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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欣、记者熊华明报道：
10月下旬，中部战区空军与上海金汇
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直升机救
援合作协议，并举行第一期卫勤领域
直升机医疗救护培训班，24名航空兵
部队卫勤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中部
战区空军保障部副部长柳禧露介绍，
此次合作是对构建全区域、立体化、快
捷高效医疗救援体系的有益探索，标
志着军民融合空中医疗救援迈出实质
性步伐。

中部战区空军所属部队点多面
广，有100余个边远艰苦连队和站点，
医疗救护后送距离远、时间长，虽然部
队机关为官兵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
但只能应对一些常见病症，对于危及
生命的急病重病，仍然难以实现“就近
就便、及时救治”，在应对致伤因素多、
伤情复杂的战时情况时，后送难题更
加突出。

“直升机医疗救援具有反应快、施
救快、受作业地形影响小的特点，地方
医疗体系在此领域发展迅速。利用好
这一优质资源，是解决部队救援保障
短板弱项的有效办法。”中部战区空军
保障部卫生处处长郭虎芝告诉记者，
他们优选全国布机的上海金汇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可有效解
决危及官兵生命的急病重病后送难
题。据了解，该公司现已在全国28个
省（市、自治区）部署直升机 59架，与
全国 900多家医院和 120急救中心合
作，初步构建了全国范围的空中救援
网络，曾参与执行汶川地震、武汉当
阳管道爆炸等重大灾害或事故救援
任务。

该公司华北区总经理游晓霞介
绍，他们与中部战区空军部队携手共
建航空特种运输保障体系，优先为部
队提供伤病员后方转送直达服务，并
建立起伤病员航空应急接（转）运保障
机制，为执行军队伤病员紧急后送开
辟快捷通道。

针对部队普遍存在直升机救护骨
干数量少、实践锻炼少、专业知识缺等
问题，军地首次合作便聚焦人才培养
问题，为尽快建立航空救护专业力量
储备骨干人才。下一步，军地双方将
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组织实兵演练、集
中专项培训、实习带教等多种方式，加

快提升航空救护能力。
上图：培训班人员听取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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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希、记者周仁报道：近
日，湖南省在省立第一师范旧址举行潇
湘红色故事“七进”活动启动仪式。10
名优秀讲解员现场示范宣讲潇湘红色故
事。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推动潇湘红
色故事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
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推动全民国防
教育向纵深挺进。

年初，湖南省军区利用驻地红色文
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创新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受到群众欢迎。为进一步扩大红
色故事影响面，省军区联合省委宣传部
共同筹划潇湘红色故事“七进”活动。据
了解，他们从全省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选拔优秀讲解员组成潇湘红色故事宣讲
团，宣讲团将按计划轮流到各市（州）和
省直有关单位进行巡回宣讲。同时，他
们还将打造一档名为《潇湘红色故事汇》
的电视节目，将经典红色故事搬上荧屏。

启动仪式上，讲解员从家国情、赤子
心、青春志、中国梦 4个方面，讲述不同
时期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藏在衣柜里

的父子情》《少奇同志好胆量》展示了毛
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赤子之
心；《一个婴儿的长征路》《一家八口同长
征》通过微观视角让人们近距离感受长
征历程的艰苦卓绝；《一封托孤信》《信仰
让警予如此美丽》《陈树湘断肠明志》彰
显了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和大无畏英雄
气概；《25年写就的大论文》《扶贫路上
的一座丰碑》反映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
家的家国情怀。一个个感人肺腑的红色
故事，一段段图文并茂的生动视频，勾起
三湘儿女的共同记忆，令在场 500多位
观众和众多观看直播的网友感慨“这简
直就是一场红色文化盛宴”。

据了解，省军区还将开展“参观一次
革命遗址、祭奠一名烈士英雄、学唱一首
红色歌曲”配套活动，与宣传活动形成联
动效应。

湖南省军区创新开展国防教育

三湘大地掀起宣讲红色故事热潮

11月3日，山西省太原市以联合防空
为背景，在山西省综合训练基地组织应
急应战能力检验评估活动，6个县区23支
实兵分队依据作战预案展开演练，动用
人员 800余人、装备 1000余件（套）。依
案而演、为战而研成为此次活动亮点。

受检内容全为重难
点课题——

自我施压，督促国动
委成员单位攥指成拳

尖草坪区，核生化救援；小店区，重
要目标防护……当天上午 8时，三发红
色信号弹骤然升空，检验评估活动拉
开帷幕。导演部人员介绍，所有参演课
目均属新大纲中明确的重难点课题，这
样做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形势所需。

太原市地理交通位置特殊，区域内重
点防卫目标较多，要担负起驻守一方、保
护一方的使命任务，后备力量必须具备全
面过硬的应急应战能力。

“这些课题之所以难，主要是因为
对场地、装备、教练员等条件要求较
高。只有打破军事机关唱独角戏、其他
政府部门被动参与的局面，才能更好地
调度社会资源给训练提供支撑。”太原
市国动委副主任、警备区司令员王志校
认为，越是重难点课目，越需军地配合，
也越能检验国动委职能作用发挥的真
实水平。依据实战预案搞演练，可督促
国动委各成员单位更好地认识“战位”、
明确任务。

“轰隆……”10时22分，一声房屋倒
塌的巨响之后，由万柏林区政府、人武
部、消防中队、卫计局、防震减灾局等12
个单位组成的救灾前指迅速前出，紧接
着，民兵救援、医疗救护、物资输送等分

队闻令而动。不久，演练场二层民房上，
救援专家展开高空破拆；废墟中，山猫全
地形搜救车开始清障搜救；远处空地上，
直升机盘旋而至，紧急向后方医院输送
重伤人员……

“抗震救灾是检验评估中出动专业人
员和先进装备最多的课目，没有高效的动
员指挥和协调能力很难完成。”万柏林区
国动委副主任、人武部部长戴刚说，区国
动委实施模块化编组，党政领导任指挥
长，军事机关领导任副指挥长，其他部门
和社会组织负责人为成员，对不同隶属关
系的专业力量实现了统一指挥和调度。

据了解，太原警备区作为应急应战
指挥部，还邀请专家到国动委成员单位
讲法规、教战法，组织编组人员对敌情威
胁、情况构想等内容进行研讨，强化军地
领导依法动员意识和依案动员能力。截
至目前，他们共研究和完善 3大类 18种
78个方案计划，形成200多份专业报表。

七成参演装备运用
军民融合技术——

大胆创新，开辟国防
动员能力新增长极

“警戒雷达报告，敌?型导弹，方位
角??，高低角??，距离??千米。”

“空飘雷和角反射器气球升空！”不久，来
袭“导弹”被凌空摧毁。

“这些红色气球还真有威力。”上午11
时许，在重要防卫目标行动中，小店区防
空分队利用自主革新装备快速拦截导弹
袭击的场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区人武
部部长周继全说，他们协调两家研究所提
升了雷达空情报知和侦察预警能力，还制
作了干扰性较强的“空中拦阻网”。

“缺少装备器材是制约后备力量应

急应战能力提升的普遍难题，但被动等
装备是等不来战斗力的。”警备区战备建
设处处长房小洪告诉记者，他们利用太
原市军民融合产业较多的区位优势，采
取请领与自购相结合、协作研发与自主
革新相补充的办法，配套完善了各类作
战装备器材。这次评估活动近七成装备
运用军民融合技术。

“现在警备区编制10余个现役干部，
要是搭设老型野战指挥帐篷人手不够，
经过改良的新型帐篷，只需一个7人指挥
编组就可轻松搭设。”导演部参谋告诉记
者，在指挥通信上，他们研发了“一图一
网一系统”的可视化指挥终端，从接到预
先号令到作战文书发出，只需 15分钟。
另外，他们还基于物联网专用频道建立
集群对讲系统，克服普通对讲机“一沟或
一山之隔就无法通话”的性能弱点。

除了提高指挥效能，军民融合技术运
用还提升了特殊情况处置能力。“遇到风
急火大的山火，人员无法靠近，怎么办？
用肩扛式火箭筒打灭火弹，效率又跟不
上。”房小洪说，为解决难题，杏花岭区人
武部联合某厂家设计了灭火炮，打出的灭
火弹可感温定点爆炸，在开辟隔离带时既
安全又高效。另外，他们还为应急分队配
发无人机、摩托艇等新装备，改善了战备
物资装卸载平板、露营车载帐篷等器材。

近年来，太原警备区借助地方先进
信息化技术手段，构建了太原市“一个半
小时经济动员圈”，可对辖区内饮食加
工、车辆维修、物资油料等重点动员对
象，进行精确定位和精准调度。借助军
民融合发展协调部职能优势，他们还掌握
了航天航空、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通信
等一大批高新技术类动员潜力数据。

8位专家现场打分、
给予反馈——

敢于亮丑，形成“演
中改、改中练”闭合回路

“情况想定还需筹划得再周全些，如
果部队突然接到临时驻扎的命令，或者

道路因自然灾害、车辆事故导致受损，该
如何应对……”此次活动，最受瞩目的
人，不是主席台上的领导，而是8位评估
专家。他们来自院校及诸军兵种部队。
在晋源区保障主力部队过境行动刚一结
束，陆军指挥学院战略战役系教授薛志
亮就给他们指出问题。

“战场不看脸面，只认胜负。”王志
校说，近几年，作战部队轮流到朱日和训
练基地进行作战能力检验评估，后备力
量采取同样的方式去评估应急应战能
力，就是让大家看清自己的能力水平和
存在差距。与此同时，也可以让大家更
清晰地知道在支援保障部队行动时如何
更好地衔接和配合，在平时的训练内容
设置和标准制定上如何能更好地贴近实
战要求。

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参谋范旭宇介
绍，此次活动的检验评估细则共包含方
案计划落实、遂行使命任务能力等 2大
类10大评分项，每一个评分项目都有不
同的评估要点和评估指标，各项分值共
计 1000分。“这个评分细则是由专家组
根据中部战区赋予省军区系统的具体任
务设定。所有评估专家在活动之前都未
与参演人员有过接触，不存在弄虚作假
情况，最终结果接近真实能力‘画像’。”

万柏林区 807.5分，尖草坪区 802.5
分……11时 20分许，8位专家现场公布
考评成绩。“最高成绩还丢失了近五分之
一的分值，说明我们还要保持高度的紧
迫感。”太原市国动委副主任、警备区政
委张文广表示，问题就是方向，专家组指
出的在信息对抗手段上比较单一、作战
力量编成还不够科学等问题完全切中要
害。在评估检验活动之后，他们将组织
检讨式总结，把演练中暴露出的倾向性
问题、结构性矛盾和原则性错误进行整
改，形成上下衔接、体系完备、数据准确、
务实可行的作战方案体系。

据了解，太原警备区还与评估专家
建立了常态联系机制，对于今后训练情
况，他们将以视频形式传给专家，进行
动态评估，形成“演中改、改中练”的闭
合回路。

一旦有战事，我们能不能“动”起来
—山西省太原市应急应战能力检验评估活动闻思录

■本报记者 朱宏博 裴 贤 特约记者 郭冬旭

本报讯 记者石宁宁、通讯员李叶
楠报道：11月6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下称进博会）开幕第二天，位于上
海市青浦区的国家会展中心迎来客流高
峰。上海警备区组织民兵分队参与执勤

保障，确保盛会安全有序进行。
此次进博会是全球首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吸引了172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现场观众和参展
商超过40万人，安保任务繁重。民兵主

要担负重要路口交通疏导、公交站点警
戒执勤等任务。徐家汇人武部领导介
绍，辖区100余名民兵在多条交通主干
道实施不间断巡逻，形成空地一体式全
时段响应机制。执勤中，民兵队员尽心

尽力。徐汇区民兵应急连连长盛志军
是一名退伍老兵，原本家中有事，但仍
克服困难参加此次任务。盛志军说：

“我是民兵，有任务不能缺席。”
上图：民兵在主干道警戒执勤。

上海警备区组织民兵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执勤保障上海警备区组织民兵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执勤保障

““我是民兵我是民兵，，有任务不能缺席有任务不能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