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8年22月1414日 星期三 3动 员 责任编辑 /程 荣Tel：010-66720924 E-mail：gfbgfsx@sina.com

近日，东北某铁路装载场内，由驻

沈阳铁路局军代处组织的军交应急保

障演练正在进行。笔者在现场看到，

此次演练的重要课目竟然是平时极少

用的轻型组合站台架设。

这种组合站台由若干部件构成，

这些部件最轻的 20公斤，最重的达

169公斤。按照课目要求，整个架设

过程只能依靠人力。从2009年开始，

该军代处已经配发了野战机械化站台

车，对比之下，这种组合站台是个“笨

家伙”。为啥要捡“笨”的练？驻沈阳

铁路局军代处主任步进猛告诉笔者，

机械化站台车虽然方便，但是稳定性

较差，练兵备战必须考虑到突发情况，

只要战时可能用得上的，平时就得练

得精。

在铁路装载卸载过程中，平时

军代表多是以指挥协调的角色出

现，而此次演练却是全程主导。除

了站台架设，还要指挥装备装载、捆

绑加固等。据悉，为确保训练落到

实处，军代表们已经连练 5天摸爬

滚打在天寒地冻的装载场。军代

表韩其宏说：“我们必须把‘笨家

伙’练轻巧！”

康 健、白 露摄影报道

人工架设站台 训练不留空白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在
上级组织的一次临时拉动演练中，一
线防卫、联合行动和综合保障等 6支应
急力量迅速出动集结，成功处置数十
种突发“边情”。
“门前的路通了，部队出行才能这

么快。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事儿。”
旅长宋庆贵口中的路，是连接该旅营
区和国道的唯一一条战备出动路。二

连浩特市政管理局还为这条宽约 8米、
长约 3公里的柏油路加装了护路方砖。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道路
整修前官兵出行的真实写照。不仅如
此，这条被官兵称为“搓衣板”的路，坡
陡弯急、崎岖不平，时宽时窄的路面上
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土包。遇到天气恶
劣时，行车安全都难以保障，更别说开
展应急拉动演练了。

改善路况，成为该旅最热切的期
盼。然而，这条路平时除了军车出入
外，基本没有其他车辆通行，投入资金
改善路况，“性价比”几乎为零。内蒙
古二连浩特市领导却不这么认为，他
们来部队调研时说：“我们不能只盯着
GDP的增长点，在加强地方交通建设
的同时也必须考虑部队战备需要。”

为此，二连浩特市投入专项资金
对整条战备路进行了拓宽整修，并铺
设了沥青，同时协调专业施工队将道
路上的小山包全部移除。一条平整的
战备路直通边防巡逻要道，该连应急
分队出动时间较以往缩短三分之一。

这仅仅是二连浩特市探索边疆地
区“集约化”精准融合从平时向战时延
伸的成果之一。边防部队地处军事斗
争准备的最前沿，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
屏障。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边防部队
转型重塑向纵深推进，其职能使命的变
化迫切需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
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如
何整合边疆地区军地资源，扩大国防效
益和经济利益的交汇点？二连浩特市
委书记田永认为：“兵贵神速，首先得畅
通边防部队的交通要道。”

正因如此，2017年 12月，二连浩特
市联合呼和浩特铁路局调整列车停靠
时间，在驻地部队附近增设特快列车
停靠站，不仅有利于边防部队战备建
设，而且大大方便了边防官兵的出
行。今年初的议军会上，该市制定出
台《二连浩特市“3+2”边防帮建工程项
目推进表》《二连浩特市双拥成员单位
职责》等一系列制度，以“订单”的形
式，逐项向拥军单位通报，让拥军工作

与边防部队需求精准对接。
在这些“订单”中，就有一项是借

助地方运力完成部队移防。该市交战
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一次调
研中了解到新组建的某边防旅，移防
任务较重，涉及分流人员、武器装备、
战备通信器材、生活办公物资等方方
面面。而能够投入运输的军用车辆有
限，人员和物资只能分多个批次运抵
新单位。为此，他们向自治区交战办
汇报了这一情况。
“为何不借助地方运力？对我们

来说，也是检验交通保障能力的好机
会。”内蒙古自治区交战办主动找上门
协商，想法与该旅领导一拍即合。

随后，该旅依托地区综合交通运
输网络，探索构建以呼和浩特市、包头
市、乌兰察布市、二连浩特市等重要交
通枢纽为中心，向周边边境旗（县）及
所属苏木（乡镇）、嘎查（村）辐射的立
体式军地联合运输投送体系。通过地
方车辆数据管理平台对各边境地区客
运车辆平时的运输潜力进行实时核准
统筹，并将其作为保障战时边防部队
应急出动的运输投送力量，把地方丰
富的运输资源转化为强大的保障效能。

军地联合运输投送让部队移防更
加顺畅有序。军用车辆拉运武器装
备、通信器材、涉密资料等各类军用物
资，与搭载分流官兵的地方客运车辆
同步抵达预定地域。短短几天时间，
该旅所属部队就提前完成了移防工
作，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投送时间较以
往缩短了一半以上。

民为军用，借梯登高。记者从二
连浩特市政府了解到，下一步他们计
划根据边防部队的需求，对辖区内部
分战备公路进行修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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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登上我国唯一的一艘国防动
员舰——邓世昌舰时，正值隆冬时节，
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接受采访的四级
军士长李长锁一路小跑着过来迎接，黝
黑的脸因为笑得灿烂挤成一团，爽朗的
笑声更是让人感到敞亮温暖。热情、爱
笑，成为李长锁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他的笑不简单，或者说不容易。”

邓世昌舰政委滕文华对记者说，“用两
个词概括李长锁的人生就是祸不单行，
笑看风雨。”李长锁的命运确实比较坎
坷。他的父亲是唐山大地震遗孤，长期
患病。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家
里一贫如洗。

因为实在太穷，8岁的时候，李长
锁被送到亲戚家寄养，一待就是 9年。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成为他的童年记
忆。不过，磨难非但没有压垮李长锁，
反而让他形成了坚毅乐观的性格。在
他看来痛也要快乐着！因为泪水解决
不了问题。

参军入伍后，在邓世昌舰这个火热
的集体中，李长锁如鱼得水，他每天忙

得团团转，不仅经常帮助战友，还不时
给大家讲笑话、说相声，成为官兵眼中
的“开心果”。后来，当大家陆续了解到
他的身世后，都称赞他就是冬天里的一
把火，总能给人带来温暖和快乐。李长
锁倒也乐于接受，在他看来，扛着“包
袱”走不快，应该笑对挫折。

乐观不仅让李长锁走出了贫穷的
阴影，还让他战胜了工作上的困难。
2002 年，“国家海上卫生动员中心”依
托邓世昌舰、医疗模块大队等实体组
建，主要担负战时动员地方卫生力量参
加海上卫勤保障的任务。每年国家经
济动员办公室都会领导相关机构，以邓
世昌舰跨海区航行为依托，组织地方医
疗队员进行医疗救护训练。为服务保
障好来舰上训练的地方医护人员，李长
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
间学习有关卫生动员的相关知识。他
告诉记者：“医疗卫生动员是国民经济
动员的一部分，平时不显山露水，到了
战时却是海上作战官兵的安全屏障。”
因为表现突出、专业技术强，去年李长
锁荣立三等功。

采访结束时，李长锁坚持送记者到
码头。趁四下无人时，他拜托记者：“不
要写我，今年开展卫生动员演练时你再
来采访，那些能在舰上坚持训练的地方
医护人员也是‘最可爱的人’。”

爱笑的李长锁
■周万丰 本报特约记者 刘征鲁

国防交通是军民融合最多的领域，再强大的军队，都难以独自承担繁重艰
巨的战略投送任务。驻内蒙古二连浩特市部队的军事运输投送能力得到极大
提高，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目前，我国交通运输正从“限制型”向“适应型”
转变，军队要打造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必须转变观念，进一步深化军民融合，
加快构建铁公为主、水空补充的国防交通网络体系。

——编 者

边防某旅在新修战备路上开展训练。 樊 超摄

与人武部仅有一墙之隔的某宾馆
楼外安装多个摄像头，责令限期整改，
整改不见效果，就通过法律手段消除这
一安全隐患；武器装备仓库围墙外是垃
圾场，由于堆积过高，站在上面可以俯
瞰仓库全貌，不久就被限期整改……年
初以来，河南省漯河市保护军事设施的
有力措施在当地引发强烈反响。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漯河市一些军事设施所处环境日趋复
杂，周边安全隐患增多。2017 年 7 月，
漯河军分区战备建设处成立不久，便把
清理军事设施周边隐患，作为加强战备
建设的重要举措摆上议事日程。为摸
清底数，该处协调 12个军事防卫目标单
位召开联席会议。没想到，这一次会议
竟然收集到4类 15种周边安全隐患。

在军分区的推动下，漯河市调整了
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吸收国安、保密、

公安、住建、国土、宣传等部门，以及各
支驻地部队为成员单位，将办公室设在
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并按照横向联通、
上下贯通的要求，构建“市委抓统筹，分
区抓协调，县区抓监督、乡镇抓落实”的
4级机构，形成了军地结合、功能完善的
组织领导体系。凭借强有力的组织领
导，该市军事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被重
新划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等各类
标识逐一完善，电子监控、民兵巡逻等

防范措施进一步加强，军事设施保护的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为把发现的安全隐患彻底消除，漯
河市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采取拉单列
表、挂账销号的办法，一个问题一个问
题地加以解决。针对思想认识模糊的
问题，军地联合工作组登门入户宣讲
《军事设施保护法》等相关法规；针对思
想觉悟较差，反复做工作仍不进行整改
的，则坚决运用法律手段。在此过程中，

军地双方逐步建立了形势分析、联合处
置、情况通报、督促检查、评比表彰等一
系列工作机制，培养了一批军事设施保
护的明白人。

该市军事设施保护办公室主任陈
朝东告诉笔者，下一步，他们将积极探
索广播电视、报刊手册、户外传媒、手机
短信和政府信息网“五位一体”普法宣
传模式，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军事设施
保护的良好氛围。

河南省漯河市为春节期间战备建设营造安全环境

下大力清除军事设施周边隐患
■王士刚 宋江涛

2月1日零时52分，北京首趟春运

列车从北京站缓缓驶向重庆北方向，标

志着一年中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

徙就此拉开序幕，全国进入了春运时

间。一年一度的春运持续到3月12日，

共计40天。

今年春运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

达到29.8亿人次，这场大规模、周期性

人口迁徙考验着国家的应对水平与动

员能力。从国防动员的视角进行透视,

其与战时行动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结合

春运之机检验和提升国防动员能力就

成为时代要求。

战争不易模拟，春运则是契机。春

运中既有吃、住、行，还有游、购、娱，还

需要医、救、修，要求进行立体性的交通

运输，做好全方位的供应保障，动员多

领域的社会资源，恰如一场“会战”。春

运广区域、大规模、多流向、往返性的特

点很像战时动员，是着眼完成短期内人

口大规模迁徙的特殊任务，对社会资源

的再调整，对利益关系的再优化，对社

会秩序的再管控。

基于战时保障与春运保障的相似

性，要结合春运契机，深化动员准备。

应根据春运工作方案完善动员方案，具

备急时应急、战时应战双重功能。应结

合执行春运任务编组队伍，统筹使用交

通、公安、电力、城管等行业力量和志愿

者队伍，综合使用社会组织和民兵预备

役人员，打好人民战争。应利用春运保

障之机优化机制，贯彻军民融合战略思

想，实现平战衔接。

战争不可复制，春运年年实施。利

用春运之机检验动员能力，检查力量队

伍，是很好的动员验证方式。尤其是春

运处于冬春交替之际，气候寒冷，恶劣

天气发生概率较高，有时会在复杂情况

下实施。年初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

大范围雨雪，就是对政府应急能力和交

通运输保障能力的检验。

当前，应在遂行春运任务的过程中

检验和提升动员能力。人力动员重在

检验各行业系统、社会组织和民兵预备

役人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遂行任务的

能力。交通运输动员重在检验立体输

送能力和保畅通能力，特别是利用高

铁、民航输送的远距离、大运量投送能

力。国民经济动员重在检验保供应、保

民生的能力，特别是物资应急生产、紧

急供应、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水平。

舆论宣传动员重在检验舆情监控与舆

论引导的能力，能够利用新型媒体，引

导社会舆论，回应群众关切。

战争难以重现，春运可以复盘。春

运年年发生，有机会进行复盘检讨，可

以查漏补缺。今年由于春节较晚，节后

探亲、旅游、学生、务工客流叠加，预计

最高峰日客运量将超过1亿人次，春运

保障的强度很大，检验着国家的综合应

对能力。

根据春运中反馈的信息补漏洞、强

短板、优机制，可持续提升动员能力特别

是新质动员力，更好地塑造新时代的国

防动员。比如，今年春运一个显著变化，

就是铁路、民航输送量增长：全国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3.9亿人次，日均955万人次；

民航预计将运送旅客6500万人次，约占

全年旅客运输量的十分之一。这就要求

适应交通运输的新变化，特别是高铁和

民航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更好地利用和

发挥铁路、民航输送的动员能力。

再比如，今年春运服务呈现出很多

智能化特点，从火车站刷脸进站到自助

验证验票，从网上订购车票到网上预订

列车餐食，都体现了“互联网+”的魅力，

反映了智能化的魔力。这就要求适应

智能化的新要求，充分运用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让国防

动员逐步进入智慧动员时代。

春运期间话动员
■陈瑞慧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报道：近日，
记者从西宁联勤保障中心驻乌鲁木齐
航空军代处获悉，为确保春运期间军警
残旅客出行更加顺畅，从 2月 5日起，乌
鲁木齐航空官方网站全面开通军警残
旅客购票通道。

军警残旅客购买乌鲁木齐航空实际
承运的国内航班时，将按成人经济舱全
票价的50%计价，同时享受燃油附加费减
半及免收退票手续费的优惠。但购买乌
鲁木齐航空普通折扣客票时，将视作普
通旅客，退改按相应票规执行。

从 2月 5日起，旅客除通过乌鲁木
齐航空客服热线 95334及各销售网点购
买军警残优惠客票外，还可访问乌鲁木
齐航空官方网站查询优惠客票价格、线

上提交预订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军警残旅客使用

身份证件及国家统一制发的《残疾军
人证》或《伤残人民警察证》购买优惠
客票出行时，需要提供与预订信息相
符的证件原件通过人工查验后登机，
无法网上值机。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驻乌鲁木齐航
空军代处主任王雪松介绍，全面开通军
警残旅客购票通道，是军地运输投送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让
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精神的又
一实质举措，去年 12月，新疆开放运行
的 19 个机场全部开通了“军人依法优

先”通道，军代处、民航管理局、机场集
团等单位联合进行现场检查、监督，规
范标牌设置、操作流程，并对部分机场
工作人员在服务中存在解释不到位、服
务不周到、指示牌设置不规范等问题进
行整改，服务保障质量大幅提升，确保
军人出行更加依法高效顺畅。

乌鲁木齐航空开通军警残旅客购票通道
按成人经济舱全票价的50%计价，燃油附加费减半及免收退票手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