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中国故事

2015年12月30日 星期三

空 中 王 牌 今 更 亮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这是在人类空战史上写下辉煌战绩
的空军航空兵部队，朝鲜战场的赫赫战
功、毛主席的亲笔嘉奖为他们赢得了“空
中王牌”的美誉。
当人类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这支曾
经创造“空中拼刺刀”
“ 放牛娃打胜仗”传
奇的王牌部队，能否率先实施军事变革、
实现自我革新，在新时期延续“空中王牌”
的英雄品质？隆冬时节，记者来到空军航
空兵某师采访，从“今天准备战斗”的铮铮
誓言到深入人心的“战场思维”，这里始终
有一种“临战”的紧迫感，如箭在弦。

不给自己留有余地
漫步在营院中，一块巨石上镌刻的一
行大字格外醒目：打造世界一流空中精锐
之师！该师师长王卓平告诉记者，打造世
界一流，就要把自己逼到绝境！环境恶
劣，可打可不打的坚决打；条件复杂，可飞
可不飞的坚决飞；没有要求，可上可不上
的坚决上！
去年盛夏，
黄昏时分，
未知条件下的实
弹突防突击将要展开。然而大漠戈壁，狂
风怒号，云团翻滚，风力、风速都已超出装
备性能极限和日常实弹训练条件。
担负任务的某团团长陈权龙意气风
发地驾机升空，
“ 千里走单骑”远程奔袭。
为达到最佳作战效果，增加突防的隐蔽
性，他们逐渐将高度降到了最低。但在风
速每秒 18 到 20 米、气流汹涌的条件下超
低空钻山沟隐蔽突防，稍有差池，战机就
有可能发生事故。陈权龙镇定自若，稳稳
操控，硬是在对手火力的重重封锁下“取
敌上将首级”，并且全身而退………
在这次演习中，陈权龙不仅凭实力
夺得“金飞镖”，还开创了极端恶劣天气
远程机动、超低空山谷突防、实弹攻击 3
项纪录。
“这么危险的天气，你们怎么敢打？”
“要是真打仗，敌人恐怕不会给我们选择
天气的机会吧？”陈权龙告诉记者，
“ 给自
己留有余地，就是在为对手创造机会。在
武器装备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要胜利
就要抓住一切贴合实战的训练机会”。
新装备整建制转场驻训，一场暴风雨
不期而至。狂风卷起豆大的雨点倾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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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在进行地面演练。
至，水平能见度仅为几百米。军区空军首
长端坐塔台面色凝重，不少前来指导的机
关工作人员认为该师会要求推迟计划，延
期进驻。然而时间一到，只听该师指挥员
一声令下：起飞！数十架战机依次犁开跑
道上的积水，变双机编队起飞为单机跟进
起飞，准时准点到达指定“战位”。
空军在该师组织集训，“钻山沟”演
示飞行时天气突变，云底高不足千米，
能见度只有五六公里。而飞行区域里山
的高度就有 1800 多米，在这样的条件下
飞进山谷，难度太高、风险太大，但他
们仍然按计划起飞。钻进山沟后，连雷
达都找不见他们的踪迹。改用无线电呼
叫，也因为山谷屏蔽，他们没有任何反
应。观摩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而在场的师领导们却泰然自若。10 余分
钟后，战机呼啸着在峡谷尽头冲天而
起。大家看到，从航迹暂时消失到再次
出现，战机在浓云覆盖的山谷中，整整
飞了近百公里……
给自己留的余地越小，战斗力成长的
空间就越大。近年来，他们先后创下了普
训山谷飞行、自由空战等数十项新纪录。

不断寻求新的突破
7 月 22 日，战机喷射着蓝色的火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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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夜空、扶摇直上。该师原师长景建峰驾
机升空，带着以一对二的战术课题验证任
务，加入到某团的夜间自由空战对抗序列
中。
搜索、占位、翻滚、机动、干扰、摆脱
……浓浓的夜色中，对抗双方的缠斗十分
激烈。突然，景建峰与某团副团长曹斌驾
驶的战机失去控制，连续出现剧烈且毫无
规律的俯仰摆动和交替滚转。巨大的正
负过载来回交替，一会将他们从座位上拽
起来，狠狠地撞向座舱盖，一会儿又将他
们死死“摁”在座位上，无线电接口被拔
断，空地失去联络。
其实，这场危险景建峰可以避开。作
为责任重大的战役级指挥员，他完全可以
将主要精力用在作战筹划、战术研究和指
挥所的运筹帷幄上，把验证任务交给年轻
同志。
景建峰是全师职级最高的飞行员，参
谋人员考虑到他的精力分配和体能状况，
也经常提议他少飞大载荷、高强度飞行课
目。然而，他还是强烈要求新训课目带头
练、实战课目带头飞。
在记者面前，
这位飞行时间超过 3000
小时的特级飞行员说出了心声：
“一支能打
仗、打胜仗部队的指挥员，始终会喊‘跟我
上’，而不是‘给我上’。只有平时把自己练
精了、
练强了，
才有人敢跟你上。”

事后，空军专家组调看战机的飞行参
数和视频后，由衷折服：在前后舱无线电
中断的情况下，景建峰与曹斌两人从容应
对、默契配合，仅用 17 秒就圆满处置了这
一重大特情。要知道，这款新型战机改装
以来，类似的复杂险情从无先例，更没有
经验可供借鉴，每一个处置动作都决定生
死，性命攸关。
还有更惊险的故事。那天，该师某团
原团长沈军洪静静地坐在飞行现场准备
室里，在脑子里一帧一帧地过着座舱设备
使用流程、操纵动作要领、异特情况处置
方法的“画面”，做战前准备。
此次，他将要试飞验证由他主创的某
型二代机半筋斗翻转拉起低位抢攻战
术。这不仅是空军历史上第一次飞这种
战术，而且因为突破了思维定势，颠覆了
所有飞行员对传统空战战术的认知，又在
飞机极限性能包线外延的“刀尖”上行走，
很多人在这一战术理念初创时就给了定
论：异想天开。
“哪怕只有一分的几率也要突破它！”
沈军洪坚毅中满怀自信。而他的自信，是
用自己系统的科学论证，用一个个精准数
据作为支撑的。
战机咆哮着在空中俯冲、翻转，拉起、
攻击，一个个高难度动作在万里碧空完美
展现。沈军洪用自己的实力，完成了这一
战术意义十分重大的挑战。不久，在空军
组织的自由空战竞赛性比武考核中，普训
了这一战术的该团飞行员，在同型机对抗
中连战连胜，最终赢得当年该机型团队
冠军。
“这是目前的最强战术了吧？”面对记
者的问题，沈军洪沉静地回答：
“也许今天
是，明天就不是了。”
王卓平谈到这一经典案例时颇有感
触：
“ 打仗时，关键就靠那一两下，而这一
两下可能你飞一辈子都认知不到，因为你
的训练水平就在那摆着，别人都知道。要
想打胜仗，就要不断去寻求新的突破。”
现在，每个团队都建立了由飞行尖子
组成的战术攻关小组，每个人的眼睛都盯
着训练的空白和盲区，不断孕育新的突
破。他们首开全军异型机自由空战训练
先河；率先与驻地诸军兵种部队携手打造
集成训练区；低空飞到最低、载荷拉到最
大、实弹打到边界、远海飞到最远；所属 3
个团均获得过空军自由空战比武团体第
一，13 人次获“金头盔”，2 人次获“金飞
镖”……

为强军梦贡献全部智慧
——记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总工程师刘忠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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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少华

“指挥控制系统就像现代战争中的
‘外脑’，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外脑’注入
更多智慧。”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
理学院总工程师刘忠教授用生动、形象的
语言解释了他所从事的科研工作。
不久前，刘忠带领团队完成了某重要
指挥控制系统的研制，这一系统现已正式
装备部队，将为进一步提升联合作战指挥
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目光敏锐 勇于创新
刘忠是我军最早研究指挥控制系统
的学者之一。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在
长 沙 炮 兵 学 院 做 教 员 的 他 对 美 军 集“ 指
挥、控制、通信、情报”于一体的信息化作
战系统深深着迷。彼时，我军炮兵还缺乏
信息化手段，作战计算仍局限在炮兵计算
尺、计算器上，差距显而易见。
当许多同行还在为外军眼花缭乱的
先进武器津津乐道时，刘忠一针见血地指
出：信息化战争，拼的不仅是“肌肉”，更是
“脑控”。强军先强“中军帐”，要将智慧和
力量倾注在战斗力生成的最薄弱、也是最
核心的环节。
他将敏锐的目光瞄准军事指挥控制
系统，先后攻读了计算机系统软件专业硕
士学位、指挥信息系统方向博士学位，并
受命担任“联合作战指挥某重大任务”课
题组组长。
为让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部队，他虚
心向部队官兵请教，学习军事知识，力争
实现指挥控制和技术的无缝对接。2001
年，在多次赴部队调研后，他首先提出“基
于人类组织的信息栅格建模”这一崭新指
控建模方法。刘忠认为，无论科学技术怎
样发达，都不应忽视人在指挥作战中的核
心地位。后来，这一方法的相关成果被公
认为“分布式桌面栅格的四大典范之一”。
2006 年，从英国朴茨茅斯大学访问
回国后，刘忠接到了建设信息系统工程重
点实验室的任务，这是我国唯一从事指挥
控制研究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只有建

刘忠教授（右二）与学员交流。
起大规模试验环境，我军才能实现指挥控
制系统的全谱系实验。然而，军队指挥控
制领域涉及多军兵种、多层级、多装备，建
设难度巨大。
刘忠和团队秉承钱学森的系统工程
思想，将深厚的理工科理论创新应用到指
挥控制领域，探索出指挥编组、作战模式、
流程设计、规划计划等军事问题背后的数
理机制，创新性地提出了指挥控制组织体
系模型，应用于多个指挥控制系统，为指
挥控制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
成为指控系统领域的“排头兵”。
“为强军梦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在
这一理想信念的召唤下，刘忠带领的“指
挥控制组织设计与优化”团队入选教育部
“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成为指挥控制研究
领域首支国家队；他创建了“作战计划系
统技术”博士点方向，并担任导师，先后指
导了 40 多名博士生、硕士生，成为服务部
队指挥控制领域的强力军；他们团队的研
究论文在国际指控研究舞台发出强音，在
Google scholar 引 用 超 过 1000 次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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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同行同台竞技，这在军事问题为主的
国内研究团队中较为罕见。

科学最重 名利最轻
一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天时、地利、
人和。由于长期受到机械化战争思维的
影响，作战指挥控制更多依靠指挥员的经
验和感觉。然而，在现代战争中，信息化
条件下的体系作战已逐步取代传统机械
化条件下的集团式作战，情报预警、力量
运用、综合保障一体化等的合理运用可以
实现作战效能的倍增。
一次协同作战中，由于各军兵种制定
的计划各自为政，不同装备间出现电磁互
扰，作战效能大幅降低……
面对制约战斗力的瓶颈问题，刘忠心
急如焚。他知道，不借助先进的信息化手
段，仅凭人脑的经验决策，无法适应现代
战争需要。
面对急迫的军事需求，刘忠经过大
量调研和刻苦攻关，带领团队开发出数

字化作战计划系统，将战场兵力、作战
行动、打击效果、战场环境影响等要素
数字化，运用“大数据机器学习”“军事
运筹”“专家系统”等高技术进行计划生
成和推演评估。
该系统一经使用，就效果明显：人工
需几天甚至一个月才能制定出的作战计
划，在系统协助下速度提高了几倍；庞大
的作战要素之间协同规划，指挥员结合系
统很快拿出了最优方案；甚至一些思维惯
性产生的问题也在它的“火眼金睛”下被
及时纠正。
一次作战对抗筹划中，某部计划运用
直升机展开跳跃式攻击，攻击方向、兵力
运用、火力运用、要素协同几乎无懈可击，
但仍被该系统“拦截”。原来，直升机完成
任务后的返航路线与蓝军某防空阵地的
射程覆盖区域“打了擦边球”，极易被敌击
毁，事后，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不禁对该系
统拍案叫绝。
刘忠和团队用智慧和汗水推动着指
挥控制领域的技术发展，科研成果多次
在重大任务中得到广泛应用，也得到了
部队官兵广泛赞誉。名声在外后，一些
国防工业部门找到刘忠，希望展开合
作。有人认为这种合作就等于把核心关
键技术拱手让给他人，会让整个团队在
下一步的发展中从“主角”变成“配
角”。刘忠却说：“我们的职责就是让搞
出来的研究打仗能用、官兵满意，只要
能把关键技术用在部队战斗力提升上，
谁主谁次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荣誉和利益面前，刘忠始终大公无
私，总是将年轻人推到台前。2011 年，他
参与的某重大项目计划申报军队科技进
步一等奖，该项目负责单位建议刘忠为科
大的申报代表。刘忠推辞了，反而推荐了
并肩战斗在项目一线的一位同事。
事后，他谦虚而又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不仅要学习钱学森的学术精髓，更
要 学 他 ‘ 国 为 重 、 家 为 轻 、 科 学 最 重、
名利最轻’的价值观。年轻人有发展，
军队才有希望！”

——

——空军航空兵某师聚焦强军目标狠抓战斗力建设纪实

他让

12 月 7 日，中国工程院
公布了 2015 年院士增选结
果，浪潮集团首席科学家王
恩东当选信息与电子工程学
部院士，成为我国服务器领
域的首位院士。
在从事信息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建设的 23 年间，王恩
东始终致力于服务器技术研
究，提出了多项体系结构设
计方法，主持研制了多个系
列产品，完成 973、863 课题
9 项，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16
项、美国发明专利 3 项。
王恩东把高端容错计算
机称作“关键应用的中枢”， 本报记者
他说，在关键应用领域承载
核心业务的高端容错计算
机，通常扮演着后台信息中
枢的角色，一旦出现故障，往
王金虎
往会造成业务系统的整体停
顿，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甚
至会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和经
济的正常运行。
作为 IT 大国，中国却没
有自己的高端服务器，
这一尴
尬的现实一直深深地刺痛着
王恩东。
“高端容错计算机是
现代计算机产业
‘皇冠上的明
珠’，是当前金融、电信、电力
等行业的核心业务数据处理
平台，
被列入瓦森纳组织对华
技术封锁的名单。这一产业
技术门槛非常高，
科研耗资巨
大，
超出了一般企业甚至政府
的承受范围，
这是我国高端服
务器产业空白的重要原因。”
王恩东说。
此前，我国高端容错计
算机全部依赖进口，进口产品技术完全不可控，使得我
国关键行业面临数据被窃取、业务被摧毁的风险，严重
威胁国家战略安全。同时，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一
直将高端容错计算机相关技术作为国防战略技术，对
中国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
2007 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原国信办联合对
电子政务进行了检查，发现已经建设和在建的电子政
务项目中，设备国产化率不足 33%。其中，面向复杂事
物处理的中高端服务器，国产化率不到 10%。这样的
窘境令王恩东坐卧不安。
“高端容错计算机是整个软硬件产业的核心，IT
产业巨头都有自己完善的高端容错计算机技术，并以
此为基础形成了封闭而成熟的技术系统，持续获得高
额利润。中国信息产业要实现转型升级，没有高端容
错计算机技术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关键核心技术
是买不来的，只能靠自主创新！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无
法实现产品的自主研发，就只能做别人的‘提线木偶’，
中国服务器产业就会永远受制于人！”王恩东感慨道。
2008 年，
王恩东带领浪潮集团 400 多位工程师，
开
始承担国家
“十一五”
信息领域优先主题、
国家 863 专项
“32 路关键应用主机”的研发。面对国内在该产业领域
的几乎
“零积累”
和国外异常严格的技术封锁，
王恩东的
创新团队向世界服务器技术的险峰发起冲击。
“在项目研发之初，我们将它命名为 K2。K2 是世
界第二大高峰乔戈里峰的代号。乔戈里峰是公认的世
界最难爬的高峰，我想借此告诉研发团队的每一个人，
这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成功的概率比较小，一不留
神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王恩东回忆道。
经过 4 年不懈努力，他们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款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容错计算机，这意味着
我国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垄
断和封锁，浪潮也成为全球第五家掌握这一核心技术
的公司，在金融、能源、政府、军队等国家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实现了国产替代，使我国的关键数据能够跑在自
主平台上，为我国信息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王恩东带领浪潮服务器创新团队依托自主创新，
走出了一条由弱变强、从跟随到超越的中国服务器产
业发展之路，实现了我国服务器产业由技术依赖向自
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并为国家培养储备了一大批信
息领域的专业人才。如今，他们的项目成果除了应用
于国内的关键行业外，还出口到津巴布韦等多个国
家。而自主创新服务器系统的成功应用，迫使进口产
品价格和服务费用大幅下降，每年可为国家节约信息
化成本数十亿元。
“与国际巨头的竞争大幕才刚刚开启，路漫漫其修
远兮。”王恩东并没有满足于来之不易的胜利，他透露
说，眼下“64 路大型主机”的研发已经“在路上”，研制
成功后有望在核心应用上彻底取代国外品牌。对于未
来，王恩东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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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东（前左）与科研团队在一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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