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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也是兵，不能没血性

身上的兵味哪儿去了

强军先强心，练兵先练心。
今年 6月，巩义市人武部组织为期

14 天的民兵基地化轮训。承担任务
前，除抓好民兵应急分队建、训、用、管、
考外，巩义市人武部还有一个想法：抓
一抓民兵的战斗精神培育。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不久前，
人武部领导到各乡镇点验民兵，结果，
有的民兵站在队列里躬腰塌背、暮气
沉沉，缺乏精气神；有的穿着民兵服
装、扛着民兵旗帜，却听不到他们的口
号声、喊杀声；演练场上，有的民兵把
演习当演戏，没有紧张感，嘻嘻哈哈，
甚至一边抬着“伤员”，一边接打无关
电话……

人武部在参训人员中做了一次问
卷调查，结果不容乐观：有的同志认为，
作战部队需要提倡战斗精神，民兵是老
百姓，没必要那么认真。不少专武干部
也觉得，现在是信息化作战，强调民兵
战斗精神有些过时。

人武部领导认为，这表面上是战斗
精神的缺失，本质上却是兵味淡化、职
能弱化、本色退化，是影响新时代后备
力量转型重塑、民兵队伍履行职能使命
最具破坏性的和平积弊。后备方阵站
在历史新起点、迎来发展新纪元，亟须
以高昂的士气、火热的激情投身强军兴
军大潮，必须状态满弓、激情满格！

转型先塑魂。人武部组织“培育战
斗精神，破除和平积弊”大讨论，查找出
7种观念旧习和表现形式，逐一把脉会
诊、对症施治：开展“强化战斗意识、培
育战斗精神、磨砺战斗作风”教育活动，
集中官兵智慧，鼓励建言献计，探索砺
兵之策；邀请军校教授讲课辅导，组织
观看军事影视、唱战斗歌曲、演战斗节
目。通过上述几步“先手棋”，强化民兵
的战斗队意识。

此外，还结合“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由人武部领导讲
述巩义民兵的前世今生：

巩义市地名源自《山海经》，素为战
略要地。1944 年，皮定均率领的八路
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就设在巩义张祜
庄园。在当年抗击日寇的队伍中，作战
部队 8000人、民兵 3万人。那时的民兵
不仅筑工事、搭掩体、救伤员、运军粮，
还上前线杀敌。今天的巩义民兵，难道
可以忘本吗？

这一问，让不少同志耳根发热。民
兵应急一连一排班长张博说：“与过去
的民兵老前辈相比，我们的环境、任务
都发生很大变化，但我们的精神传家宝
永远不能丢！”

没有战斗环境刺激

时，血性也会沉睡

把训练氛围的“熔炉”烧热

郑州警备区民兵训练基地综合战
术训练场正前方，立着一块模拟倒计时
钟，上方的一句话，让人血脉贲张：“你
距离上战场还剩最后1秒钟”。

这是巩义市人武部专门为此次基
地化训练设置的“冲锋时钟”，也是民兵
战斗精神培育 14法中“武化氛围法”的
一个生动缩影。
“看到这块钟，紧迫感油然而生，好

像置身即将出征的氛围里。”每次走上
训练场，民兵李正业总是热血沸腾。

李正业平时略显文弱，但一上训练
场就变了个人。一次防汛演练，李正业
扛起沙袋来回跑，双肩磨破了皮，跑起
来依然虎虎生风。他说，自己要在出征
前，练就过硬本领。

集训前，民兵应急三连二排基干民
兵张力仁的脚趾患上甲沟炎，集训中因
训练强度大而加重，稍微用力，便疼痛
难忍。人武部领导和随队医生劝他休
息，坐在训练场边为大家加油鼓劲。张
力仁却说：“我要是坐在旁边看热闹，跟
逃兵有啥区别？”为了不掉队，他每天提
前来到训练场，训练课目一个没落下。

随后，“向民兵张力仁学习，用血性
胆气超越自己”的大红条幅被挂到训练
场。民兵尚奎志在训练日记中写道：
“看到这句话，如响槌重鼓、激荡心扉！”

几天后，人武部组织两个民兵连
进行战术竞赛，刘志强一个卧倒，手掌
内侧被尖石划破。但他没有犹豫退
缩，一鼓作气爬过终点，这时，大家才
看到地上留下的长长血印。这一幕让
很多民兵深受触动。第二天，反映刘

志强训练事迹的展板就摆放在训练
场，文图并茂的微信文章也推送到参
训民兵的手机上。

训练基地一楼大厅有两块训练成
绩评比展板，参训民兵各有自己的“专
属领地”，谁优谁劣数下红旗就知道。
每天晚点名，人武部领导都会为优秀班
排颁发流动红旗，每名民兵的训练成绩
会上传到镇政府网页，贯穿全程的竞赛
式评比让大家压力山大，也激励大家奋
勇争先。

既要面对面点燃民兵的激情，也要
键对键让指间直通心尖。人武部军事
科科长刘辉介绍，他们运用民兵喜闻乐
见的微信、微视频开办“掌上课堂”，连
续 12天在《中原国防》微信公众号推送
训练实况，用组合拳提振士气。

6 月中旬，郑州警备区组织训练
考核前，巩义市人武部把动员部署会
搞得如同打仗，宣读《迎考动员令》，
叫响“用汗水换取胜利泪水”等 10 余
个战斗精神口号，会场里掌声震天、
士气满满。

没有战斗环境刺激，血性便会沉
睡，所以要用火红的“熔炉”去唤醒。翻
开该人武部总结编写的《培育民兵战斗
精神 14法》，荣誉激励法、窗口展示法
等办法接地气、冒热气。
“好环境是看得见的熏陶！”看到此

景，郑州警备区领导深有感触：“人是环
境的产物，这种匠心独具的战斗精神环
境设置与氛围营造，能够影响人、感染
人、塑造人！”

民兵分队是应急队、

更是应战队

在战味中找回兵味

部队长期不打仗，民兵长年在后

方，有人曾用“两多两少”形容民兵队
伍：庸气、暮气、惰气多了，士气、锐气、
胆气少了；民味、俗味多了，军味、战味
少了。

一场酷暑下的操场之约，对这番总
结做了全新诠释。

尽管地表温度直逼 40℃，但应急
一连和三连的比武时间、地点没变。集
训队军事教练员胡凯说：“这次战术比
赛不在民兵训练计划内，是两个连自发
下的英雄帖、发起的挑战赛。”

几天前的实弹射击考核中，一连总
评以5环之差输给三连。
“同样的民兵用同样的枪，为啥咱

就干不过三连？”那天训练时，一连连长
袁鹏奇很是不服，当着全连官兵的面，
表示要和三连长李新怡“单挑”。

铁石相击，必有火花。两人都是退
役军人，但李新怡有 8年特种兵经历。
面对强大对手，袁鹏奇毫不畏惧。一番
激烈比拼后，他以微弱劣势败北，但袁
鹏奇这种敢于亮剑的精神，不仅赢得现
场民兵的掌声，也赢得对手的尊重。比
赛结束后，李新怡特意向袁鹏奇敬礼以
示敬意：“输赢并不重要，敢于亮剑的战
斗精神才是我们民兵最需要的。在气
势上，你赢了！”

有敢登刀山的排头，必有敢下火海
的排尾。有次实弹射击考核，乌云扑
面、大雨来袭。教练员建议调整计划，
雨后再考，几名连长态度坚决：“战斗不
会选天气，继续打！”那天，不仅实弹射
击成绩良好，民兵的战斗意志也在暴风
雨中得到锤炼。

7月 14日 7时，人武部值班室接到
市防汛办紧急电话：黄河康店镇赵沟段
3个大坝根石被暗流冲走，随时可能发
生险情，请你部迅速组织民兵应急分队
抢险支援。随即，康店镇民兵应急三连
20名民兵赶到现场。

捆绑、抛挂柳石枕、重新打下大坝
根石，民兵边干边喊出铿锵有力的黄河
艄公号子：“这一道，齐点儿——嘿呦；
那一道，正点儿——嘿呦；所有的，紧点
儿——嘿呦……”大家的手上、胳膊上
被石头棱划出道道血痕，但经过民兵和
黄河防汛抢险队连续一昼夜英勇奋战，
险情成功排除。

气可鼓、不可泄，劲可提、不可
松。近两年，人武部结合任务实际，探
索建立临战动员、伴随鼓动、荣誉激发
等战斗精神培育机制，有效锤炼了民
兵队伍的战斗作风和意志。民兵李家
良说：“看似外练筋骨皮，实则是内练
一口气，我们精神头明显足了，更有兵
样了！”

上图：民兵在战术训练场上你追
我赶。

下图：模拟通过染毒地带。

李新成摄

春秋时期《左传》有云：“夫
战，勇气也。”

纵观古今中外人类战争
史，以勇气为内核的战斗精神，
从来都是胜战之师的强心之要
与胜利之道。

今年以来，为更好地适应
新体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
命，河南省巩义市人武部坚持
教育引导与实践磨砺并重、环
境熏陶与任务牵引结合，探索
总结出培育民兵战斗精神 14
法，成效明显，给人启示。

气为兵魂。

翻开人民军队气吞山河、波澜

壮阔的辉煌画卷，“血火里诞生，风

雨中成长”的中国民兵，为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

功绩。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敌人

“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在

“钢”与“气”的较量中，我军官兵和

民兵凭借强大“气场”，创造了世界

战争史上的奇迹。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

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战斗精神

是意志品质、必胜信心、战斗作风、

心理素质和纪律观念等凝聚升华而

成的内在力量。习主席强调“和平

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

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没

有战斗精神，光有好的作战条件，军

队也是不能打胜仗的”。这是胜战

号令，是实战要求，更是开展民兵实

战化训练的重大课题。

那些惨痛的前车之鉴，至今振

聋发聩。一支军队的衰败，往往是

从士气低迷、陋习成弊开始的。清

朝“八旗铁骑”曾所向披靡，后来不

练骑射、玩物丧志，从扬鞭跃马沦为

提笼遛鸟，最终一败涂地。受长期

和平环境影响冲击，民兵职能意识

淡化、尚武精神退化、练兵热情弱

化、英雄情结缺失等现象滋生，缺乏

战斗精神是损害战斗力最致命的腐

蚀剂，也是危害最深的和平积弊，应

当高度警惕。

培育战斗精神要靠塑魂强心。

军人要有血性，民兵同样也需要有

血性。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

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

柄，精神才是锋利的刀刃。”要以“传

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为契机，运用青年民兵喜闻乐见

的形式手段，强化职能使命和备战

打仗观念，在增强使命感中激发战

斗热情。

培 育 战 斗 精 神 要 靠 战 场 锤

炼。“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教

兵之法，练胆为先”。诞生于战火

中的中国民兵，其基本属性是一

支战斗队。青年民兵不缺血性激

情，关键是如何去唤醒、去激发。

随着部队实战化演训密度和频率

不断加大，民兵队伍在服务三军、

保障打赢、抢险救灾中的职能越

来越突出。执行任务是磨砺民兵

战斗精神的大课堂、大熔炉，要在

履职尽责中培育血性，攻坚克难

中展现血性，战斗过程中锤炼血

性，永葆新时代民兵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

培育战斗精神要靠日常砥砺。

战斗精神是思想、态度和行为在脑

海深处逐步成型的过程，需要在点

滴中培养。只有平时训练虎虎生

威，战场迎敌才能杀气腾腾。要把

战斗精神培育融入民兵队伍建设日

常工作之中，在民兵例会、整组点

验、集中训练等时机强化养成，将战

斗精神内固于心、外化于形，逐步锻

造提升“兵”的形象，为能打仗、打胜

仗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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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塑造法：结合“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通过请老前辈讲传统、退伍老兵讲

经历、围绕驻地红色资源搞教育等

措施，将战斗精神融入血脉、凝神

聚气。

2.荣誉激励法：民兵训练时采

取设立“龙虎榜”、荣誉墙、精武杯

等激励手段，引导大家“以参加民

兵为荣、以比武夺牌为荣”，把荣誉

当成财富来珍视，当成品牌来铸

造，增强民兵队伍凝聚力和战斗

力，营造出崇尚荣誉、奋勇争先的

浓厚氛围。

3.行动感召法：人武部、乡镇

专武干部和民兵干部率先垂范、带

头参训，变过去“指挥大家训”为

“带着大家练”，以自身良好形象感

召民兵。

4.窗口展示法：运用多媒体宣

传民兵精武风采，让一线民兵出镜；

通过微信、美篇分享民兵轮训备勤

“实况”，激发练兵热情。

5.武化氛围法：在训练场设置

灯箱、标语、展板等，突出兵味、战味

和训味，营造练兵备战氛围。

6.军地共育法：鼓励民兵将训

练成绩与家人和亲朋好友分享，见

证磨砺成长过程，感受可喜变化，理

解支持民兵投身训练。

7.真情感化法：在训练场为民

兵过生日，人武部领导、专武干部与

训练积极性不高的民兵结对帮扶，

通过贴心交流，化解不良情绪，提振

练兵士气。

8.影视熏陶法：根据青年民兵

思想特点，组织观看《战狼2》《红海

行动》等主旋律电影，激活影片精神

补钙机能，在视觉上受触动，心灵上

受洗礼。

9.典型引领法：注意发现、培养

和宣传民兵典型，用身边事感动身

边人，大张旗鼓宣传民兵先进人物、

练兵训练事迹，使训练标兵受尊崇，

产生“一花引来百花开”效应。

10.兴趣引导法：针对民兵对

军事训练课目的兴趣爱好，因材施

教、因人制宜，与练体能、练胆量、练

心理有机结合，提高训练质量。

11.比武竞赛法：通过群众性

练兵对抗，组织定期考核、班排比

拼、单位比赛，提升训练难度、强度，

使训练场成为血性的比拼、激情的

对决。

12.创破纪录法：组织开展耐

力竞赛、技能竞技、破纪录大比武，

营造“精武强能，勇于挑战”的良好

氛围，锤炼战斗作风，激发勇于超

越、敢于突破的动力。

13.成长闯关法：为民兵建立

训练档案，制订个人训练指标，记录

训练时间、内容、成绩情况，引导他

们根据训练“时间表”和“路线图”，

科学量化、细化训练强度和进度，循

序渐进地达到训练目标。

14.岗位锻炼法：引导民兵把

岗位当战位，通过任务牵引、定人定

岗、定期轮岗，把岗位必须、素质急

需、任务所需的本领练精练专。

民兵战斗精神

培育14法

砥砺勇气为打赢
—河南省巩义市人武部民兵战斗精神培育14法解读

■李 勇 梁江涛 李 高 本报记者 魏联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