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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某预备役师瞄准实战强化官兵应急能力

停电？战备意识不“短路”
本报讯 曾科、李琴报道：12 月 12

日，贵州某预备役师机关正在组织网上
战术对抗演练时，营区外地铁施工导致
机房突然停电。“停电喽……”方才还剑
拔弩张的演练，瞬间散尽“硝烟”，机关
干部有的开始聊天，有的竟然端来茶杯
坐等来电。见状，该师作训科要求干部
立即展开手工标图作业，由于准备不
足，仓促上阵，成绩不尽如人意。
“近观现代战争，摧毁能源体系多

是攻击首选……停电是意外还是遭袭？
是该端起茶杯还是拿起钢枪？训练时不
装着‘敌情’，打仗会怎样？”第二天，该
师师长刘黔生在复盘大会上连发“三
问”，让几位“端茶杯”的机关干部羞红
了脸。

从“跟头”中摔出明白。该师机关随
即“翻箱倒柜”查找与实战不符的突出
问题，集合线路拥堵、人员联络不畅、携
行被装不够等 １0 余个问题浮出水面。随
即，他们及时修订完善了紧急集合、通

信联络、警戒巡逻和装备保障等 7 个战
备预案；清点、补充柴油发电机、野战帐
篷等战备物资，维护保养无线电台、对讲
机等器材，确保“三分四定”（携行、运行、
后留，定人、定物、定车、定位）落实；组织
官兵练精练强手工标图、旗语指挥、无线
发报等传统课目，不断强化大家战备意
识和应急能力。
“停电忘战非比寻常，战备意识不

可‘短路’。信息化程度越高，官兵越要
不断提高战备意识，多备几手，才能防
患于未然。”该师政委杨顺煌告诉笔者，
12 月 1８ 日下午，他临机通报战备值班
室“有小股不法分子袭扰营门”，机关立
即拉响警报，启动《应急处突预案》，办
公楼、篮球场和宿舍区的官兵接到号令
后，迅速领取警棍、枪械等，隐蔽进入预
定战斗位置，警卫组依托建筑物机动至
营区重要部位警戒，战斗组迂回到营区
外侦判“敌情”，兵分两路包抄歼“敌”于
围墙之外。

山东某预备役团

突击检查携行装具
本报讯 秦彤报道：12 月上旬，山

东某预备役高炮团组织官兵开展冬季适
应性拉练。拉练途中，该团对官兵们随身
携带的装具物品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2
名官兵未按规范携带装具物品，受到通
报批评。回到营区，该团随即对演练中暴
露出的装具不全、战备意识薄弱等问题，
展开整顿，总结教训。

木垒县人武部

深入牧区宣讲精神
本报讯 亢金利、伍仁仟报道：11月

中旬，新疆木垒县人武部针对当地牧民居
住较分散、信息相对闭塞的实际，组织 12
名干部职工和民兵骨干，分成两组深入牧
区向牧民宣讲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小组注
重突出宣讲重点，针对精准脱贫和放开二
孩政策等牧民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详细宣
讲，深受牧民欢迎。

雨湖区军地

倾情服务退伍官兵
本报讯 沈云辉、田祥报道：11 月

份以来，针对退伍士兵陆续返乡的实际，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武部主动协调当
地公安、民政、人社等部门，开展“关爱退
伍士兵”活动，及时为退伍士兵办理落
户、考学、保险转接等手续，并为他们提
供创业咨询和就业培训。同时，该人武部
还积极协调当地多家企事业单位召开退
伍士兵定向招聘会，根据退伍士兵的专
业特长，提供相关岗位进行安置，受到退
伍士兵和家长的赞誉。

富川县军地

联合开设培训课程
本报讯 韦启明、雷泽强报道：为

提升退伍士兵的就业技能，12 月初以
来，广西富川县人武部联合县民政局、
林业局、工商局、人事局在县职业学校
举办了多期退伍士兵职业和技能培训
课程，邀请专家为退役士兵讲授计算
机、汽车维修、经济果木栽培等就业和
创业技能。

在祖国最北端的北红村，9年来，每个工作日的清晨，无论

刮风下雨，还是漫天飞雪，总有一个匆忙赶路的迷彩身影———

漠河，6名“兵老师”接力支教北红小学
本报讯 彭福泉、曹修武报道：偏

远的村子很小，村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
上大学的梦想。“China、China，中国、中
国……”12 月 14 日，在祖国的最北端，
黑龙江省漠河县北红村北红小学的一
间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不时传来，5
名同学正在一起学习英语。
“一个班级只有 5 名学生？”跟着

“兵老师”葛洪霖走进教室后，见此场
景，笔者不禁问道。葛洪霖摘下满是霜
气的帽子和面罩，笑着说：“村里适龄孩
子越来越少，现在学校只有一、三、五，3
个年级，一般是两个年级在一起上课，
每个班级大概只有三五个学生。”说完，
葛洪霖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这节
英语课准备学习的内容。

毕业于成都工业学院的葛洪霖是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军分区所属某边防
团三连的一名战士，也是北红小学的英
语老师。2012 年入伍的他已经在这个
小学义务支教 3 年了。

葛洪霖的办公室桌子上有一只大
纸盒子，那是他为学生制作的“成长
盒”，里面装着每个学生的英语考试成
绩。每次考试结束，他都要把盒子拿出
来和学生们一起讨论。进步了，葛洪霖
会奖励一支铅笔、一个小本子，鼓励他
们再接再厉；如果退步了，葛洪霖会帮
助他们一起分析原因，勉励他们不要气
馁。在“兵老师”的耐心教导下，同学们
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起色，期中考试
时，全校 13 名学生中有 9 人的英语成
绩达到 97 分以上。

还有 20 多天就要期末考试，葛洪
霖根据每名学生的学习进度、理解能力
为他们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复习计划。葛
洪霖告诉笔者：每次上课时看到孩子们
求知若渴的眼神，他就感到自己肩上的
担子很重。他深知，边防战士在边疆守

望的是现在也是未来。每次看见孩子们
用心学习的样子，葛洪霖都会告诉他
们：“好好学习就一定可以考上大学，走
出大山！”
“老师，大学是什么样子？”这里的孩

子从未走出过深山，更没见过高楼大厦，
该怎么去描述呢？灵机一动，葛洪霖找到
了以前的老同学，求他们帮忙把各个城
市的大学校园、教室、运动场一一拍下
来。就这样，一张张记录大学美好生活的
照片陆续“飞”到了孩子们的面前。看着
宽敞的教室、整洁的餐厅、现代化的运动
场，孩子们的眼里满是光芒……

第一节英语课下课后，葛洪霖把上

一任“兵老师”肖帅为学生们购买的过
冬棉帽拿了出来，孩子们立刻围了上
来，兴奋不已。三年级的王宏博领到帽
子后，看着帽檐上的五角星高兴得不得
了，戴在头上神气十足：“肖老师已经到
别的部队工作了，请代我们谢谢肖老
师！长大以后我也要上大学、当一名解
放军战士，像老师们一样帮助别人。”

从 2006 年开始，大兴安岭军分区
所属某边防团三连的战士就开始了在
北红小学的支教历程，连队先后选拔了
6 名战士接力在这所小学支教，“兵老
师”每天吃过早饭后，就从连队出发，徒
步前往学校，赶在上课前走进教室。夏

顶烈日，冬披晨星，6 任“兵老师”用双
脚丈量着这一条单程 3 公里多的崎岖
山路，一走就是 9 年。9 年间，虽然三连
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无论刮风下
雨，还是漫天飞雪，每个工作日的 7 时
30 分，北红村的村民们都能看到一个
匆忙赶路的迷彩身影。
“多亏了这些优秀的‘兵老师’，他

们风雨无阻地坚持和执着，帮助北红村
20 多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
改变了命运。”北红小学校长许贵海感
激地说。

上图：葛洪霖为孩子们戴上过冬

棉帽。 邹德勇摄

阿勒泰军分区借助微信平台开展政治教育

轻轻一扫，权威信息到眼前
本报讯 赵红旗、杨子周报道：“太

方便了，手机只需轻轻一扫，改革指示
精神、政策阐释、嘉宾访谈、权威发布
等信息一览无余”，12 月 15 日，新疆阿
勒泰军分区通信站士兵朱霞饶有兴致
地看着军分区微信公众号推介的改革
信息说，“以前在机房值班，教育活动
大都无法参加。现在，有了微信号及时
推送的信息，就可第一时间知道相关信
息了。”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后，改
革成为官兵热议的话题，为避免官兵出
现思想波动，阿勒泰军分区将做好引导
教育和廓清思想迷雾作为当前政治工作
的重点。针对所辖边防线长，集中教育存
在人员难集中、时间难保证的实际，阿勒
泰军分区积极创新政治教育方式，借助

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交互性强
的特点，创设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及时发
布新疆军区和军分区的动态信息。同时，
他们还将“军报记者”的公众微信号二维
码制成图册发放到官兵手中、张贴在橱
窗里，官兵只要拿出手机轻轻一扫，权威
信息随即映入眼帘，信息还可以随时转
发，有效增强了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和时
效性。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
由之路，身为军人，进退走留，全听安排，
当前我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福海县人武部政工干事龚金年一边
将刚阅读完的政策解读转发到朋友圈，
一边对笔者说道，“接地气的教育方式，
不仅让改革会议精神装进了我们的口袋
里，更走进了我们心里。”

云南某预备役通信团聘 7名退伍士兵当教员

行不？训练场上比高下
本报讯 缪祥兴报道：12 月 11 日，

云南某预备役通信团的办公楼前贴出一
则通告：李晓军、王世杰、顾守志等 7 名
新入队的退伍士兵通过考核，成为该团
专业教员。
“刚进入预备役部队就被聘请为‘专

业教员’，凭啥啊？”看见通告，该团一些
教员和战士有些不服气。“服气不服气，
训练场上一较高下。”面对众议，该团团
长金春提议。

第二天，勤务队有线教员施荣昌就向
顾守志发起了挑战：500 米收放线比赛。
随着开始的口令响起，两名对手像离弦之
箭一般迅速向前方冲去，步履矫健如飞，
体能不相上下，但在完成作业的熟练程度
上，顾守志占明显优势，只花了 4 分钟就
完成了收放线任务，施荣昌败下阵来。

接力天线架设场，接力教员谢帅斌
跟李晓军的 PK 同步进行着。比武结束

后，李晓军和谢帅斌就比赛过程中，架设
天线、台站应注意的事项、架设时可能出
现的问题进行逐一讨论分析。谢帅斌感
慨：“我输得心服口服，通过这次比武切
磋，逼出了自己的‘能力短板’，以后还得
多向李晓军请教”。

据了解，这 7 名预备役战士均来自
野战通信部队，退伍前，都是单位的专业
骨干。战士李晓军曾连续 5 年担任接力
站站长，所在台站还被上级评为“红旗台
站”，个人获得“红旗站长”的荣誉。有线
专业的顾守志，退伍前曾是连队攀登固
定课目的纪录保持者……

有为才有位。刚退伍又重新穿上军
装，7 名预备役专业教员的军事素质很
快就得到了官兵的认可。7 名新教员表
示，一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钻研教学
方法，将经验优势融合到教学当中去，靠
实干、靠实绩，在预备役部队建功立业。

12月上旬，云南某预备役高炮团组织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和遂行多样

化任务的能力。图为该团在滇东某训练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李 进摄

12月 3日，重庆警备区教导大队 225名新战士告别新兵连，奔赴新岗位。今

年，重庆警备区教导大队承担起为作战部队代训新兵的任务。在前不久，成都军

区组织的考核中，新兵训练成绩合格率达96%。图为新战士互相帮助整理军容。

本报记者 戴思文摄

广东某预备役高炮团探索制订“一句话指令”提高指挥效能

将无用口令赶出演兵场
本报讯 井润强、周二威报道：

“有了指挥信息系统，只要按一下击发
按钮就可以直接开炮，炮长为何还要
扯着嗓子复诵一遍口令，白白浪费 5
秒钟时间……”12 月 3 日，广东某预备
役高炮团实弹战术演习刚刚落下帷
幕。二营营长张勇听到上级机关的讲
评后傻了眼，他怎么也没想到，多年来
一直沿用的炮长在实弹射击前复诵的
口令，竟成为这次演习的一大败笔。

作为一名高炮营长，张勇坦言，为
了确保实弹射击流程不出差错，也为
了场面看起来更加铿锵有力，该团一
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指挥员下达
开炮指令后，炮长需复诵一遍口令，之
后炮手再进行操作。在这次演习中，张
勇还特意挑选了几个口令响亮、声音
浑厚的炮长，为的是在演兵场上再添
一抹亮色，谁知却成了画蛇添足。

“炮长复诵口令，如果说在训练时
还有一些实际意义，但真到了战场上，
那就是延误战机！”考核组的讲评火药
味十足。

高炮部队在使用先进的火控系统
时，各级还存在许多手工作业的口令。
从训练场走向战场，还有多少这样的
无用口令？

在考核组的引导下，全团官兵跟
随演习进程，从命令下达、官兵集结、
召开会议、部队机动、占领阵地到实施
射击，对照实战标准，逐步剖析查找，
那些与实战要求不符的口令逐一浮出
水面。

作战任务下达后，团长、政委、参
谋长、主任逐人逐次发言，内容重复冗
长；机动过程中，同一条指令本来可以
通过指挥信息系统即时下达至营连
级，却还要逐级下达；作战指挥中，指

挥员下达指令后，通信参谋复诵一遍
后再下发……

复盘结束，该团政委陈重福的话
异常沉重：“从训练场到战场的距离就
是离打赢的距离。我们嘴上喊着按实
战化组训演训，可一到了演训场，又回
到了日常训练的节奏。信息化条件下，
作战指挥形态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
口令就是要简短、高效，不合时宜的口
令，必须丢弃。”

随后，这个团党委带领官兵重返
演兵场，以便于指挥为原则，以“短、
平、快”为要求，对部队战备行动方案、
指挥指令、各级作战会议程序进行统
一规范，对作战行动中的指令口令进
行逐一论证，进而探索制订出主要依
托作战指挥任务下达“任务+编号+时
间+地点”模式的“一句话指令”，20 多
道无用口令被赶出了演兵场。

国 防 时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