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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版
“速度与激情”
——海上登陆赛接力赛中国队夺冠实录
枪声响起。一直屏着呼吸的驾
驶员刘一辉，
几乎在同一时间踩下踏
板。迷彩色的 05 式两栖步战车微微
一颤，似战马飞驰而出。卷起的阵阵
尘沙中，另一匹
“战马”毫不示弱地跟
了上来。
8 月 8 日，
“国际军事比赛－
2018”海上登陆赛进入最为激烈的
接力赛角逐。一场实战版的
“速度与
激情”，在福建泉州石狮的蔚蓝海天
间上演。
按照比赛设置，各参赛队派出 3
个参赛车组参赛，每个车组完成 1
圈，接力完成 3 圈后，用时最少者获
胜。赛道总长约 8 公里，队员们要完
成障碍地段驾驶、水上驾驶、车载火
炮和机枪射击等 15 项竞赛内容。
这是一场冠军争夺战。经过障
碍赛和求生赛前两个阶段的比赛，中
国队暂列第一，俄罗斯队暂列第二。
刘一辉驾驶的是中国参赛队 1 号车
组的战车。与之并驾齐驱的，
是俄罗
斯参赛队的 1 号战车。
两车一前一后，抵达第一个任务
区：射击区。大约 800 米开外，竖立
着红色与蓝色两个模拟步战车靶
标。稍近一些的，是模拟步兵的集群
目标靶。
车组乘员跃下战车，领取弹药
后，准备开始射击。然而，中国队却
在开局遭遇车辆故障。当俄罗斯队
车组离开射击阵地时，中国队车组尚
未完成射击。此时，车长宁文豪指挥
队员们紧张有序地检查着车辆。炮
手何雪彪负责装填并列机枪弹，宁文
豪装填 30 毫米自动炮弹，驾驶员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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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三场战役”
，周市镇牵住人
才科创这个
“牛鼻子”
，不断推动科技
创新，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坚持系统
谋划，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切实提升
周市镇的整体面貌；鼓励引导企业和
困难户结对帮扶，持续创新慈善活动
形式，形成企业、社会、政府合力帮扶
的工作机制，
让慈善事业更可持续。
围绕
“四条底线”
，周市镇将不断
强化基础网格建设，解决好黑中介、

图为中国参赛队员在竞赛中。
图为中国参赛队员在竞赛中
。
一辉进行协助。
反坦克壕、模拟登陆舰……短暂
的耽搁中，不远处的几个障碍，已经
被俄罗斯战车相继拿下。当俄罗斯
1 号战车从检验垂直越障能力的崖
壁落下，何雪彪终于等来了一显身手
的时刻。
炮口缓缓降下，遥指前方。
“ 轰”
的一声，蓝色的模拟步战车靶标被打
得粉碎。首发命中！紧接着，
蓝色玻
璃靶标也在阵阵枪声中被击碎。
倒车，转向，加油。没有片刻迟
疑，中国队的战车开始奋起直追。
此时，俄罗斯 1 号战车正行驶在
陆地Ｓ形限制路段上。红白相间的
限制杆摆成蛇形的曲线，
间距看上去
只比车身多出不到一半。然而，
有着
庞大车身的战车却不失灵巧，
几乎没

群租房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强化安全班组建设，
不断压紧压实企
业主体责任；坚持全面彻底整改中央
环保督察
“回头看”
指出的问题，
深入
实施“263”专项行动，持续加大“散
乱污”企业整治力度，依法严惩重罚
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结合“六个
一”基层走访和网格巡查，强化信访
稳控工作，力争从源头排查处置矛盾
隐患；强化落实
“忠诚、责任、落实、创
新、清正”要求，紧盯农村三资、工程

有停顿地游走其间。
这次接力赛的比赛用车均为中
方提供的 05 式两栖装甲步兵战车。
为使外军参赛队员尽快掌握车辆性
能，
中方为各外军参赛队安排教练员
组织了全程保障训练。
显然，经过前期的适应性训练
后，
俄罗斯队的同行们已经基本掌握
了这型中国海军陆战队主战装备的
战技性能。
中国参赛队员们不甘示弱。战
车陆上最高时速可达 50 公里。从扬
起的漫天尘土看，
他们已经将战车性
能发挥到极致。
逼近，
逼近。
为了节省时间，
在进入水上路段
时，
中国队采取了边行驶边展开首尾
防浪板的入水方式。战车怒吼，
大海

建设等重点领域，
健全廉政风险防控
制度，
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和条件。
围绕
“五项服务”
，周市镇将加快
推进野马渡中学、金塘幼儿园等一批
学校建设，
积极改善教育资源紧张的
现状；
加快推进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以及鑫茂、东方、永共、市北 4 个社
区卫生服务站建设，
稳步推进家庭医
生签约制度；
不断提升虚拟养老服务
的覆盖面和服务水平，
探索开展嵌入

咆哮。在翻飞的浪花中，
中俄参赛队
的两辆步战车擦肩而过，
划出一去一
返两道白色的航迹。双方差距缩小
到一个水上障碍物的时间。
紧接着，
是抢滩登陆环节。实际
战斗中，这往往是最紧张、最困难的
环节，战士们必须快速打开突破口，
向纵深发起攻击。
望着前方不远处的俄罗斯战车，
中国队员们向速度与越障的极限发
起挑战。
没有减速。战车冲上沙滩，
金戈
铁马，
烟尘滚滚。
没有减速。战车履带精准碾过
堑壕。按照比赛规则，
如果一侧履带
超出堑壕区，
将被罚时 60 秒。
没有减速。战车越过高高的土
岭，掀起漫天尘土。速度飙到极致，
时间仿佛停了下来。观众席上，
响起
了雷鸣般的掌声。
中国队赶了上来。当俄罗斯队
完成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交接，
准备再
次出发时，
中国队第一组队员也已将
战车驶入交接区。
1 秒，2 秒，3 秒……仅仅 8 秒钟，
中国队完成交接，
第二组乘员启动车
辆，
再次出发。
在实弹射击区，
两国车组驾驶步
战车再度并肩。这一次，
中国队车组
实现了反超。
领先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比赛结
束。最终，
中国队第三车组率先抵达
交接区，
拉响信号弹，
完成比赛。
欢呼声中，
参赛队员们挥舞中国
国旗、海军军旗，向看台上的观众致
意。
（新华社）

式社区养老，不断完善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现代
化养老服务体系；
加快推进历史文化
馆、蔚洲文体中心等一批场馆建设，
积极做好周市舞狮、昆北民歌非遗保
护传承工作，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有
序推进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免费
开放，继续推动蔚洲文体中心、城市
运动公园、兰泾公园、珠泾村体育健
身点建设，全面构建“15 分钟体育生
活圈”
。

韩朝高级别会谈
下周举行
新华社首尔 8 月 9 日电
韩朝领导人会晤筹备工作及
韩国统一部 9 日宣布，韩朝双
相 关 问 题 ，韩 方 接 受 这 一 提
方将于本月 13 日在板门店朝
议。
方一侧统一阁举行高级别会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
谈，磋商《板门店宣言》履行方
将 作 为 首 席 代 表 ，率 团 参 加
案。
此 次 高 级 别 会 谈 ，并 通 过 这
韩国统一部发布消息说， 次会谈与朝方深入商讨促进
朝方当天上午向韩方提议于 《板 门 店 宣 言》履 行 的 方 案 ，
13 日 举 行 高 级 别 会 谈 ，检 视
及举行韩朝领导人会晤需讨
《板门店宣言》履行情况，磋商
论的事宜。

高点对标，答好高质量发展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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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这既是他们不断向前
作为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
的动力所在，也是昆山对标发
的地方，平潭正由一个偏远海
展的核心所在。
岛县迈向改革开放的前沿。上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
升为国家战略的“平潭综合实
对标是行动对标的前提。进入
验区是闽台合作的窗口，也是
新旧动能转换时代,重要的不
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
抓住千
仅是产业层级转换,而是思想
年一遇的机遇，以打造两岸共
观念转换。对标先进地区,昆
同家园为目标，充分发挥全国
山必须扭住解放思想这一“总
唯一具有“实验区、自贸区、国
开关”,强化机遇意识、市场意
际旅游岛”的区域发展叠加优
识、创新意识，学习先行先试、
势，先行先试，创新探索，这为
敢闯敢干、包容合作精神，
保持
昆山做好昆台融合发展大文 “归零”心态，
勇于自我革命，
敢
章、深化昆台经济社会文化交
于担当作为，坚决破除制约高
流合作提供了样本。
质量发展的传统观念、习惯做
南山、罗湖、平潭三地的发
法、路径依赖，
坚定不移将改革
展基础、发展层级和发展模式
开放进行到底，以思想大解放
不同，但解放思想、扩大开放、 之勇，
争高质量发展之先。
自我革命、敢闯敢试的内核是
（记者 宋桂昌）

成就游客心目中的
“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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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湖区域纳入到青浦湖区建
设规划当中，联动开展生态环
境治理、旅游功能开发，推进
环淀山湖区域战略协同区建
设。与嘉定区重点加强旅游
市场合作，积极引导旅游企业
建立合作联盟，共同做大旅游
市场。
加快乡村旅游项目建设步
伐。在锦溪计家墩村、祝甸村
的基础上，推动尚明甸村的乡
村旅游发展，
在市政道路、绿化
景观、河道整理等基础工程建

设的同时，全力牵头引进伏热
花海项目和相关市场主体，打
造尚明甸乡村振兴新样板。推
动花桥天福花间堂和千灯大唐
花间堂精品民宿项目，力争年
底前完成方案设计并启动建
设。推动淀山湖首旅寒舍精品
民宿建设，争取明年上半年开
业运营。通过打造集乡村旅
游、民宿经济、众创空间、文化
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精品项
目，
让乡村成为推动产业融合、
集聚人才要素、驱动创新创业
的重要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