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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 2019 年全国学生军训工作

据美国 野战区冶 网站报道称袁8 月 29
日袁美国空军一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由
北向南穿越了台湾海峡袁沿着所谓的野中间
线冶飞行遥 这是继 8 月 23 日美国海军圣安
东尼奥级野绿湾冶号船坞运输舰穿越台湾海

峡后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又一动作遥
台海正成中美博弈场

这架编号为 12-5763 的 MC-130J 隶
属美国空军第 17 特种作战中队袁属于驻扎
在嘉手纳基地的第 353 特种作战小组的一
部分遥 该飞机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离开冲
绳嘉手纳袁从北向南穿过台湾海峡上空袁然
后转向东南进入巴士海峡遥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判断的根本性变化
以及对中美博弈的整体战略考量袁 美国已
将台湾问题作为撬动对华博弈格局尧 争取
战略主动的重要工具遥 自 2017 年起袁美国
国会连续 3 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都包含
了与台湾有关的内容袁 如强化高层军官互
访尧军舰相互停靠尧参加军事演习等遥

2018年 2月 28日袁 美国参议院无异议通
过叶台湾旅行法案曳袁鼓励美台官员在所有层级互
访遥 2018年8月1日袁美国参议院通过叶2019财
年国防授权法案曳袁 其中包括加强与台湾的防务
合作并支持台湾取得防御性武器的条款遥 2019
年1月1日袁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包含鼓励定期对
台军售的叶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曳遥5月8日袁美国众
议院通过叶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与台湾
关系法>承诺曳决议案袁以及叶2019 年台湾保证
法曳袁支持野对台军售应该要成为常态冶遥 6 月 27
日袁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 叶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曳含有多项涉台条文袁包括支持野对台军售冶袁鼓
吹美国军舰继续定期通过台湾海峡等遥

为了加强台湾的野非对称战力冶袁特朗普政
府上台以来已启动了 5 次对台军售遥2019 年 7
月 8 日袁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总额为
22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袁 包括 108 辆 M1A2T
主战坦克及相关配套设备袁以及 250 枚野毒刺冶
便携式防空导弹等遥 8 月 20 日袁美国务院再次
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 80 亿美元 66 架 F-16V
战斗机袁这是今年的第三次对台军售遥

美国还通过海军舰船频繁穿越台湾海
峡袁以直接实施一线的军事行动袁展示美国
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所谓持续承诺遥 特朗普
上台后袁美国海军军舰已经 10 次进入台湾
海峡遥 8 月 23 日野绿湾冶号两栖运输舰通过
台海的行动是今年的第七次袁2019 年美海
军军舰几乎每月月底定期穿越台湾海峡遥
美国还在台海鼓动其他西方国家组建航行
自由行动野联盟冶遥 相比于美国海军的活动袁
美国空军类似的飞行则较为罕见遥 美军舰
机在台湾海峡日益增多的军事行动袁 给台
海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尧不确定因素遥

美军加强南海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袁 此次飞越台湾海峡的

美军 MC-130J 运输机袁是从日本出发由北
向南通过台海后再绕经巴士海峡抵达西太
平洋的菲律宾海袁参加 9 月份美国野里根冶
号航母战斗群与东盟的海上联合军事演
习遥 为了策应这架运输机袁美国空军当天还
出动了一架 RC-135W 侦察机在台湾岛南
部的巴士海峡上空徘徊袁另有一架 B-52 轰
炸机从关岛起飞途径巴士海峡飞往南海遥

可见袁派遣舰机频繁穿越台湾海峡袁只是
美国在南海周边针对中国宣示 野航行自由行
动冶的一个组成部分遥由于美军奉行全球攻防

战略袁而南海是非常重要的海域袁美国一直在
南海保持强大的力量存在袁包括日常巡逻尧过
航和港口访问等遥 按照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
的数据袁 目前平均每天有 3 艘美军军舰在南
海活动袁全年大概保持 900 个舰日袁而 2015
年前后美军在南海只能保持 700 个舰日的存
在遥 2018 年袁美国派遣了 4 支航母打击群尧4
支两栖戒备群在南海活动袁 平均时长 1 至 3
个月之间遥 2018 年袁美国有超过 30 个架次的
B-52 轰炸机巡航南海袁这在冷战结束后非常
罕见遥2019 年 3 月 5 日至 9 日袁美军野卡尔窑文
森冶号航母打击群访问越南袁这是 1975 年越
南战争后的首次遥

南海还是美军航空侦察和情报搜集的重
点区域袁 此类行动也是美军在南海诸类行动
中频次最高的袁 每天都有 2 到 4 架次的侦察
机赴南海侦察袁全年有上千架次遥美国海空军
都有能力在南海进行侦察活动袁 海军主要是
P-8A 和 P-3C袁空军有 RC-135 和野全球鹰冶
无人机等机型袁 此外还有从在南海活动的航
母和其他军舰上起飞的舰载侦察机遥

近两年袁美军在南海举行的单边尧双边
和多边演习的数量和针对性都大大增加遥
美前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 2019 年 3 月证
实袁野过去两年内袁 美国国防部在地区联合
军演方面的参与度提升了 17%冶袁因为南海
是印太地区的重中之重袁 美军在南海及其
周边增加的联合演习比例更高遥

在台海南海双管齐下
实际上袁无论是在台海还是南海袁美军的

一系列战略举措都是为印太战略布局遥 在 6
月 1 日美国防部发布的叶印太战略曳报告中袁
美国已公开将台湾地区纳入其印太战略伙

伴遥 在今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第 18 届香格里
拉对话会上袁 美国前代理防长沙纳汉具体阐
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袁 要求与其志同道合的
地区伙伴在安全与军事战略上与美国对接袁
一起构建具有制衡性质的地区安全网络袁日
本尧韩国尧菲律宾尧澳大利亚尧泰国尧印度尧印
尼尧新加坡尧蒙古等被列为这一网络的核心伙
伴遥 其中袁澳大利亚尧日本和韩国提供美国安
全网络的南北轴辐袁美国-东盟安全关系则相
当于这一网络的内环袁 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
相连通的印太战略由此成形遥

从作战需求和军事基地布局来看袁 美国
希望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建设袁 以完
善其印度洋-西太平洋军事基地体系遥美国正
在努力与印尼尧 马来西亚和越南加强军事合
作袁以使用这些国家靠近南海的军事基地袁甚
至希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重建海
军基地遥 美国还在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
岛寻求扩大其军事存在袁 作为其遏制中国在
太平洋地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遥 美陆军计划
在当前的部队轮换中向该地区增兵数千人袁
新部署的兵力数量可能达到 5000 至 1 万人遥
这也是美陆军参谋长马克窑米利所强调的在
太平洋地区部署野多域作战特遣部队冶遥

随着美国把中国作为 野主要战略竞争对
手冶袁 特朗普政府在国内亲台势力的推动下袁
势必会通过加大对台军售尧 强化美台安全与
军事合作尧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尧帮助台湾拓
展野国际空间冶等一系列措施袁提升台湾在其
印太战略中的地位袁 从而达到遏制中国的战
略目的遥未来袁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恐
将还会有所提升袁 美台之间还会进行更多隐
密的实质性的军事安全合作遥

教育部尧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尧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尧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

本报讯渊安普忠冤教育部尧中央军
委联合参谋部尧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尧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日前联合发出通

知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尧学校和军
事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尧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时代学生军训工
作的决策部署和改革要求袁 扎实做好

2019 年全国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袁立起
新时代学生军训的崭新形象遥

通知指出袁学生军训是培养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工
程袁 是提高国防教育质量和培养高
素质后备兵员尧 实现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的重要途

径遥 要切实提高站位袁从为国家培养
合格接班人和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
战略高度袁从传承红色基因尧强化忧

患意识尧筑牢精神长城的政治高度袁
充分认清抓好新时代学生军训工作
的重要意义袁 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
抓好尧抓出成效遥

通知要求袁要配强承训力量袁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要选派全面过硬的官兵

承担军训任务袁 省军区系统要组织民
兵预备役骨干参与学生军训遥 要加强
岗前培训袁学习军训政策法规袁开展作
风纪律教育袁组织军训技能培训袁严格
落实持证上岗要求遥 坚决防止违规开

展商业化运营和市场化运作遥
通知指出袁要创新组训方式袁全面

落实普通高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袁 设计

融入体验式教学尧 模拟化训练和互动
性活动袁增强学生军训的时代性尧感召
力遥要坚持野塑形冶与野塑魂冶相结合袁注
重融入爱党尧爱国尧爱军教育内容袁训
家国情怀尧训战斗精神尧训责任担当袁
发挥好学生军训国防教育功能遥 要立

足现有条件开展 野学校组训+基地轮
训冶新模式试点袁探索基础性训练科目
在学校进行袁战术训练尧轻武器射击等
内容就近到部队训练基地组训的方法
路子遥要推开错峰训练袁研究分期分批

组训模式遥
通知要求袁 要加强对参训学生和

跟训教师的训前教育袁 引导学生正确

认识军训价值和作用袁 自觉接受严格
管理和艰苦训练遥要强化风险管控袁加
强对学生军训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和
监督袁针对青年学生身心特点袁讲究方
式方法袁 控制训练强度袁 做到科学组
训尧灵活施训尧文明施训遥 跟训教师要

全程参训袁 及时化解训练中遇到的问
题苗头遥要加强组织领导袁进一步明确
各级各部门职责分工袁既各司其责袁又
形成合力袁 高标准做好今年学生军训
工作遥

野2 年前袁你响应祖国号召袁光荣
入伍曰2 年后袁你服从组织需要袁光荣
退役遥 你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国
防事业噎噎冶9 月 1 日袁武警四川总队
医院勤务中队营区袁 一场士兵退役仪
式在这里举行遥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袁
共同见证上等兵许晗姝退出现役这一

光荣时刻遥
许晗姝是今年总队医院勤务中队

唯一一名退伍老兵遥 此时袁 恰逢部队
巡诊工作和卫勤训练全面展开袁 于是
许晗姝找到医院领导袁野医院本来就人
少袁现在工作头绪多尧任务重袁没必要

为我一个人搞个仪式遥 冶
野退伍是每名战士的军旅中值得纪

念的日子袁绝对不能马虎对待遥 冶于是武
警四川总队医院院长赵志勇与政委吴
岷阳碰头后袁决定为许晗姝举行一个退
役仪式袁还为其个人定制了野一个人的
退伍仪式冶野一个人的退伍纪念照冶野一

个人的退伍纪念品冶等活动遥
最后一次整理内务袁 最后一次清

洗装备车辆袁 最后一次给新司机交代
行车注意事项袁 在履行了简单的钥匙
交接手续后袁许晗姝收拾起行囊遥 野她
每天第一个进办公室袁 最后一个离
开遥 冶战友牛毛毛告诉笔者袁就在宣布

命令后袁她仍然到机关帮忙袁站好最好
一班岗遥

彩旗猎猎袁掌声齐鸣遥 一个人的退
役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遥
野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袁我宣誓院服
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噎噎冶高唱国歌后袁现场所有人一
道重温军人誓词遥 野入伍时风风光光袁
退役时决不能悄无声息袁虽然只有一个
人袁但也要走出仪式感遥 冶 伴随着昂扬
的军歌袁分队长宣读了退伍命令袁为许
晗姝佩戴上退伍红花袁摘卸帽徽尧肩章尧
领花尧胸标袁这时一向坚强勇敢的许晗

姝再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遥
野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

子也不会后悔遥 当兵最深刻的记忆就
是新兵连的时候袁带上警衔袁那种荣耀
与荣光伴随了我整个军旅生涯遥今天袁
终于卸下警衔遥作为军人袁退伍并不意
味着奉献的结束袁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袁
我要用军人的果敢尧坚韧和执着袁继续
完成我的大学学业袁 在平凡的岗位上
继续奉献光和热噎噎冶 许晗姝发表退
伍感言时袁迎来阵阵掌声遥

送战友袁踏征程袁默默无语两行泪
噎噎仪式结束后袁离别的歌声响起袁告
别的脚步临近袁舍不得的袁是浓浓的战
友情遥在欢快的掌声中袁医院部门以上
领导到乐山高铁站台与许晗姝一一握
手话别遥 吴岷阳希望许晗姝回到大学
后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袁 在深化
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
中袁再创佳绩袁再立新功袁再造辉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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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刘思源 通讯员 丁上杰冤9
月 5 日至 6 日袁湖南省 2019 年女兵复检工作
在湖南省地矿医院展开遥 在为期 2 天的时间
里袁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的近 500 名应征女青
年在此接受入伍前的最后考验袁 最终产生
400 余名入伍新兵遥 湖南省征兵办主任尧省军
区动员局局长吴畏到场指导遥

5 日早上 8 时许袁复检正式开始遥 记者在现
场看到袁 整齐列队的应征女青年由医护人员带
领袁依次接受外科尧内科尧视力尧五官科尧辅助项目
等多个项目检查遥 为保证新兵筛选的公平公正袁
工作人员对应征女青年进行随机编号袁分组进行
体检遥同时袁医院对外封闭袁并将入站体检的女青
年手机集中存放袁营造了紧张有序的氛围遥 应征
女青年们一个个热情高涨袁严肃紧张袁都非常积
极认真地配合各项体检袁 希望能够顺利通过袁成
为新兵的一员遥来自东莞理工学院的张文静告诉
记者院野因为父亲是一名军人袁我从小就有从军的
梦想袁我希望今年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兵袁到部
队里挥洒热血青春浴 冶

记者了解到袁此次复检采用国防部征兵办公
室统一配发的网络版叶全国征兵体检信息化管理
系统曳袁有效提高了体检效率袁减少了人为因素干
扰袁做到了野一切行为有标准袁一切操作有记录袁一
切过程可监控袁一切差错可追溯冶袁切实从源头上
把好了兵员身心素质关口遥 此次女兵征集还依托
叶择优定兵辅助决策支持系统曳 进行女兵信息录

入袁并根据学历层次尧政治面貌尧家庭出身等情况
进行分类加分袁最终将自动生成总分排名袁以此确
保女兵信息准确尧数据可靠尧分数公平遥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袁今年全省应征女青年
参军热情高涨袁报名人数超过征集任务数的 22
倍袁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62%遥此次复检将严
格落实体检标准袁确保公平公正进行袁为向部队
输送高质量兵源提供了保障遥

警惕美军在台海南海联动
本报特约撰稿人 铁 流

一个人的退役仪式
通讯员 李华时

“梦想比天大，我要去参军”
通讯员 苏 好

在今年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预定
新兵综合素质考评中袁22 岁的李明键
名列第一袁 但引起笔者关注的不是这
个袁 而是他竟然舍弃大城市的稳定工
作和优厚待遇袁 毅然决然成为一名普
通战士袁野终于能够如愿以偿参军报
国袁我不后悔浴 冶

李明键出生在衡阳县岘山社区一
个偏僻的山村里袁父亲罹患慢性疾病袁
不能做重体力活袁 家庭重担都落在母
亲一人肩上遥 身为独子的他从小就想
成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军人袁保家卫国遥

野因为在部队不仅能锻炼强健的
体魄袁 还能培养坚强的意志和无私
奉献的精神袁 学习到很多书本上学

不到的东西遥 冶李明键告诉笔者袁小
时候他调皮好动袁 可是只要电视上
播放军旅题材的影片袁 就能一动不
动尧目不转睛地看上两个小时遥 初中
毕业袁 李明键如愿考取湖南财经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五年制大专计算机
专业袁并举家搬迁到珠晖区生活遥 在
校期间袁由于李明键聪明好学袁勤快
努力袁被推选为院学生会主席袁多次
被评为三好学生尧优秀学生干部尧优
秀团干袁两次在省尧市中职技能比赛
中获奖袁还拿过励志奖学金袁成为同
学中的表率遥 2018 年袁荣获省级优秀
毕业生称号的李明键被深圳航空公
司录取袁成为一名地面服务人员遥

李明键坚信 野越努力越幸运冶袁所
以不管是学习尧工作袁他都尽力做到最
好遥 虽然他的职业待遇丰厚让很多人
羡慕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袁心中的军人
梦却越来越清晰遥野当兵是我从小的梦
想袁我一定要实现遥冶李明键笑着说袁公
司领导很赏识他袁 提出辞职时还一直
在挽留他袁但野梦想比天大袁无论如何袁
我一定要参军冶遥

如今袁梦寐以求的军营离李明键越
来越近了袁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袁兴
奋地说院野进入部队后袁 我一定勤学苦
练袁加倍努力学习理论知识袁充实头脑袁
锻炼体魄袁 当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袁
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浴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