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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防 时 讯

快言快语快言快语

军用水壶装可乐之后
■范福江 胡强永

１１ 月 １３ 日，胶东半岛某野外演训场，

山东某预备役团山地进攻战斗演练正在

进行。历经苦战，一营三连凭着顽强的战

斗拿下攻击目标，正当官兵们欢呼雀跃沉

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预备役战士赵伟却

“不应景”地晕倒了。

“战斗已经结束，咋还会晕倒？”前来

诊治的军医孙彦文疑窦丛生。仔细打量

了赵伟的装备后，孙彦文将目光定格在

赵伟尚未盖上盖子的水壶上，拿起水壶

一晃、一闻，苦笑道：“这就是罪魁祸

首———水壶内装的是可乐！剧烈运动后

饮用碳酸饮料，造成血管收缩使心肌供

血不足，所以会晕倒、身体僵硬。”

“按规定，军用水壶一律装白开水，

赵伟啥时换上可乐的？连长、班长怎么管

理的？”团长一下子黑了脸，对三连长等

相关人员提出了严肃批评。消息传出，引

起一片哗然，有官兵不以为然：“训练这

么累，喝点饮料咋啦？部队的条条框框也

太死板了！”“我们又不是现役的，何必管

得这么严？”“都什么年代了，还白开水，

太土了吧？规定是不是该改改了……”

听到这些不同声音，政委梁训栋皱

起了眉。“嘿，政委生气了，明天政治教育

少不了！”有眼尖的人嘀咕。

第二天，梁训栋果然召集全体官兵

在操场集合。只见他戴着一副白手套，身

前的讲桌上摆放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玻璃

杯和一只装着冰水的塑料杯。台下官兵

一时间摸不清政委“葫芦里卖的什么

药”。梁训栋却不做声，只是倒掉玻璃杯

里面的开水，然后迅速将冰水倒进去，只

听“啪”的一声！玻璃杯瞬间炸裂。

“为什么玻璃杯突然裂开了？”梁训

栋突然发问。预备役战士王强站起来：

“小学生都知道，这是因为热胀冷缩呗。”

“对！这是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但我们有

些同志却不太明白。剧烈运动后人体就

跟装着热水的玻璃杯一样，心跳加剧、体

温升高、大量出汗，猛灌冰冷的碳酸饮

料，身体受得了吗？”梁训栋语重心长，

“部队的有些规定看似死板，但其实有科

学依据，是多年实践论证的结果：比如，

迷彩服左臂口袋里要放置三角巾、长跑

要穿作训鞋……”

台下，不少官兵难掩愧色，沉寂数

秒，掌声雷动。

1 1 月上旬以来，因连续遭遇强

降雨，湖南省道县 27 个乡镇场（道）

受灾，潇水河水位上涨，沿河低洼村

庄、民房进水，部分居民被困，道县人

武部组织民兵分队迅速投入救援。图

为民兵驾驶冲锋舟将即将分娩的村

民陆彩虹安全转移。 钟 毅摄

石林县人武部

走访结对帮扶村户
本报讯 李 凌报道：11 月 8 日，

云南省石林县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来到

大可乡岩子脚村，开 展“ 挂 帮 包 、转 走

访”活动。活动中，他们与挂钩户亲切

恳谈并认真填写访谈问卷、结对帮扶联

系卡，将结对帮扶门牌卡安装上墙，切

实解决群众的现实困难。

花溪区人武部

举办法律常识竞赛
本报讯 潘朝滨报道：１０ 月下旬以

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武部通过编

写法律常识“顺口溜”、开展普法常识

“每月一讲”、法规知识答题竞赛和演

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在专武干部和民兵

骨干中广泛开展法律常识普及活动，增

强他们的法治素养，为协调做好涉军维

权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鄄城县人武部
切实帮助贫困户致富

本报讯 张学明、邹伟报道：11 月

上旬，山东省鄄城县人武部组织工作

人员来到定点帮扶村北董庄，对前不

久 制 定 的 帮 扶 政 策 落 实 情 况 展 开 回

访。自与村里建立联创关系以来，该县

人武部通过建立帮扶活动联系卡、撰写

“民情日记”、定期回访抓落实、组织评

比等方式，切实解决村民的吃水、出行、

看病难等实际困难。截至目前，村里已

有 410 名贫困户在人武部的帮扶下走

上致富路。

凉山军分区
组织民兵护航马拉松

本报讯 魏雷雷报道：11 月 8 日，

“2015 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在

四川省凉山州府西昌市举行，来自国

内 外 28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20858 名 运

动员参赛，凉山军分区出动民兵 600
余人，协同当地公安、武警等部门积极

做好赛事安保执勤任务，受到当地政

府和群众的好评。

果果
园园
边边
扎扎
起起
迷迷
彩彩
帐帐
篷篷

1 1 月 1 1 日，贵州省长顺县广顺

镇凤凰坝退伍军人王森林家的果园旁

突然扎起了几顶帐篷。一群身着迷彩

服的年轻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地里忙

碌，割草、翻地、改种、施肥……惹得邻

里们眼热不已：“王老兵好福气！有武

装部这门好亲戚！”

王森林是名曾参加过边境防卫战

斗的老兵，这两年，因妻子患重病,家中

缺少劳动力，果园疏于管理，果树品性

退化，失去了发展生产的动力，生活日

益艰难。长顺县人武部得知后，立即为

他送去 1 万元解难资金，并且组织干

部职工和民兵应急分队 40 人来到他

家的苹果园里。大家吃住地头，劳作 3

天，将 60 亩苹果园里的杂草除尽，生

病的果树也改种上了优良品种。

梅梅志志勇勇摄摄影影报报道道

厂家技术员是战斗员吗？
摆脱依赖心理方能驾驭新武器

本报讯 郑利军、王怀夺报道：11 月 8
日，辽宁某预备役高炮师新列装不久的某新

型双 35 高炮打出满堂彩。阵地指挥员、营长

贺迅感慨道：“只有把厂家技术指导与自个儿

摸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掌握武器操作的精

髓———毕竟，厂家技术员不是一线战斗员！”

贺迅之所以有此感慨，得从 6 天前首次

利用新装备实射“败走麦城”说起。那天清晨，

几次集火射击，故障频发、弹迹散乱，参演官

兵对新高炮卓越性能的巨大期望在半个小

时内“全线跌停”。炮声刚停，官兵顾不上吃

饭，就拉着随队保障的厂家技术员开起了

问题查摆会。会上，有官兵提出，自己明明

按训练教范操炮射击却打偏了，是不是教

范编写有问题？有官兵抱怨火炮射击精度

比预定标准低，当厂家技术员建议先从炮

手操作手法上找原因时，性急的贺迅拉着技

术员就让他做个规正的示范，最好把射击准

备的全套流程手把手来上一遍……见此情

形，师长刘斌赶紧校正会议方向，他问大家，

“厂家技术员是一线战斗员吗？野战化首先是

保障自主化，厂家是来帮助我们解决技术问

题的，具体的操作还得靠自己！”

贺迅仔细一琢磨，确实如此：前期训练

没少向专家请教，但打起实弹来，还是被各种

问题折磨得焦头烂额———说白了，只有亲自

上手操作，才能吃透精髓、悟出门道。随后，贺

迅拉着厂家技术员一块上阵地，技术理论讲

解由技术员负责，实践操作经验由炮手、指挥

员摸索。如此硬“啃”几天，感觉一下子豁然开

朗了。第六天该师再次组织实弹射击，官兵们

已经把陆续摸索出来的 20 余个操作招法熟

记于心，随着航模几进几出，新型双 35 高炮

威力大增、先后四次命中拖靶。

困难向谁讲？援手往哪伸？军地一口清

涉军会议分门别类提质增效
湛江市用法治杠杆推动党管武装工作落实

本报讯 刘国杰 、李骏报道：“贵

部民兵训练提请议军会商议”“你处科研

难题将由联席会处理”……初冬，广东省

湛江市开始酝酿来年多个涉军会议议

题，与过去不同，驻军反馈的难事全部分

门别类归入对口会议范畴。

“以往有了挠头事，驻军不分啥会都

反映，地方缺乏重点疲于应对，军地时间

精力都花了不少，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如

今，困难向谁讲？援手往哪伸？军地一口

清。”谈起这一变化，湛江军分区政委陈

洪告诉笔者，他们联合市委、市政府用法

治杠杆推动涉军会议规范化，让党管武

装工作更加科学高效，引来军地叫好。

涉军会议缘何饱受关注？一次规范

为何备受欢迎？湛江驻军单位多，军地间

需要协调、互助的问题也不少，都得依托

诸多涉军会议抓总纲、定盘子。涉军会议

有议军会、联席会、武委会、驻军委员会

等类型，但大家对这些会议的特点、区别

不甚了解，往往“胡子眉毛一把抓”。前年

议军会，军地本打算研究子女入学问题，

可教育局未参会，只能不了了之。无独有

偶，一场本该聚焦后备力量建设的武委

会上，有地方领导热心询问,为何不研究

海军某基地建设问题，同样引来一片尴

尬。“不同涉军会职能不同，涉及到军地

责任人也不同。”军分区组干科长杨胜其

说，涉军会议缺乏深层次规范，引来的军

地责任不清、分工不明等问题，不仅增加

了不必要的负担矛盾，还让地方党管武

装工作打了折扣。

针对这一情况，湛江市委和军分区

在深入驻军单位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现

行法规，征求军地意见，追本溯源理清各

个会议程序和职责。比如，市委议军会侧

重国防后备力量，军地联席会关注驻军

训练困难等职能得到一一规范。他们根

据会议的重要性和任务要求，明确召开

时间地点和出席人员，确保研究事项会

前有交流、会上有决定，提高会议质量。

他们还新增执行监督制度，对纪要起草、

决议落实、责任追究等逐一明确，确保会

议末端落实。翻开刚出台《议军会议事规

则》，笔者注意到：包含议题上会标准、必

须出席人员、后续跟踪追责等 20 余条措

施，让会议从召开到落实，环环聚焦重

点，项项条理分明。这段时间，市编办、财

政局等多个部门接连会同军分区走访调

研、联络商讨，一份今年议军会确定的

《随军家属安置实施细则》正加速推进。

教育不能“自己感动自己”
■丁宏旺

上世纪 20 年代，在西方国家乡村

改造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兴起了颇受国

内外关注的乡村建设运动，知识分子、

社会贤达与政府官员激情澎湃地投身

地方自治与乡村建设，虽殚精竭虑，却

鲜有农民响应。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

“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甫一提出，就

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

为何两种初衷相似的想法结果迥

异？简而言之，在乡村建设中，社会精英

以自己的构想臆测农民的需求，一厢情

愿扎根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扶贫上，对农

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置若罔闻，落入“自

己感动自己”的窠臼，收效甚微不难理解。

当前，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活动陆续铺开，要让官兵入脑入心，

教育者也要琢磨突破“自己感动自己”的

局限，站在官兵的立场上寻找契合点———

少拿“重要意义”说事，避免长话、

空话、套话。原北大校长任彦申就曾指

出，讲话是为了让人听，应当以别人听

得进为前提，不能强买强卖。因为，事物

的意义基于个体的感受，意义的完成关

键在于信息接收者，这要求教育者有理

有据地陈述观点，避免生硬说教，让教

育内容在官兵身上实现“软着陆”。

少持“思想精英”派头，蹲下身子转

文风换语态。地方自治与乡村建设中，

社会精英看到农民素质不高，开出的

“药方”是知识精英送文化下乡，殊不知

此时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教育中也

容易出现“精英思维”：教育筹划部署阶

段，用上级要求或自己思想代替细致的

调查；教育语态上，坚持“我觉得，你们要

怎样该怎样”的精英语态，缺少“我们可

以怎样，怎样努力”的群众语言。要改作

风换语态，教育者就要蹲下身子，从受

教育者的视角出发，“带着干、跟着干”。

少打“独家拳法”，媒体合作出亮

点。媒体是教育者传播信息的重要载

体，对官兵起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因此，树立媒体合作意识也是重要一

环，尤其是善于运用网络媒体。习主席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政治工作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网络时

代，官兵崇尚“指尖上的生活”，习惯“虚拟

式的表达”，青睐“互动式的交流”，对网络

语言天然具有亲切感、亲近感。教育在确

保主题不偏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新闻

策划和网聚力量的作用，丰富形式拓宽

渠道，提升教育实效。

新老装备如何扬长避短？
混编综合运用提升作战效能

本报讯 赵林、王怀夺报道：11 月

12 日，实弹打靶最后一天，师里却安排

新型双 35 高 炮 与 老 式 57 高 炮 “ 比

武”，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第一回合，57 高炮射击。拖靶刚刚

进入射击空域，57 高炮就在雷达带动

下跟踪瞄准，眼见飞至最佳射击位置，

营长贺鸣按下击发按钮，可观察弹迹，

基本尾随目标而去，没有达到火力拦

阻的目的。火炮技师王庆连给出解答：

57 高炮伺服系统老化，执行控制信号

时有微弱时间延迟，在不能有效掌控

提前量的情况下，不适宜打击近空高

速目标。

拖靶再次进入射击空域，双 35 高

炮在雷动指引下快速校正射击诸元、

死死锁定目标。突然，靶机调头，不多

时，雷达测距显示，目标飞离有效射

程。见此情况，双 35 高炮连李连长直

喊不对头，参加打靶好几年，还是头回

遇到靶机飞到射程之外的情况，不过

转念一想，也感觉没啥不对：敌机哪会

一直在你射程内晃悠！

第三回合开始，新老高炮齐上阵。

只见靶机升空转弯、由远而近当面飞

来。57 高炮确认瞄准，接着果断远距点

射。随着一串红色亮点扑盖过去，靶机

立刻改变航线，进入低空高速迂回接

近。这时，双 35 高炮雷达接替开机，复

合捕捉锁定，继而全连集火、瞬间形成

面状杀伤弹幕……返航检查，这个回

合拖靶两处被击穿、一处被剐破。

看到这个结果，师长刘斌道出了

比武目的：“新老装备各有所长，扬长避

短综合运用才是制胜之道，战法研究不

能滞后，下一步，咱们路还很长……”

新装首用要不要降低难度？
贴近实战苦练才能战时取胜

本报讯 丛洪凯、王怀夺报道：天公不

作美，该师刚刚摆开阵势，细雨、大风、薄雾

便轮番登场，开战就是坏天候，搞得官兵们

心中都没底儿。前 3 天打靶，靶机的嗡嗡声

都听得一清二楚，雷达屏幕上却始终一片

平和；运用雷达的电视跟踪功能锁定目标、

指引射击，却雨雾飘来、吞没拖靶，让目标瞬

间丢失；用上低空补盲的指挥镜，晨曦时分

的天空忽亮忽暗，目力所及一片混沌……

遭遇这些情况，操作某新型雷达的号手们

连呼意外：知道会从严从难设情况，但没想

到会直接瞄着雷达的短板来。

“刚用新装备，还是降低点难度，搞个

开门红让新雷达好好亮个相，也让官兵心

里有点底气。”有官兵建议道。“底气来自实

力！”师长刘斌回答，“不知道自己的死穴在

哪里，怎么能防住敌人的狠招？只有在最险

恶环境中实练，才能知道新装备存在的问

题，以最快速度驾驭手中的武器！”

天气还是阴晴不定，靶标设定难度也

没降低。在此情况下，雷达号手们开始向

厂家技术人员深入了解装备特点，结合面

对的复杂天候、空情，逐渐总结出综合运

用雷达侦察、电视跟踪、指挥镜补盲的引

导射击招法，并就如何快速切换、如何接

力跟踪形成快捷操作流程。

眼看雷达号手的本事在增强，目标难

度却也随之升级：航模连续实施规避动作突

然进入射击空域、拖靶中用以增加雷达波发

射面的铝箔材料被减去一半……兵来将

挡，雷达号手、阵地炮手越练越有劲，越练对

手中的新装备越了解，对打赢也越有底气。

初冬时节，辽宁某预备役高炮师进驻渤海岸边的丘陵地带，拉开

年度反空袭作战实弹打靶序幕。此次演练，是该师新列装的某新型雷

达、新型双 35 高炮等武器的首次亮相，如何掀开“新人”的“红盖头”，

让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该师的探索引人深思———

让新装备快点形成战斗力

随着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深入推

进，预备役部队正逐渐列装部分较为

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让有限的新装备

快速形成战斗力，则具有很强的迫切

性和现实意义。

要着眼培养骨干勤摸索。新装备终归

是要自己用，厂家保障人员不能全寿命、

全时段跟随保障。在训用新装备时，既应

立足基本应用向生产厂家、先行单位请

教，更应结合前人经验多加自我摸索，努

力实现“一款装备用明白、一批骨干走出

来”，真正把“训、用、管、保”的本事学到

家，让预备役部队的战斗力更有含金量。

要着眼性能发挥放手训。装备性

能在不同条件下是有差异的，理论数

值与实际效能往往不甚相同。特别是

武器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它的性

能极限、故障情况等都需经过实践检

验才能逐步掌握、了解。所以，训用新

装备一定得敢于设置复杂条件、给出

险难情况，在遵守操作规程的基础上

放开手来用，以摸准、摸透武器的脾

性，充分发挥它的实际效能。

要着眼整体战力巧运用。就预备

役部队来说，在较长时间内，新装备还

只有很少的数量。要充分发挥新装备

的作战效能，必须放在整支部队的战

斗力构成中来考虑，在深入理解装备

编配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扬新装备之

长、避旧装备之短，通过武器装备局部

的更新换代，带动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的提升和飞跃。

编 后 ■张和芸

军用水壶装可乐之后
■范福江 胡强永

１１ 月 １３ 日，胶东半岛某野外演训场，

山东某预备役团山地进攻战斗演练正在

进行。历经苦战，一营三连凭着顽强的战

斗拿下攻击目标，正当官兵们欢呼雀跃沉

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预备役战士赵伟却

“不应景”地晕倒了。

“战斗已经结束，咋还会晕倒？”前来

诊治的军医孙彦文疑窦丛生。仔细打量

了赵伟的装备后，孙彦文将目光定格在

赵伟尚未盖上盖子的水壶上，拿起水壶

一晃、一闻，苦笑道：“这就是罪魁祸

首———水壶内装的是可乐！剧烈运动后

饮用碳酸饮料，造成血管收缩使心肌供

血不足，所以会晕倒、身体僵硬。”

“按规定，军用水壶一律装白开水，

赵伟啥时换上可乐的？连长、班长怎么管

理的？”团长一下子黑了脸，对三连长等

相关人员提出了严肃批评。消息传出，引

起一片哗然，有官兵不以为然：“训练这

么累，喝点饮料咋啦？部队的条条框框也

太死板了！”“我们又不是现役的，何必管

得这么严？”“都什么年代了，还白开水，

太土了吧？规定是不是该改改了……”

听到这些不同声音，政委梁训栋皱

起了眉。“嘿，政委生气了，明天政治教育

少不了！”有眼尖的人嘀咕。

第二天，梁训栋果然召集全体官兵

在操场集合。只见他戴着一副白手套，身

前的讲桌上摆放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玻璃

杯和一只装着冰水的塑料杯。台下官兵

一时间摸不清政委“葫芦里卖的什么

药”。梁训栋却不做声，只是倒掉玻璃杯

里面的开水，然后迅速将冰水倒进去，只

听“啪”的一声！玻璃杯瞬间炸裂。

“为什么玻璃杯突然裂开了？”梁训

栋突然发问。预备役战士王强站起来：

“小学生都知道，这是因为热胀冷缩呗。”

“对！这是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但我们有

些同志却不太明白。剧烈运动后人体就

跟装着热水的玻璃杯一样，心跳加剧、体

温升高、大量出汗，猛灌冰冷的碳酸饮

料，身体受得了吗？”梁训栋语重心长，

“部队的有些规定看似死板，但其实有科

学依据，是多年实践论证的结果：比如，

迷彩服左臂口袋里要放置三角巾、长跑

要穿作训鞋……”

台下，不少官兵难掩愧色，沉寂数

秒，掌声雷动。

果果
园园
边边
扎扎
起起
迷迷
彩彩
帐帐
篷篷

1 1 月 1 1 日，贵州省长顺县广顺

镇凤凰坝退伍军人王森林家的果园旁

突然扎起了几顶帐篷。一群身着迷彩

服的年轻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地里忙

碌，割草、翻地、改种、施肥……惹得邻

里们眼热不已：“王老兵好福气！有武

装部这门好亲戚！”

王森林是名曾参加过边境防卫战

斗的老兵，这两年，因妻子患重病,家中

缺少劳动力，果园疏于管理，果树品性

退化，失去了发展生产的动力，生活日

益艰难。长顺县人武部得知后，立即为

他送去 1 万元解难资金，并且组织干

部职工和民兵应急分队 40 人来到他

家的苹果园里。大家吃住地头，劳作 3

天，将 60 亩苹果园里的杂草除尽，生

病的果树也改种上了优良品种。

梅梅志志勇勇摄摄影影报报道道

厂家技术员是战斗员吗？
摆脱依赖心理方能驾驭新武器

本报讯 郑利军、王怀夺报道：11 月 8
日，辽宁某预备役高炮师新列装不久的某新

型双 35 高炮打出满堂彩。阵地指挥员、营长

贺迅感慨道：“只有把厂家技术指导与自个儿

摸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掌握武器操作的精

髓———毕竟，厂家技术员不是一线战斗员！”

贺迅之所以有此感慨，得从 6 天前首次

利用新装备实射“败走麦城”说起。那天清晨，

几次集火射击，故障频发、弹迹散乱，参演官

兵对新高炮卓越性能的巨大期望在半个小

时内“全线跌停”。炮声刚停，官兵顾不上吃

饭，就拉着随队保障的厂家技术员开起了

问题查摆会。会上，有官兵提出，自己明明

按训练教范操炮射击却打偏了，是不是教

范编写有问题？有官兵抱怨火炮射击精度

比预定标准低，当厂家技术员建议先从炮

手操作手法上找原因时，性急的贺迅拉着技

术员就让他做个规正的示范，最好把射击准

备的全套流程手把手来上一遍……见此情

形，师长刘斌赶紧校正会议方向，他问大家，

“厂家技术员是一线战斗员吗？野战化首先是

保障自主化，厂家是来帮助我们解决技术问

题的，具体的操作还得靠自己！”

贺迅仔细一琢磨，确实如此：前期训练

没少向专家请教，但打起实弹来，还是被各种

问题折磨得焦头烂额———说白了，只有亲自

上手操作，才能吃透精髓、悟出门道。随后，贺

迅拉着厂家技术员一块上阵地，技术理论讲

解由技术员负责，实践操作经验由炮手、指挥

员摸索。如此硬“啃”几天，感觉一下子豁然开

朗了。第六天该师再次组织实弹射击，官兵们

已经把陆续摸索出来的 20 余个操作招法熟

记于心，随着航模几进几出，新型双 35 高炮

威力大增、先后四次命中拖靶。

困难向谁讲？援手往哪伸？军地一口清

涉军会议分门别类提质增效
湛江市用法治杠杆推动党管武装工作落实

本报讯 刘国杰 、李骏报道：“贵

部民兵训练提请议军会商议”“你处科研

难题将由联席会处理”……初冬，广东省

湛江市开始酝酿来年多个涉军会议议

题，与过去不同，驻军反馈的难事全部分

门别类归入对口会议范畴。

“以往有了挠头事，驻军不分啥会都

反映，地方缺乏重点疲于应对，军地时间

精力都花了不少，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如

今，困难向谁讲？援手往哪伸？军地一口

清。”谈起这一变化，湛江军分区政委陈

洪告诉笔者，他们联合市委、市政府用法

治杠杆推动涉军会议规范化，让党管武

装工作更加科学高效，引来军地叫好。

涉军会议缘何饱受关注？一次规范

为何备受欢迎？湛江驻军单位多，军地间

需要协调、互助的问题也不少，都得依托

诸多涉军会议抓总纲、定盘子。涉军会议

有议军会、联席会、武委会、驻军委员会

等类型，但大家对这些会议的特点、区别

不甚了解，往往“胡子眉毛一把抓”。前年

议军会，军地本打算研究子女入学问题，

可教育局未参会，只能不了了之。无独有

偶，一场本该聚焦后备力量建设的武委

会上，有地方领导热心询问,为何不研究

海军某基地建设问题，同样引来一片尴

尬。“不同涉军会职能不同，涉及到军地

责任人也不同。”军分区组干科长杨胜其

说，涉军会议缺乏深层次规范，引来的军

地责任不清、分工不明等问题，不仅增加

了不必要的负担矛盾，还让地方党管武

装工作打了折扣。

针对这一情况，湛江市委和军分区

在深入驻军单位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现

行法规，征求军地意见，追本溯源理清各

个会议程序和职责。比如，市委议军会侧

重国防后备力量，军地联席会关注驻军

训练困难等职能得到一一规范。他们根

据会议的重要性和任务要求，明确召开

时间地点和出席人员，确保研究事项会

前有交流、会上有决定，提高会议质量。

他们还新增执行监督制度，对纪要起草、

决议落实、责任追究等逐一明确，确保会

议末端落实。翻开刚出台《议军会议事规

则》，笔者注意到：包含议题上会标准、必

须出席人员、后续跟踪追责等 20 余条措

施，让会议从召开到落实，环环聚焦重

点，项项条理分明。这段时间，市编办、财

政局等多个部门接连会同军分区走访调

研、联络商讨，一份今年议军会确定的

《随军家属安置实施细则》正加速推进。

教育不能“自己感动自己”
■丁宏旺

上世纪 20 年代，在西方国家乡村

改造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兴起了颇受国

内外关注的乡村建设运动，知识分子、

社会贤达与政府官员激情澎湃地投身

地方自治与乡村建设，虽殚精竭虑，却

鲜有农民响应。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

“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甫一提出，就

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

为何两种初衷相似的想法结果迥

异？简而言之，在乡村建设中，社会精英

以自己的构想臆测农民的需求，一厢情

愿扎根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扶贫上，对农

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置若罔闻，落入“自

己感动自己”的窠臼，收效甚微不难理解。

当前，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活动陆续铺开，要让官兵入脑入心，

教育者也要琢磨突破“自己感动自己”的

局限，站在官兵的立场上寻找契合点———

少拿“重要意义”说事，避免长话、

空话、套话。原北大校长任彦申就曾指

出，讲话是为了让人听，应当以别人听

得进为前提，不能强买强卖。因为，事物

的意义基于个体的感受，意义的完成关

键在于信息接收者，这要求教育者有理

有据地陈述观点，避免生硬说教，让教

育内容在官兵身上实现“软着陆”。

少持“思想精英”派头，蹲下身子转

文风换语态。地方自治与乡村建设中，

社会精英看到农民素质不高，开出的

“药方”是知识精英送文化下乡，殊不知

此时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教育中也

容易出现“精英思维”：教育筹划部署阶

段，用上级要求或自己思想代替细致的

调查；教育语态上，坚持“我觉得，你们要

怎样该怎样”的精英语态，缺少“我们可

以怎样，怎样努力”的群众语言。要改作

风换语态，教育者就要蹲下身子，从受

教育者的视角出发，“带着干、跟着干”。

少打“独家拳法”，媒体合作出亮

点。媒体是教育者传播信息的重要载

体，对官兵起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因此，树立媒体合作意识也是重要一

环，尤其是善于运用网络媒体。习主席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政治工作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网络时

代，官兵崇尚“指尖上的生活”，习惯“虚拟

式的表达”，青睐“互动式的交流”，对网络

语言天然具有亲切感、亲近感。教育在确

保主题不偏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新闻

策划和网聚力量的作用，丰富形式拓宽

渠道，提升教育实效。

新老装备如何扬长避短？
混编综合运用提升作战效能

本报讯 赵林、王怀夺报道：11 月

12 日，实弹打靶最后一天，师里却安排

新型双 35 高 炮 与 老 式 57 高 炮 “ 比

武”，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第一回合，57 高炮射击。拖靶刚刚

进入射击空域，57 高炮就在雷达带动

下跟踪瞄准，眼见飞至最佳射击位置，

营长贺鸣按下击发按钮，可观察弹迹，

基本尾随目标而去，没有达到火力拦

阻的目的。火炮技师王庆连给出解答：

57 高炮伺服系统老化，执行控制信号

时有微弱时间延迟，在不能有效掌控

提前量的情况下，不适宜打击近空高

速目标。

拖靶再次进入射击空域，双 35 高

炮在雷动指引下快速校正射击诸元、

死死锁定目标。突然，靶机调头，不多

时，雷达测距显示，目标飞离有效射

程。见此情况，双 35 高炮连李连长直

喊不对头，参加打靶好几年，还是头回

遇到靶机飞到射程之外的情况，不过

转念一想，也感觉没啥不对：敌机哪会

一直在你射程内晃悠！

第三回合开始，新老高炮齐上阵。

只见靶机升空转弯、由远而近当面飞

来。57 高炮确认瞄准，接着果断远距点

射。随着一串红色亮点扑盖过去，靶机

立刻改变航线，进入低空高速迂回接

近。这时，双 35 高炮雷达接替开机，复

合捕捉锁定，继而全连集火、瞬间形成

面状杀伤弹幕……返航检查，这个回

合拖靶两处被击穿、一处被剐破。

看到这个结果，师长刘斌道出了

比武目的：“新老装备各有所长，扬长避

短综合运用才是制胜之道，战法研究不

能滞后，下一步，咱们路还很长……”

新装首用要不要降低难度？
贴近实战苦练才能战时取胜

本报讯 丛洪凯、王怀夺报道：天公不

作美，该师刚刚摆开阵势，细雨、大风、薄雾

便轮番登场，开战就是坏天候，搞得官兵们

心中都没底儿。前 3 天打靶，靶机的嗡嗡声

都听得一清二楚，雷达屏幕上却始终一片

平和；运用雷达的电视跟踪功能锁定目标、

指引射击，却雨雾飘来、吞没拖靶，让目标瞬

间丢失；用上低空补盲的指挥镜，晨曦时分

的天空忽亮忽暗，目力所及一片混沌……

遭遇这些情况，操作某新型雷达的号手们

连呼意外：知道会从严从难设情况，但没想

到会直接瞄着雷达的短板来。

“刚用新装备，还是降低点难度，搞个

开门红让新雷达好好亮个相，也让官兵心

里有点底气。”有官兵建议道。“底气来自实

力！”师长刘斌回答，“不知道自己的死穴在

哪里，怎么能防住敌人的狠招？只有在最险

恶环境中实练，才能知道新装备存在的问

题，以最快速度驾驭手中的武器！”

天气还是阴晴不定，靶标设定难度也

没降低。在此情况下，雷达号手们开始向

厂家技术人员深入了解装备特点，结合面

对的复杂天候、空情，逐渐总结出综合运

用雷达侦察、电视跟踪、指挥镜补盲的引

导射击招法，并就如何快速切换、如何接

力跟踪形成快捷操作流程。

眼看雷达号手的本事在增强，目标难

度却也随之升级：航模连续实施规避动作突

然进入射击空域、拖靶中用以增加雷达波发

射面的铝箔材料被减去一半……兵来将

挡，雷达号手、阵地炮手越练越有劲，越练对

手中的新装备越了解，对打赢也越有底气。

让新装备快点形成战斗力

随着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深入推

进，预备役部队正逐渐列装部分较为

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让有限的新装备

快速形成战斗力，则具有很强的迫切

性和现实意义。

要着眼培养骨干勤摸索。新装备终归

是要自己用，厂家保障人员不能全寿命、

全时段跟随保障。在训用新装备时，既应

立足基本应用向生产厂家、先行单位请

教，更应结合前人经验多加自我摸索，努

力实现“一款装备用明白、一批骨干走出

来”，真正把“训、用、管、保”的本事学到

家，让预备役部队的战斗力更有含金量。

要着眼性能发挥放手训。装备性

能在不同条件下是有差异的，理论数

值与实际效能往往不甚相同。特别是

武器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它的性

能极限、故障情况等都需经过实践检

验才能逐步掌握、了解。所以，训用新

装备一定得敢于设置复杂条件、给出

险难情况，在遵守操作规程的基础上

放开手来用，以摸准、摸透武器的脾

性，充分发挥它的实际效能。

要着眼整体战力巧运用。就预备

役部队来说，在较长时间内，新装备还

只有很少的数量。要充分发挥新装备

的作战效能，必须放在整支部队的战

斗力构成中来考虑，在深入理解装备

编配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扬新装备之

长、避旧装备之短，通过武器装备局部

的更新换代，带动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的提升和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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