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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立案 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

涉军维权法庭开辟快车道
本报讯 隋利军报道：11月初，内蒙古

巴林右旗人武部积极协调旗人民法院成立
的“涉军维权法庭”正式挂牌成立。

近年来，随着巴林右旗城镇化建设
不断发展，军人家庭涉法问题有所增加，
针对军人军属在民事、经济等纠纷案件
中牵扯精力多、诉求实现难、审结时间长
等问题，巴林右旗人武部与旗人民法院
经过协商，在“维军服务站”的基础上，成
立了“涉军维权法庭”，为军人军属维权
铺就绿色通道。“人武部是军人的‘娘
家’、是军属的靠山，只有切实把军人军
属的涉军维权事办好，这个家才温暖。”
该旗人武部部长郝卫东说道。
“涉军维权法庭”成立以后，为提高

涉军维权案件审理效率，法院先后制订
了《涉军案件审理流程》《涉军案件权利
须知》，在立案窗口设立了军人维权绿
色通道，力争做到优先立案、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使涉军维权案件得到及时、
公正处理。案件审结后，人武部及时组
织人员回访，督查执行情况，通报军人
及其家属。

前不久，大板镇新入伍战士柴达木
的父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伤，在案件
维权阶段，法院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做好
工作，在案件审理、宣判、执行等程序上
指定专人牵头办理，明确结案及执行时
限。很快，柴达木的父母获得了 5 万余元
的经济赔偿。“涉军案件牵扯部队官兵精
力，人民法院尽快结案执行，有利于官兵
全力投入训练执勤中，这也是人民法院
服务部队官兵的具体体现。”该旗法院院
长康爱军说。

目前，“涉军维权法庭”已审理案件
2 起、协调处理军民纠纷 3 起、为 1 户经
济困难的军属提供了法律援助，有效维
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注重依托新媒体 服务质量零投诉

涉军维权“5+1”工作法获推广
本报讯 张小武、黄体沈报道：得

知父母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被他人冒领，
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桐城籍军官李
建平向“桐城法院”微信平台发出了维
权申请，不到 10 天时间，桐城市法院就
为其父母追回了补偿款，李建平成为该
市涉军维权“5+1”工作法的又一受益
者。近日，安徽省军区在全省范围内推
广了这一做法。

何谓“5+1”工作法？该市人武部政
委刘朝辉告诉笔者：“‘5’即实行首接负
责、服务代办、及时办结、跟踪回访、考
核奖惩 5 项制度，‘1’就是建好‘一组、
一办、一庭、一站’工作平台（即组建涉
军维权领导小组、成立维权领导小组办
公室、在法院设立涉军维权合议庭、司
法机关在本地团以上单位建立法律援
助工作站）。”年初以来，该市探索推行
涉军维权“5+1”工作法，在所有街镇设
立服务岗、代办员，对执行重大军事行
动、在边远艰苦地区服役的军人和伤病
残军烈属，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其免费代

办医疗纠纷、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 8
类维权事项，实现来访、来函、来电“一
站式服务”，促进维权服务提档升级，确
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办。

同时，涉军维权领导小组注重依托新
媒体，在“桐城法院”“桐城民兵”等微信公
众号开设网上涉军维权平台，及时解答官
兵涉法问题，在线受理、转接、反馈涉军维
权事项。前不久，复员伤残军人吴宣国与
市农资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吴宣国向
“桐城民兵”微信号发出求助，市法院及时
受理核实情况，通过调解，为吴宣国争取
到了伤残津贴。
“维护军人权益，解决军属难题可以

巩固后方、稳定军心。决不能让这些事影
响到部队官兵的工作和训练。”安庆市政
法委书记章松肯定地说。为当好官兵“娘
家人”，该市通过官方微信平台及时通报
办理成效和当事人满意度。近一年来，该
市涉军维权事件实现了受理服务零推
脱、承办事项零积压、服务质量零投诉，
备受桐城籍军人及其家属的称赞。

国 防 时 讯

“雷达锁定目标！……预备，放！”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百余发炮弹

呼啸而出，来犯“敌”机瞬间被击毁。这是 11月中旬，广东某预备役高炮

师以信息化条件下联合防空作战为牵引，紧贴部队担负任务实际，组织

年度军事考核的一个精彩瞬间。

“仗怎么打，部队就怎么考！”这次考核从课目设置、组织实施到考核

评判，完全按照实战标准组织。在机动途中，部队先后执行了前出对空掩

护、穿越火力封锁区等多个临机情况处置。在防空群指挥所对空抗击课

目中，导演组随机导调了 3个波次、20余组空情考验指挥员，部队快速反

应能力和指导员指挥能力在实战环境中得到充分检验。

炮火硝烟射“天狼”
■本报特约记者 谭永丰摄影报道

南京市高淳区

专场招聘复退军人
本报讯 张军、孙秀兰报道：11 月

中旬，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 25 名退转军
人走上新岗位，成为社区专职工作者。去
年，高淳区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把
招聘复退军人纳入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每年组织一期面向
复退军人的专场招聘。经过笔试、面试，
今年共有 ２５ 名退转军人被录用为社区
专职工作者。

黄平县人武部

助力退伍士兵就业
本报讯 唐仕勇、范伟报道：10 月

初以来，贵州省黄平县人武部针对退伍
士兵陆续返乡的实际，及时联合县民政
局、人社局、农业局举办退伍士兵创业帮
扶活动，协调多家企事业单位为退伍士
兵提供就业岗位，宣传扶持退伍士兵创
业优惠政策，组织农技专家开设种植养
殖培训班，深受退伍士兵欢迎。

营口军分区

严纠铺张浪费现象
本报讯 陈继涛、张超报道：11 月

中旬，辽宁省营口军分区为纠正少数干
部职工对一些浪费现象“见怪不怪”等思
想误区，进一步完善了《人武部厉行节约
措施》等制度规定，及时纠正铺张浪费现
象，严禁超标准、超规模、超规格接待。与
此同时，他们还开展了“我们身边有哪些
浪费现象”“晒晒身边的节约窍门”等讨
论活动，着力从工作和生活细节上培养
厉行节约的观念。

肇州县人武部

组织森林扑火演练
本报讯 刘春秋、王纪中报道：针对

冬季气候干燥、易发火灾的实际，11 月
２０ 日，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武部组织森林
灭火应急分队开展了为期 3 天的灭火救
灾演练，通过对隔离灭火、抵近扑救、火
烧灭火等 5 个课目的训练，进一步提升
民兵防火、灭火能力。

分宜县人武部

购置强军系列图书
本报讯 吴宏斌、付杰亮报道：11月

下旬，江西省分宜县人武部图书室新购置
的一批强军系列图书受到干部职工的欢
迎。为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和政
治素养，该人武部经常性开展专题教育、
参观见学和专家讲座等活动，营造出良好
的学习氛围，让干部职工在先进文化浸润
中坚定理想信念、激发战斗精神。

新乡军地综合施策提升军民融合发展效益

对纳入地方规划项目明确军事功能需求
本报讯 谷巍峰、梁云报道：民兵

训练中心、征兵体检中心、全民国防教
育中心、全省首建的地下靶场……近
日，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人武部新营区
正在紧张装修，其多项具有前瞻性军事
功能的设施受到前来调研的上级作战
部门领导的高度肯定。

近年来，新乡市为加速推进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逐步将人武系统的基础建
设项目纳入了地方市政建设规划。2013
年，延津县地方部门把新建项目的规划
图报至县人武部后，人武部领导在欣喜
之余，仍感到不少遗憾：新营区办公室
面积在标准内得到提高，宿舍楼、食堂、
停车场等生活功能设施也一应俱全，但
很多军事需求却未被纳入新建项目的
考虑范畴。

新建工程是升级基础设施功能的最
好契机，一旦错过就会留下遗憾，但由地
方政府出地、出资金的工程，咱怎么好意
思再挑三拣四？很快，延津县人武部领导
的顾虑引起新乡军分区党委的重视：军事
单位的建设项目，最重要的就是要满足其
军事功能需求，不能为了搭地方建设快车
就“削足适履”，更应站在战略性、前瞻性
的高度，将未来军事斗争准备和国防动员
工作的切实需求纳入建设规划当中。

明确建设思想后，延津县人武部很
快打开了思路。在新乡军分区作训、战
勤机关参与指导和分区党委常委带领
下，该人武部组织专门人员到友邻单位
考察、取经。

3 个月后，一套全新的建设设想形
成：为更好适应训练经常化需要，将原
计划的地下停车场改建为地下靶场，并
建起室内体能训练场；为适应征兵工作
需要，建设征兵体检中心；为适应民兵
训练需求，建设能满足基础及专业训
练，特别是模拟化、网络化训练功能于
一体的民兵训练中心。按照此设想，人
武部新营区将实现征兵、国防动员、民
兵训练等功能的一体化和集成化建设。

然而，另一个矛盾也随之而来：这个人
武部虽然主动将办公区由四个楼层压缩成
两个，生活设施面积也由原先的两个楼层
压缩成 1个，但因功能增加，项目整体经费
预算增加了 300多万元。
“既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更要相信

地方领导的政治觉悟和大局观念。”果
然，一份由相关军事理论文章、军事法规
制度和具体项目功能作用组成的项目说
明书分别送呈到地方相关领导后，延津
县县委书记、人武部第一书记祁文华等
主要领导认为，人武部提出的方案科学

合理，功能完备，钱多花了些，但花得值，
应尽快开工建设。祁文华还主动提出为
适应国防教育开展全民性、经常性的特
点，应再增建一个对市民开放的国防教
育中心。目前，整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在认真总结延津县人武部筹建新营

区的经验后，新乡军分区出台了《新建、
改建人武部和基层武装部军事设施和功
能标准》的文件，并指导新建和改建的新
乡县、获嘉县等人武部，规范了 5个军事
功能项目，使 10多个新建的基层武装部
具备了战备、训练和国防教育功能。

11月中旬，辽宁某预备役高炮团在现役和预备役官兵中广泛开展同室学

习、同地训练、同场比武、同台讲课、同堂考核“五同”活动，营造浓厚的比学赶帮

超氛围。图为现役干部指导预备役战士进行方向盘整治撤收训练。周圣凯摄

集火射击

桐城市

当军营飘来阵阵书香……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健南 方 凯

走进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武部
参谋范小春的宿舍，你的目光首先会
被他书桌上和枕头边的一摞摞图书所
吸引。范小春在这里“安营扎寨”的时
间不长，但他嗜书如命的称号在单位
早已人尽皆知。

在这个军分区，阅读已成为一种
习惯。夜幕下的办公楼，机关干部在办
公室捧卷而读；周末的基层连队，官兵
也爱坐在图书室读书畅游。

虽说这个军分区的领导大多已
过不惑之年，但“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网+”等网络新词却经常在他们
的嘴边“流转”。军分区政委温景春告

诉笔者，身处信息时代，就应随历史
潮流而动，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如
果头脑中不率先嵌入信息化“芯片”，
就不可能获得步入信息化战场的“入
场券”。

笔者翻阅这个军分区党委中心组
的理论学习计划，《走进信息时代》《军
事高技术与信息化战争》等 8 本书是
必读书目。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他们
充分借助当地信息资源优势，军地合
力建成了指挥专网、军事综合信息网、
国防动员网和应急处突网等 4 类网
络，实现了作战指挥、国防动员和政府
应急管理的有效衔接。

温景春告诉笔者，在开展读书活
动的过程中，他们将读书与部队担负
的使命任务相结合，把读书活动当作
培育官兵战斗精神的加油站和展示官
兵学习成果的大舞台，大力倡导官兵
围绕岗位学、着眼急需学、瞄准打赢
学，不断提高书香军营的浓郁军味。

读书为径，岗位为台。近年来，这
个军分区先后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
信息系统实兵演练、海上动员力量建
设试点和海上民兵“红旗党支部”创建
等多项任务，近 10 项做法被上级转发
推广，“军营书香”正在强军征途上散
发出越来越多的正能量。

巴林右旗

编辑短评 ■张军胜

融合发展不将就
当前，随着军民融合发展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地方经济社会在稳步发展的

同时，越来越多地照顾、考虑到国防建

设的场景，让人倍感欣慰。但有些时候，

因地方对国防和军事需求不甚了解，导

致规划设计的方案难免出现考虑不周

的情况，这实属正常，也情有可原。关键

是军事单位应如何正确看待？

有人认为地方政府能想到我们已

很不错了，还要求这、要求那的，是不是

不太合适？要不将就一下？这一将就，虽

说面子上是抹平了，但如果将就来的工

程因军事功能不足，让军事训练、动员、

征兵等工作受到影响，更有甚者还会影

响到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完成，到了那个

时候，就不仅仅是面子的问题了。两相

比较，如何抉择，想必不再是难题。

在实际工作中，地方党委政府应

切实考虑到国防建设的需要，牢固树

立“一盘棋”、一家人、一体化的发展理

念。人武部、军分区是军地间的桥梁纽

带，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部，在事关

国防建设的问题上，也应该打开天窗

说亮话，把两家要办的事说清、说开。

鱼水情深，军民团结，一定能把好事办

得更好。

优先立案 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

涉军维权法庭开辟快车道
本报讯 隋利军报道：11月初，内蒙古

巴林右旗人武部积极协调旗人民法院成立
的“涉军维权法庭”正式挂牌成立。

近年来，随着巴林右旗城镇化建设
不断发展，军人家庭涉法问题有所增加，
针对军人军属在民事、经济等纠纷案件
中牵扯精力多、诉求实现难、审结时间长
等问题，巴林右旗人武部与旗人民法院
经过协商，在“维军服务站”的基础上，成
立了“涉军维权法庭”，为军人军属维权
铺就绿色通道。“人武部是军人的‘娘
家’、是军属的靠山，只有切实把军人军
属的涉军维权事办好，这个家才温暖。”
该旗人武部部长郝卫东说道。
“涉军维权法庭”成立以后，为提高

涉军维权案件审理效率，法院先后制订
了《涉军案件审理流程》《涉军案件权利
须知》，在立案窗口设立了军人维权绿
色通道，力争做到优先立案、优先审理、

优先执行，使涉军维权案件得到及时、
公正处理。案件审结后，人武部及时组
织人员回访，督查执行情况，通报军人
及其家属。

前不久，大板镇新入伍战士柴达木
的父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伤，在案件
维权阶段，法院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做好
工作，在案件审理、宣判、执行等程序上
指定专人牵头办理，明确结案及执行时
限。很快，柴达木的父母获得了 5 万余元
的经济赔偿。“涉军案件牵扯部队官兵精
力，人民法院尽快结案执行，有利于官兵
全力投入训练执勤中，这也是人民法院
服务部队官兵的具体体现。”该旗法院院
长康爱军说。

目前，“涉军维权法庭”已审理案件
2 起、协调处理军民纠纷 3 起、为 1 户经
济困难的军属提供了法律援助，有效维
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注重依托新媒体 服务质量零投诉

涉军维权“5+1”工作法获推广
本报讯 张小武、黄体沈报道：得

知父母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被他人冒领，
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桐城籍军官李
建平向“桐城法院”微信平台发出了维
权申请，不到 10 天时间，桐城市法院就
为其父母追回了补偿款，李建平成为该
市涉军维权“5+1”工作法的又一受益
者。近日，安徽省军区在全省范围内推
广了这一做法。

何谓“5+1”工作法？该市人武部政
委刘朝辉告诉笔者：“‘5’即实行首接负
责、服务代办、及时办结、跟踪回访、考
核奖惩 5 项制度，‘1’就是建好‘一组、
一办、一庭、一站’工作平台（即组建涉
军维权领导小组、成立维权领导小组办
公室、在法院设立涉军维权合议庭、司
法机关在本地团以上单位建立法律援
助工作站）。”年初以来，该市探索推行
涉军维权“5+1”工作法，在所有街镇设
立服务岗、代办员，对执行重大军事行
动、在边远艰苦地区服役的军人和伤病
残军烈属，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其免费代

办医疗纠纷、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 8
类维权事项，实现来访、来函、来电“一
站式服务”，促进维权服务提档升级，确
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办。

同时，涉军维权领导小组注重依托新
媒体，在“桐城法院”“桐城民兵”等微信公
众号开设网上涉军维权平台，及时解答官
兵涉法问题，在线受理、转接、反馈涉军维
权事项。前不久，复员伤残军人吴宣国与
市农资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吴宣国向
“桐城民兵”微信号发出求助，市法院及时
受理核实情况，通过调解，为吴宣国争取
到了伤残津贴。
“维护军人权益，解决军属难题可以

巩固后方、稳定军心。决不能让这些事影
响到部队官兵的工作和训练。”安庆市政
法委书记章松肯定地说。为当好官兵“娘
家人”，该市通过官方微信平台及时通报
办理成效和当事人满意度。近一年来，该
市涉军维权事件实现了受理服务零推
脱、承办事项零积压、服务质量零投诉，
备受桐城籍军人及其家属的称赞。

新乡军地综合施策提升军民融合发展效益

对纳入地方规划项目明确军事功能需求
本报讯 谷巍峰、梁云报道：民兵

训练中心、征兵体检中心、全民国防教
育中心、全省首建的地下靶场……近
日，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人武部新营区
正在紧张装修，其多项具有前瞻性军事
功能的设施受到前来调研的上级作战
部门领导的高度肯定。

近年来，新乡市为加速推进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逐步将人武系统的基础建
设项目纳入了地方市政建设规划。2013
年，延津县地方部门把新建项目的规划
图报至县人武部后，人武部领导在欣喜
之余，仍感到不少遗憾：新营区办公室
面积在标准内得到提高，宿舍楼、食堂、
停车场等生活功能设施也一应俱全，但
很多军事需求却未被纳入新建项目的
考虑范畴。

新建工程是升级基础设施功能的最
好契机，一旦错过就会留下遗憾，但由地
方政府出地、出资金的工程，咱怎么好意
思再挑三拣四？很快，延津县人武部领导
的顾虑引起新乡军分区党委的重视：军事
单位的建设项目，最重要的就是要满足其
军事功能需求，不能为了搭地方建设快车
就“削足适履”，更应站在战略性、前瞻性
的高度，将未来军事斗争准备和国防动员
工作的切实需求纳入建设规划当中。

明确建设思想后，延津县人武部很
快打开了思路。在新乡军分区作训、战
勤机关参与指导和分区党委常委带领
下，该人武部组织专门人员到友邻单位
考察、取经。

3 个月后，一套全新的建设设想形
成：为更好适应训练经常化需要，将原
计划的地下停车场改建为地下靶场，并
建起室内体能训练场；为适应征兵工作
需要，建设征兵体检中心；为适应民兵
训练需求，建设能满足基础及专业训
练，特别是模拟化、网络化训练功能于
一体的民兵训练中心。按照此设想，人
武部新营区将实现征兵、国防动员、民
兵训练等功能的一体化和集成化建设。

然而，另一个矛盾也随之而来：这个人
武部虽然主动将办公区由四个楼层压缩成
两个，生活设施面积也由原先的两个楼层
压缩成 1个，但因功能增加，项目整体经费
预算增加了 300多万元。
“既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更要相信

地方领导的政治觉悟和大局观念。”果
然，一份由相关军事理论文章、军事法规
制度和具体项目功能作用组成的项目说
明书分别送呈到地方相关领导后，延津
县县委书记、人武部第一书记祁文华等
主要领导认为，人武部提出的方案科学

合理，功能完备，钱多花了些，但花得值，
应尽快开工建设。祁文华还主动提出为
适应国防教育开展全民性、经常性的特
点，应再增建一个对市民开放的国防教
育中心。目前，整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在认真总结延津县人武部筹建新营

区的经验后，新乡军分区出台了《新建、
改建人武部和基层武装部军事设施和功
能标准》的文件，并指导新建和改建的新
乡县、获嘉县等人武部，规范了 5个军事
功能项目，使 10多个新建的基层武装部
具备了战备、训练和国防教育功能。

当军营飘来阵阵书香……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健南 方 凯

走进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武部
参谋范小春的宿舍，你的目光首先会
被他书桌上和枕头边的一摞摞图书所
吸引。范小春在这里“安营扎寨”的时
间不长，但他嗜书如命的称号在单位
早已人尽皆知。

在这个军分区，阅读已成为一种
习惯。夜幕下的办公楼，机关干部在办
公室捧卷而读；周末的基层连队，官兵
也爱坐在图书室读书畅游。

虽说这个军分区的领导大多已
过不惑之年，但“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网+”等网络新词却经常在他们
的嘴边“流转”。军分区政委温景春告

诉笔者，身处信息时代，就应随历史
潮流而动，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如
果头脑中不率先嵌入信息化“芯片”，
就不可能获得步入信息化战场的“入
场券”。

笔者翻阅这个军分区党委中心组
的理论学习计划，《走进信息时代》《军
事高技术与信息化战争》等 8 本书是
必读书目。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他们
充分借助当地信息资源优势，军地合
力建成了指挥专网、军事综合信息网、
国防动员网和应急处突网等 4 类网
络，实现了作战指挥、国防动员和政府
应急管理的有效衔接。

温景春告诉笔者，在开展读书活
动的过程中，他们将读书与部队担负
的使命任务相结合，把读书活动当作
培育官兵战斗精神的加油站和展示官
兵学习成果的大舞台，大力倡导官兵
围绕岗位学、着眼急需学、瞄准打赢
学，不断提高书香军营的浓郁军味。

读书为径，岗位为台。近年来，这
个军分区先后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
信息系统实兵演练、海上动员力量建
设试点和海上民兵“红旗党支部”创建
等多项任务，近 10 项做法被上级转发
推广，“军营书香”正在强军征途上散
发出越来越多的正能量。

编辑短评 ■张军胜

融合发展不将就
当前，随着军民融合发展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地方经济社会在稳步发展的

同时，越来越多地照顾、考虑到国防建

设的场景，让人倍感欣慰。但有些时候，

因地方对国防和军事需求不甚了解，导

致规划设计的方案难免出现考虑不周

的情况，这实属正常，也情有可原。关键

是军事单位应如何正确看待？

有人认为地方政府能想到我们已

很不错了，还要求这、要求那的，是不是

不太合适？要不将就一下？这一将就，虽

说面子上是抹平了，但如果将就来的工

程因军事功能不足，让军事训练、动员、

征兵等工作受到影响，更有甚者还会影

响到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完成，到了那个

时候，就不仅仅是面子的问题了。两相

比较，如何抉择，想必不再是难题。

在实际工作中，地方党委政府应

切实考虑到国防建设的需要，牢固树

立“一盘棋”、一家人、一体化的发展理

念。人武部、军分区是军地间的桥梁纽

带，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部，在事关

国防建设的问题上，也应该打开天窗

说亮话，把两家要办的事说清、说开。

鱼水情深，军民团结，一定能把好事办

得更好。

湖北某预备役团

军事类网游获官兵青睐
本报讯 熊杰、余峰报道：11 月 25

日，湖北某预备役高炮团文化活动室内，
数十台电脑屏幕闪动，一场军事游戏对
抗赛鏖战正酣。这是该团借助网游的游
戏环境，锻炼官兵反应能力的一个场景。

因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逼真的战
斗场景，军事类网游近来很受官兵欢
迎，该团领导在前期调研中了解到，有
人担心在营区推广军事类网游会牵扯
官兵精力，影响日常工作训练。但更多
的人认为，优秀的网络游戏产品不仅可
以培养官兵的战斗精神、心理素质，还
能锤炼协同能力。“既然我们想在营区
推广，就应该想办法避其所短、取其所
长，把官兵们关心的事办好。”团政治处
主任袁思州说。

随后，该团充分利用驻地信息、科技
资源丰富，网络科技公司较集中的优势，
积极与科技公司合作，按照“地方出技
术、团队抓战术、军地联合搞开发”的思
路开发一款军营特色的网络游戏。

半年时间，一款网游研发成功，并在
全团推广开来。游戏中，官兵面对立体地
图，通过鼠标点击、语音发布等方式，进
行单兵行动、作战部署或组织协同作战
等动作。同时，该团还在游戏中引入了激
励机制，游戏前，需要完成军事理论测
试、武器装备竞猜等打擂任务，在擂台赛
中排名前十才能获得武器奖励、成功晋
级。“玩游戏的同时，不仅娱乐了身心，还
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这个游戏
玩得带劲！”预备役战士李涛告诉笔者。

擦拭炮管读秒发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