曰三是从难从严袁积极搭建野金飞
镖冶野金头盔野金盾牌冶野空降尖兵冶等比武竞
赛平台曰四是中外联训袁着眼全球视野尧开放
交流袁加大野走出去冶的力度袁中泰联训尧中巴
联训尧中俄联训都取得明显成效遥

向世界一流战略空军挺进
初创时期的中国空军主要职能是进

行国土防空作战遥 本世纪初袁基于对空军
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和世界空军发展趋
势的科学认识袁空军首先在内部形成野空
天一体袁攻防兼备冶的共识袁后来逐渐推广
并得到广泛认可和重视遥 国家最高领导人
专程到空军机关调研空军建设和军事斗
争准备袁 强调要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尧
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袁 为实现中国
梦尧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遥 这进一步
指明了空军的发展方向遥

按照规划袁空军将分三步向战略空军挺
进院第一步袁初步搭建起野空天一体尧攻防兼
备冶战略空军架构袁构建以四代装备为骨干尧
三代装备为主体的武器装备体系曰 第二步袁
进一步构建全新的空军军事力量体系袁推进
空军战略能力大幅提升曰第三步袁到本世纪
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战略空军遥 立足 70
年袁展望百年袁从战火中实干中飞跃出来的
中国空军袁在未来战争中袁必将成为一支攻
防兼备尧无坚不摧的野长空利剑冶浴 (王茶茶/
整理)

光荣前行路 无畏岁月长
要要要记九旬抗战老兵陈秉仁

本报记者 李银林 见习记者 罗佳艺 通讯员 柳 静 赵 纲

在部队袁野亲属来队冶
是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

汇 袁 譬如父母是军人亲

属袁 兄弟姐妹也是军人亲
属袁 更有妻子儿女了遥 尤

其是新兵连袁 部队一般情
况下不提倡战士亲属来

队遥 因为部队各项工作刚

刚展开 袁 新兵到部队不

久袁 情绪正处于波动期遥
但规定是规定袁 也有个别

战士的父母担心孩子到部
队后不能适应袁 或者是想

孩子袁 再就是新训结束时
能否分个技术岗位等等袁
这边新兵刚到部队袁 那边
后脚也就跟了来遥

听说这样一个故事遥
一个新兵逢人就说家中如

何如何富有袁 而父母突然
决定来队探望袁 虽然再三

劝阻袁 但父母想子心切最
终还是来了遥 看着土得掉

渣的父母袁 这名战士既羞

又愧袁 却又硬撑着脸皮说

是他的一家远房亲戚袁气
得老父亲拂袖而去遥 自然

这种情况是特例遥 野子不嫌
母丑袁狗不嫌家贫冶袁犯不

着为一点可怜的虚荣心连

父母也不认吧钥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袁

是讲给带兵人听的遥 一个

战士的父母来队袁 因为连
队干部忽视了对战士亲属

的接待袁结果来队几天袁这
个战士的父母只见儿子忙

里忙外地打饭端菜袁 却不
见连队干部来坐坐袁 心里
便以为自己的孩子工作肯

定很一般袁 不几天便回去

了袁 弄得这个战士对连队

干部很有情绪遥
也 有 一 个 相 反 的 故

事遥 说是自这件事后袁连
队领导接受了教训 遥 一

次袁 一个后进战士的父母

来队袁 这个连队的干部为

战士的亲属安排了食宿袁
问寒问暖袁 周末还带他们
参观了营区袁 并主动介绍

了该战士在部队的表现遥
临走时袁 还安排炊事班专

门包水饺为其送行袁 组织

连队干部一块将他们送出

营区遥 浓浓的亲情袁 既让
父母感受到了温暖袁 也坚

定了这个战士干好工作的
决心遥

自然袁 亲属来队有时
也不免在战士中引起一点

小波折遥 李兵的父母来队
时袁 有的战友说他父母肯

定给干部送了礼袁 请了干

部的客遥 有个新战士甚至

发牢骚说袁要去学技术袁就
得让父母来队请客尧送礼遥
其实袁 起初李兵的父母确
实产生过这样一些想法袁
但均被连队领导一一回

绝遥 战友们的一些议论袁
主要是有一种不太健康的
心理 遥 我们应该相信干

部袁相信组织袁把个人的成
长进步建立在扎扎实实的

工作上袁 把官兵关系建立

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遥 新

叶内务条令曳明确规定院军
人亲属来队袁 单位首长应

当安排军人与亲属团聚袁
并介绍军人在部队服役的

情况遥 对军人直系亲属临

时来队袁 有条件的单位可

以安排车辆到临近的车
站尧码头尧机场接送站遥 带
兵人要积极把条令中的

野红利冶化为野暖心冶行动

温暖每名官兵遥
几个故事袁互不关联袁

但细细琢磨袁 却又感到蕴

涵着无尽的意味遥
渊文章节选自叶兵生活曳冤

初秋的一日清晨袁 我利
用休假的机会袁带着家人来
到新疆袁开始了我的自驾之
旅遥 听朋友华山老师说院不
到新疆袁不知祖国的山川之
美袁不到伊犁袁不知新疆的
壮美遥 而我还要补充一句院
野不到独库袁 不知官兵的英
雄豪迈之美遥 冶

独库袁 是一条公路袁又
名天山公路袁 它北起独山
子袁南至库车袁全长 561 公
里袁是国道 217 线一段险峻
和美景并存的公路遥 我们的
车来到公路的起点袁一块界
碑竖立于道路的右侧袁儿子
提醒我停车合影留念遥 野兄
弟袁让一下袁我要拍张照带
回去袁送给我父亲袁他是当
年修筑这条公路的一名工
程兵遥 冶我心一颤袁身为军人

且曾经也是一名工程兵的
我袁肃然起敬浴

回到车上袁 我赶紧打开
旅行图册袁儿子用百度寻找
着有关这条公路的记录遥 图
册和手机屏幕显示袁这是一

条不平凡的公路袁它先后翻
越 4 个冰山达坂 渊达坂院维
族 语 意 为 冰 雪 簇 拥 的 高
山冤袁 跨过 5 条天山主要河
流袁1/3 路段尽是万丈悬崖袁
但这里有草原尧云杉尧雪岭尧
湖泊尧 荒漠噎噎在这里袁可
以一天经历四季袁 可以饱览
自然变幻院戈壁荒滩尧雅丹地
貌尧雪山湖泊尧高山草甸尧森
林河谷袁美不胜收遥 儿子和同
行的父亲催我前行袁 我赶紧
启动车辆遥公路两侧袁时而峰
峦耸峙袁时而峡谷回旋袁时而
松桦繁茂袁时而野花遍地袁时
而湖海竞秀袁时而飞瀑涌泉遥
野这是天下最美最险的公路袁
名副其实遥 冶父亲在后排座椅
上说道遥

车行约三个半小时袁乔
尔玛烈士陵园矗立在我们面
前遥 这座依山而建的烈士陵
园袁 整齐地排列着一行行墓
碑袁 墓碑上刻着一个个年轻
的官兵名字和他们的生平遥

168 位英烈们在
这 里 静 静 地 长
眠遥 其中就有 5
名 湖 南 株 洲 籍
烈士袁我迫不及
待 想 找 寻 他 们
的名字遥 陈羊仔
渊攸县人冤尧易建
国渊醴陵人冤尧苏
万年渊醴陵人冤尧
袁 光 秋 渊 醴 陵
人冤尧侯明昌渊攸
县人冤袁5 位年轻
军人的名字袁映
入 家 乡 军 分 区
任 职 的 我 的 眼
帘 袁 我 潸 然 泪
下遥 岁月无声袁
天路辽远遥 倾听
着 有 关 他 们 的
动人故事袁再回

望 这 条 印 刻 在
每名老兵心中的路袁 那不只
是一条风光美轮美奂的最美
天路袁 更是老兵们用青春和
汗水浇铸的英雄之路袁 用热
血和生命铺就的信念之路遥

就要告别乔尔玛了袁临上
车前我又情不自禁地向烈士
陵园回望袁我看到袁掩映在苍
松翠柏丛中的烈士纪念碑格
外醒目袁纪念碑顶上的那颗红
五星袁在雨后阳光的照射下显
得分外耀眼噎噎此时袁我凝视
着翱翔天际的一只只雄鹰袁我
仔细地数着院 一只尧 两只尧三
只袁噎噎一百六十八只浴 我不
禁思索着院 天上的雄鹰啊袁你
们每时每刻盘旋在这条迷人
的天路上袁守望着往来于此的
路人袁难道你们真的如那拉提
牧民所说袁你们是长眠于此的
筑路英烈的灵魂化身吗钥

车辆继续行走在美丽的
独库公路上袁 车载收音机播
放着悦耳的旋律遥 此时袁我真
想在美丽的草原上与维族老
乡一起舞蹈袁 我真想召唤战
友们一起瞻仰这条神圣的英
雄之路袁 一起向它行一个发
自内心的军礼浴 渊作者单位系
湖南省株洲军分区冤

当日本侵略者随着炮火硝烟逼近袁当
无情战火绵延神州大地袁是他们浴血奋战
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曰喋血岁月里的九死
一生袁战争年代里的保家卫国袁是他们用
不屈的抗争令侵略者低下头颅浴 历史的尘
埃已经消散袁这群曾用血肉之躯捍卫国家
尊严的抗战老兵袁对那场永不妥协的抗争
仍然忘不了浴 正因如此袁时隔几十年后袁那
段烽火岁月里的点滴袁对陈秉仁老人而言
仍然历历在目遥

陈秉仁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袁三岁时
母亲去世遥 从小就给地主家干活的陈秉仁
受尽剥削与欺凌袁直到一次八路军来到村
里做宣传遥 野八路军对我们说袁要一起打日
本救中国袁中国才有出路袁人们才能幸福遥
我一听就入了迷袁当场就下决心要跟着共
产党去打鬼子遥 冶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 陈秉仁的家乡成了冀
东大地的野游击走廊冶袁敌后抗日运动蓬勃发

展遥 1944 年袁15 岁的陈秉仁加入了香河县游
击大队袁白天搞生产袁晚上搞游击遥 野我们白天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袁和老百姓一起下地种田袁
晚上就出来搞活动袁破坏通信尧破坏交通袁拦
住日本小队的步伐遥 冶那时袁冀中有很多战役袁
都是敌人据守在城墙内占据非常有利的战略
地位遥陈秉仁他们便只能想办法攻城遥其中最
惊险尧最实用的工具就是野土坦克冶了要要要把
吃饭用的方桌翻过来袁桌面朝下袁安上 4 个木
轱辘袁桌腿朝上钉上几根木条袁弄几床湿棉被
盖在木条上袁一个野土坦克冶就做成了遥

当时的陈秉仁就这么坐在 野土坦克冶里
面袁带着炸药袁用木棍撑着野坦克冶向前滑行遥
敌人的子弹如同暴雨般密集地打在棉被上袁
让陈秉仁时刻都有种是不是已经中弹了的
错觉遥野但当时压根没有想那么多袁什么生死
大事早已置之度外袁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袁一
定要打赢遥就算中弹了也得拼着最后一口气
滑到城楼下袁用炸药炸开一条通道遥冶说起战

争岁月里的细节与片段袁陈秉仁眼中仍然闪
烁着坚毅卓绝的光芒遥 野只要勇敢尧敢拼袁就
可以战胜敌人遥 冶凭着这股不屈的信念与精
神袁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袁陈秉仁他们仅靠
着大刀和手榴弹袁一次又一次战胜了侵略者
的机枪大炮遥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自己的安危袁陈秉仁
参军后一直没有跟家人联系遥 因为他明白袁
参军意味着要面对敌人的凶残追剿袁要面对
战场的炮弹烈火遥参军后的陈秉仁先后历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袁打过辽沈战役尧平津
战役袁直到解放后袁他才穿着军装尧戴着荣誉
勋章回乡看望家人遥

已年过九旬的陈秉仁依然坚持写作遥 他
把自己的抗战经历写成书尧理成册袁用来教育
子女后辈院 家仇国恨不能忘袁 革命传统不能
丢遥 如今袁和平虽已成为主旋律袁但对陈秉仁
而言袁他最希望的还是能让后人了解历史袁不
忘历史袁珍惜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遥

此系英雄

鲲鹏展翅 扶摇万里
搏击长空的中国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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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一直使用野神枪手冶来泛指
所有擅长射击的射手袁野狙击手冶 的称呼
是随着美国 M24 和 M40, 奥地利 SSG69
等高性能狙击步枪的概念一起进入中国
的遥 中国的狙击事业从无到有袁 从有到
优袁不仅仅是狙击手袁狙击步枪的发展更
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遥 目前袁中国部队装
备和使用的 88 式 5.8 毫米狙击步枪已有
二十多年历史遥

88 式狙击步枪袁 又称 QBU-88 式
5.8 毫米狙击步枪袁 是中国国产的制式
狙击步枪遥 QBU-88 式狙击步枪全重
4.2 千克 渊这在世界名国军队现役的狙

击枪中最低冤,全长 920 毫米袁瞄准基线
长 394 毫米袁弹匣容量 10 发袁装配的白
光瞄准镜重 650 克袁最大放大倍率 9 倍遥

其实袁88 式原本不是一款被作为狙击
步枪而设计的袁际上是一款 DMR渊精确射
手步枪冤袁这种定位类似俄罗斯渊苏联冤的德
拉贡诺夫渊SVD冤狙击步枪遥但是袁在我国军
队的装备序列中袁 由于缺乏专业的高精度
狙击步枪袁因此 88 式狙击步枪在中国军队
中确实是被当做专业狙击步枪使用遥

优点缺点
88 式狙击步枪在使用中有如下优点遥
射速快 由于半自动狙击步枪是自

动装填袁因此射速较快袁便于狙击手集中精

力跟踪尧瞄准目标遥 在对多目标射击袁特别
是对付多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时袁半自
动狙击步枪是最佳选择遥

容弹量大 多数半自动狙击步枪容
弹量在 10 发以上袁弹匣容弹量与前面的
射速快是相匹配的袁 在日常训练中也非
常实用袁不用频繁更换弹匣遥

后坐力较小 由于导气系统和复进簧
的作用袁 半自动狙击步枪的后坐力得到了
部分抵消遥 相对于同口径的新 5.8 来说袁半
自动狙击步枪的后坐力更小遥

同样袁88 式狙击步枪的缺点也比较
突出遥

精度相对较低 因为半自动狙击步枪

是利用火药燃气能量使枪机实现自动装填袁
其内部有较多的活动部件袁因此枪弹从枪管
射出时袁枪管的振动必然存在袁直接影响到
射击精度遥 按目前狙击步枪的国际标准袁100
米的全弹散布直径为 2.9 厘米袁88 式狙击步
枪 100米的全弹散布直径为 7.27耀13(厘米)遥

据枪不稳 射击时由于导气系统作
用袁枪机的重心在射击时先后移袁再突然前
冲袁导致稳定性差袁射手据枪更加困难遥

结构复杂袁 可靠性低 半自动狙击
步枪结构复杂袁可靠性随之降低遥 经常出
现的故障有顶弹尧单打连等遥 这些故障会
对狙击手的心理造成负担袁 严重时会影
响射击效果遥 渊摘自叶兵器知识曳冤

中国“战地之王”：88 式狙击步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