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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新时代最美新时代
革命军人革命军人

作战指挥的
幕后“花木兰”
——记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某保障队总工程师尹璐

坐在记者对面的尹璐，

刚刚参加完一场重要演习。

她身材清瘦干练，略显疲惫

的面颊上戴着一副眼镜。联

合作战、信息系统建设……

她向记者谈起从军 33 年来，

尤其是转隶中部战区联合作

战指挥中心以来，亲历的关于

科技和战斗力螺旋式提升的

故事。

2016 年 2 月 1 日 ，尹 璐

从原北京军区指挥自动化工

作站转隶到中部战区联合作

战指挥中心，任某保障队总工

程师。

刚成立的战区迫切需要

一套“一网连三军，一令传八

方”的作战指挥系统。

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

处处长席海军回忆，尹璐在经

过翔实的调研和缜密的思考

后，建议立足现有的指挥信息

系统重新进行融合集成，先满

足急需，然后围绕需求再不断

充实完善。

按照“战区主战”的设计

需要和建设思路，尹璐带领团

队集成了基础平台，并引接来

自陆、海、空等军种的 10多种

数据信息，组织上千次对接、调

试，让新的联合作战指挥信息

系统立起来、动起来、算起来。

从无到有：
集成联合作战指挥信息系统

据新华社上海 7月 30 日

电 上海奥科赛飞机有限公司

30日发布消息，历时近两年研

发，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大型太阳能驱 动“ 墨 子 Ⅱ
型”长航时飞机，27 日在浙江

德清莫干山通航机场成功首

飞。和 I代相比，这款飞机的

光电转换效能、飞行时间等，

都有了大幅提升，已接近商

业 化 应 用 。 目 前 ，“ 墨 子 Ⅱ
型”正和移动运营商、5G、蜂

窝设备商等合作，布局低空

数字化产业。

“墨子Ⅱ型”设计翼展达

15米，采用4台电力驱动，太阳

能电池供电，并装有储能电池，

在 6000 到 8000 米高空飞行，

可以完全利用光能转换电能驱

动，飞行过程中无任何废气排

放。此次首飞主要测试飞机的

空气动力、太阳能转换效率、整

机结构、飞行稳定性、操纵系统

等。经验证，该飞机气动效率

高效。

和 I 代机型相比，“墨子

Ⅱ型”的水平尾翼被移到机

身下方，稳定性更强，可应对

更复杂的空中环境；光能转

换电能的效率从 I 代的 16%

提升到了 23%，天气良好的

情况下，一次可以留空作业

12小时。

据介绍，只要气象条件允

许，太阳能飞机在云层之上以

较低速度巡航，可以在日间飞

行的时候，一边飞行一边充

电。该飞机有望在抢险救灾、

侦察通讯等领域应用。⑥4

“墨子Ⅱ型”首飞成功
系中国造中大型太阳能无人飞机

工作人员与“墨子Ⅱ型”飞机合影

虽然迈过了“从无到有”

的难关，新系统却在中部战区

成立后的首场演习中“掉了链

子”。这次经历让尹璐意识

到，作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

技术人员，做一名“技术通”是

远远不够的，还要成为一名

“作战通”——要从指挥员的

思维去审视技术保障工作。

研究实习员尹士龙回忆，

演习结束后，尹璐就开始恶补

联合作战和各军兵种知识，钻

研各领域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半年时间就“啃”下数百万字

的资料。不久，“战场综合信

息辅助分析系统”也在她的带

领下开始了艰难的研制过程。

“这个系统完全是我们团

队自行研制的，不再是对原有

系统的集成。”尹璐说。

从有到精：
研制战场综合信息辅助分析系统

“战场综合信息辅助分析

系统”投入使用后，尹璐几乎

每次都要跟班作业，查找技术

短板，优化系统性能。

“战区组建以来，她始终

紧盯世界最新联合作战动态

和信息技术前沿筹划科研工

作。”保障队某业务室副主任

李智国说，尹璐常常会问他

很奇怪、很冷门的问题，刚开

始以为是偶然，后来才发现

是常态。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在

尹璐看来，军人必须有勇气和

血性，但勇气不是匹夫之勇，

必 须 建 立 在 能 力 的 基 础 之

上。入伍 33 年来，她牵头和

参与了 30 余项科研课题，13

项获军队科技进步奖。

转隶战区 3年多来，尹璐

一直在奋力占得先机。“战区

的主责主业是专司打仗，而我

的工作是联合作战指挥的第

一环，必须得抢先一步。”

她想离战场近一些，更近

一些。⑥4 据新华社电

从精到追：
紧盯前沿技术和最新动态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30 日

电 6 月 29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

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近日，经过有关部门的有

序高效工作，一批符合特赦决

定规定的特赦对象被依法释

放。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珍

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心怀

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积极回归

家庭、回报社会。

7 月 21 日下午 3 时许，江

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陆某洲

接过了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的特赦裁定书，正式获得

特赦。

陆某洲是一名曾参加过保

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对外作战的退伍老兵，属于特

赦决定中可予以特赦的九类罪

犯中的第二类罪犯。现年 51

岁的他在 2015 年因交通肇事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

月。服刑期间，他表现良好，

2018年经法院裁定假释，同年

起接受社区矫正。

“通过改造教育，我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

害，也一直深感痛心和后悔。”

陆某洲激动地说，“这次特赦，

让我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慎刑

恤囚、明刑弼教。这是对我们

的一次深入人心的教育、感化

和挽救，也给了我们一次重新

回归社会的机会。”

同样因交通肇事罪获刑的

于某春，是山东省本次获得特

赦的一名罪犯。山东省枣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于某春在

犯罪之前没有犯罪记录，接受

社区矫正以来积极参加各项学

习教育和公益劳动活动，认真

遵守各项管理规定，服从司法

所监管，改造效果良好。同时，

于某春曾参加过保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

属于特赦决定中的第二类罪

犯，符合特赦决定规定。

“不忘军人本色”，是不少

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

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特赦对象

共同的心声。7月 22日，因犯

职务侵占罪服刑已有两年的特

赦对象刘某华走出广东肇庆监

狱大门，与已在门口等候许久

的家属团聚。战场上的他曾经

历数次大小战斗，被地雷炸伤，

后背留下一块三指宽的伤疤。

由于伤及神经，他止不住抖动

的手花了一分多钟才在特赦裁

定书上签完名字。

“想起当年牺牲在身边的

战友，真的很惭愧。但党和

国家没有忘记军人作出的贡

献和牺牲。”刘某华仰起头，

强忍泪水说，“我一定尽早把

欠村里的钱一分不少都还上，

早日弥补自己的过错，争取村

民原谅，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

在广东清远监狱，54岁的

徐某东是广东本次首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

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过较大贡

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称号的”情形的罪

犯。他曾参与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并获得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荣

誉称号。

2018 年 10 月，徐某东因

犯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

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

月。据监狱干警介绍，徐某东

服刑期间遵纪守法、积极改造，

在监狱组织的自学考试中成绩

优异。

7月 27日，徐某东走出监

狱，和妻子在夕阳下紧握双

手。“感谢党和国家，我相信他

回归家庭后会更加珍惜生活，

也将竭力为社会做贡献。”徐某

东妻子说。⑥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一批特赦对象被依法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