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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州市人武部革新器材细化训练标准

夜间射击拔头筹
本报讯 武双河、曹振胜报道：11

月 17 日晚，河北省廊坊军分区对所属霸
州市人武部组织年终军事训练考核。夜
幕下，民兵应急分队 57 名民兵参加自动
步枪夜间射击考核，个个弹无虚发，取得
军分区民兵分队夜间射击考核第一名。

以往，该民兵分队夜间射击水平不
高，霸州市人武部在注重借鉴以往夜训
经验的同时，细化了训练条件和标准，
组织编写夜间射击课目教案，对重点内
容开展示范教学。针对夜训器材难以满
足训练需求的实际，他们组织训练骨干
集体攻关，大胆尝试，将近年来革新的
觇孔修正卡、夜间闪光器和夜间瞄准检
查镜等多种训练器材重新改进后运用
于夜训中，较好地解决了夜训器材短缺
的难题。

夜间能见度低、瞄准射击时，准星难
对准曾是该民兵分队夜间射击老大难问
题。为攻克这一难题，人武部将民兵分队
拉到野外生疏地域，借助周边村镇微弱
灯光开展瞄准训练；将荧光棒、激光灯、
手摇控制灯固定在射击靶上，借助这些
隐显发光器材对目标进行瞄准，强化民
兵对夜间条件下瞄准技能的理解掌握。

军事科参谋梁鑫宇带领民兵骨干经
过反复研究，摸索出上下透空、左右平
移、靶身微光找准星三种训练方法，并总
结出了“夜间瞄准表尺三，透过觇孔定准
星；靶身一现速瞄准，匀压扳机莫猛扣；
保持姿势静心待，目标再现果断击”42
字训练口诀，简单易学的训练方法，有效
提升了夜间射击速度和精度，民兵分队
夜间射击水平大幅提升。

兖州区军地联合建立长效扶贫机制

四季帮扶不断线
本报讯 赵新文报道 : 11 月 3 日，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武部组织辖区
10 个街镇和 11 个大型企业的武装部、
民兵连走进困难军烈属家庭和贫困群众
家庭，为他们送去了御寒棉衣、棉被和慰
问金，并为他们检查供暖设施、修理门
窗，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为提高帮扶活动覆盖面和帮扶实
效，两年前，兖州区人武部协同区总工
会、民政局、人社局、教育局等部门成立
了帮扶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建立四季帮
扶制度。春季，他们将扶持退伍军人就业
创业作为帮扶重点，开展“春风送岗”活
动，为退伍军人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和
创业指导，联合人事局举办退伍军人专
项招聘会。今年，他们已举办 3 期退伍军

人就业培训班，培训人员 300 多人次；夏
秋季节，他们联合共青团、妇联、总工会
开展“兴学助学”活动，两年来，共资助困
难学子 36 名，捐助助学金 15 余万元；寒
冷冬季，他们联合民政局，开展结对帮扶
贫困军人家庭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免费
体检、实行优惠医疗等帮扶政策。“困难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及时帮扶什么，四
季帮扶正成为我们区精准帮扶的有效举
措。”兖州区人武部政委张卫强说。

为确保四季帮扶长效开展，兖州区
人武部还在建立帮扶机制上下工夫，在
经常性、常态化上做文章，先后在全区
10 个街镇和教育、交通、住建局等 5 个
系统建立了 15 个帮扶工作站，确保帮扶
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蓝军”声东击西“红军”将计就计
■张 锋 刘仲亮

11 月下旬，皖西某机场展开了一
场机场防卫作战演习，激烈的对抗让
参演的红、蓝双方绞尽脑汁，吃了不少
苦头、长了不少教训。

凌晨 1 时，天色尽墨。潜伏在机场
外围的 6 名安徽某预备役师侦察营
“蓝军”队员刚展开渗透侦察，就出现
在由安徽某预备役团扮演的“红军”夜
视仪中，“红军”机动分队立即前出，快
速将其包抄。

然而，此前与“蓝军”过招却不是
这番景象。“红军”第一次遭遇“蓝军”，
立足未稳便遭到轮番攻击，“红军”防
御阵地、后方保障群被破坏，指挥所也
险些被端。

吃一堑，长一智。复盘检讨会上，
该团详细解剖分析了“蓝军”“快、准、
狠”的作战特点，梳理出本级指挥员应
变能力不强、战场配置过于集中、重点
目标防护薄弱等问题，逐一研究破解。

再上演习场，“红军”打起了十二
分精神头。部队刚进入机场地域，一架
小型无人侦察机就朝阵地飞来。“‘敌’
机侦察，车辆驶离道路，利用地形就地
隐蔽，迅速建设迷彩伪装网！”指挥车

里，预备役团团长秦虎沉着应对。侦察
机过顶时，“红军”已消失在密林中。

夜幕降临，“红军”官兵仍然弯弓
在弦，去年被“蓝军”偷袭得手的经历
仍历历在目。这一次“蓝军”会不会故
伎重演呢？正在此时，二号高地、三号
高地同时响起爆炸声，“蓝军”现身，向
机场地域发起新一轮渗透袭击。

见招拆招。“红军”兵分多路，防卫
分队利用有利地形实施抗击，两支机
动分队分别沿三号通道，迂回向二号
高地、三号高地进行包抄。命令刚下
达，“红军”指挥员就犯起了嘀咕，二、
三号高地在机场东侧、南侧，地势陡、
植被多，易守难攻，而地形相对较为开
阔且靠近油库、修理所等保障要素的
北侧地域却一直悄无声息，会不会是
一场声东击西的计谋？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红军”
立即调整部署，悄悄将指挥警戒分队
和火力打击分队配置向北侧收拢，配
合原有分队形成严防之势。部署完毕，
还未完全进入工事，“蓝军”的主力部
队就突然出现在北侧阵地前沿，并且
迅速突破第一道防线。“红军”稳住阵

脚，依托工事组织有力还击，挡住了
“蓝军”的凶狠冲击波。

“红军”坚守阵地的同时，结合现
地地形采取远打近防、机动驱敌等战
术争取战场主动权，不让“蓝军”向前
推进；“蓝军”也不甘示弱，多点破袭，
紧紧咬住“红军”，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试图扭转战局，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经过一昼夜的激烈对抗，“红军”
依靠灵活机动的指挥，牢牢据守着战
场主动权，“蓝军”兵力损耗超过
50%，在“红军”一线分队抗击和各机
动分队的支援下退却，一场对抗就此
落下帷幕。
“对手越强大，越能锻炼队伍，以

‘敌’为师，方能克敌制胜！”这是该
团官兵形成的共识：把“蓝军”当作
练兵演兵的“磨刀石”，最大限度贴
近实战，多设险局、危局、难局，训练
才能向实战靠拢，才能逼出打胜仗的
真本事。

内蒙古某预备役师

交班会开到作战室
本报讯 许文彬、李波报道：部队每

周一在行政值班室开交班会是惯例，11
月 23 日，内蒙古某预备役师的周一交班
会却改到了作战室，各级各类人员战斗
着装、按席就位。

这一天凌晨，呼和浩特迎来了一场
暴雪，积雪厚度达 30 多厘米，道路多处
封闭。“要不要在交班会上安排下相关救
援服务事宜，随时准备除冰清障、疏导交
通？”对这一想法，有些人不以为然。以
往，周交班会上，大都是司政后装各部门
汇报上周工作，师领导安排本周工作，属
例行性事务工作交接会，较少涉及应急
战备事宜。
“预备役部队打仗虽不是常态，但应

急之弦务必时刻绷紧，只有平时重养成，
急时才能不掉链子。有人说这事不重要，
可见其应急应战这根弦绷得不够紧！”师

长张敬华的一席话掷地有声。
走进交班会现场，气氛紧张严肃。从

常委分工到人员定位，从军地应急指挥
机构畅通联络到应急分队动员抽组办
法，从应急机动车辆安排到相关工具器
材准备，该师参谋长谢志勇提出了“一揽
子”安排建议。师主官听取情况汇报后，
就地提出任务要求，现场协调解决矛盾
问题。机关参谋、干事、助理员，根据驻区
实际情况和统一安排部署，跟进做好综
合保障落实方案，随时做好指令的上传
下达。

笔者走进该师预备役营连看到，编
组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城管大队的某团
炮兵营根据交班会下达的通知，已经通
过电话、短信和微信等方式，将情况传达
到任务官兵，官兵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听
令而行……

国 防 时 讯

巴林右旗人武部

开展“四个一”帮扶
本报讯 隋利军报道：11 月下旬，

内蒙古巴林右旗人武部对口帮扶村，大
板镇红旗嘎查村新挖的水井投入使用，
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为人武部的暖心
帮扶点赞。近年来，巴林右旗人武部把
开展“四个一”（帮扶一个贫困村、建设
一片生态林、共建一所希望小学、资助
一名学生）活动作为重要抓手，扎实开
展帮建工作，做到心贴心解难题、面对
面搞扶贫，不仅让农牧民的腰包鼓了起
来，也让村容村貌亮起来，受到了广大
农牧民的欢迎。

木垒县人武部

组织战备给养检查
本报讯 亢金利、伍仁仟报道：11

月中旬，新疆木垒县人武部对乡镇武装
部战备给养进行检查，给养物资全部符
合要求规定。针对以往战备给养存在
浪费的现象，该人武部要求所属乡镇武
装部指定专人负责，对每次补充的战备
给养建立档案，设定好提示时间，保证
在战备给养临过期前更换，并预留一定
的消耗时间，既充分发挥了给养的战备
功能，又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

旬阳县军地

联合开展助学活动
本报讯 杜俊义报道：11 月 23 日，

陕西省旬阳县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来到
红军镇中湾村八一希望小学，开展助学
活动。针对该校教学、生活设施较落后的
实际，他们联合县教育局、民政局为该学
校新购置了 120 套课桌椅，为学生宿舍
购置了 80 套被褥，并帮助建起两间水冲
式厕所，为贫困山区学生的学习生活带
来了便利。

大同区人武部

全面清查库室物品
本报讯 赵伟、梁中宝报道：11 月

下旬，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人武部
针对年终工作较多的实际，进一步修
订了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方案计
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司机、警卫、保密
人员和弹药管理员开展业务学习，并
按照“不漏一个项目、不漏一名人员、
不漏一件物资”的要求，对人武部各库
室进行全面清查，全面扎实做好营区
安全稳定工作。

11月下旬，江苏省丰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为期两天的集中训练，

强化队员的基本军事素质。图为民兵进行低姿匍匐训练。 刘培胜摄

11月下旬，黑龙江省漠河县

气温骤降到－38℃，大兴安岭军

分区及时组织官兵和当地武警、

民兵队员利用严寒条件，开展反

恐维稳演练。图为参演队员进行

雪地射击。

邹德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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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充满期待 我们干劲十足
○广东省军区官兵战备训练不松懈争当改革“排头兵”
○安徽省军区官兵实战考核士气高豪情满怀迎改革

本报讯 熊昕、记者周建明报道：
12 月初，广东省军区党委常委带工作
组下部队蹲点，指导年终总结，筹划明
年工作。记者连线各组了解到，从海岛
哨所到执勤点位，从偏远山区到经济特
区，官兵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全身心
投入到战备、训练和工作之中，始终做
到战备、训练不松懈，以实际行动支持
改革、拥护改革、投身改革。

驻守改革开放前沿，得改革风气之
先，广东省军区各级稳心定神干工作，
心思向打仗聚焦，工作向打赢用劲。连
日来，这个省军区将沿海几个地市海上
民兵分队拉到粤西某国防训练基地，展
开实战背景下的集结拉动、巡逻执勤和
码头抢修等课目集训。现场组训的省军
区副参谋长唐金华告诉记者，只有练就
过硬的素质，才能通过改革大考，不论
是现役官兵还是民兵预备役人员，大家
都铆着一股劲在拼。

受改革消息激励，珠海警备区新兵
大队叫响“把困难设够、把课目设难、把情
况设险”，在严格训练中磨砺意志、锤炼作
风。该大队最近一次训练考核结果显示，
体能、战术、射击等课目成绩优良率达到
95%以上。被评为“五星标兵”的大学生新
兵汤杰生说：“苦练技能、备战打赢，就是
我们拥护和支持改革的最好方式！”

12月 4日，惠州市惠阳区人武部政
委沈文忠拿着一沓翔实的资料，一个一
个政府部门去做工作，协调完善当地优
抚安置政策。虽然年龄偏大、任职时间偏

长，但沈文忠保持心不散、劲不减、腿不
懒，“在位一分钟、干好六十秒，我在协调
地方政策、强化民众国防意识上做点事，
也算是为深化改革作贡献嘛。”在某船
运大队“高级士官工作室”内，三级军士
长韦向仁和几名技术骨干一起，加班加
点编写《船艇检修保养教材》。休息时，韦
向仁一脸微笑地说，“我们对改革充满期
盼，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改革没有旁观席，人人都是参与
者。2013 年，省军区机关开始挂钩帮扶
阳山县振民村。当下是“收官”阶段，省
军区政治部秘群处干事谭新杰打起背
包，住进振民村，“不管怎么改，军民一
家亲，我来把这个尾收好，用实际行动
为军人荣誉增光添彩。”时值老兵退伍
季，某海防团北尖岛海防连原司务长、
四级军士长卢翼将财务室的钥匙交到
现任司务长李健强手中，还语重心长地
交代：“条件只会越来越好，一定要把连
队保障搞好。”离队之际赶上改革大潮，

老兵卢翼已想好回乡创业的计划，用一
名退伍老兵特有的方式，为这场时代大
考交上合格答卷。

本报讯 陈大昊、记者周海良报
道：近日，安徽省黟县人武部接受南京
军区军事斗争准备检验评估，取得同类
单位第一名的骄人战绩。上级领导称赞
说：这个人武部官兵始终以“满弓、满
格、满勤”状态迎检参考，源于安徽省军
区开展“安心干事业、尽心务打赢”专题
教育激发出来的内生动力。

改革大幕开启，官兵思想进入活跃
期。这个省军区党委感到，“只有让官兵
真正理解认清改革，才能激发大家支持
和投身改革。”在精心筹划、先行试点的
基础上，他们自上而下组织全区部队开
展“安心干事业、尽心务打赢”专题教育。

教育中，安徽某预备役舟桥团以团
队多次整编转隶为例，教育官兵听令而
行，以实际行动投身改革。现任团长陈宏
介绍说，1953年，该团从沿海发达城市

转战内陆欠发达地区。“革命战士最听党
的话，哪里需要就支援哪里！”次日凌晨，
全团官兵打起背包就出发。2003年团队
转改为预备役部队，时任三营长陈宏恰
好经历了此次转隶，他教育引导大家凝
聚共识：“一线二线都在强军兴武战线，
前方后方都是干事创业地方”。该团转隶
当年就形成战斗力，被总参谋部表彰为
全军预备役部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参观团史馆，该团官兵认真分析团
队的地理变迁图和隶属关系图后，更加
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军队越是精简员
额，越能证明国家和平发展；部队越是
面临改革大考，军人越要带头迎考，向
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这个省军区精心遴选 5名身边典型
作报告，从不同角度、不同时代诠释军人
的使命担当。宣州区人武部部长沈代平
从集团军交流省军区，曾在皖南 3个山
区贫困县任职，每次面临重大利益调整，
他都心无旁骛谋事创业，将所在单位带
进省军区乃至南京军区部队先进行列。
沈代平汇报感言“职务有涯、事业无涯，权
力有限、使命无限”，引发官兵强烈共鸣。

若为小利计，何必披征衣？省军区领
导告诉记者，当前改革进入实施阶段，更
需凝神聚气。年终岁末，各级军事机关实
战化考核如火如荼，部队上下练兵士气
高、备战劲头足，人人满怀豪情，全身心
投入过境保障、拥军支训等兴武强兵实
践，百余支新型支援保障分队驰骋江淮、
各显神通，锤炼信息化新质保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