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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军委联合参谋部、政治工作
部、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训练管理
部5部门联合对我军野战饮食快餐化保
障探索实践活动作出部署，提出构建军
委制定标准、部队提报需求、地方加工配
送、军地联合前送的野战饮食快餐化军
民融合保障链条。

军用野战饮食保障的发展变化，折
射了我军后勤保障军民融合的建设成
就。改革开放40年来，乘着国家经济和
科技发展的东风，野战饮食保障在食品
研发、营养搭配、战场前送等方面积极探
索，在提升部队保障能力的同时，蹚出了
军民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从军方主导研发到
社会力量参与——

企业研发，官兵检验
2017年 3月，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

能源局与国家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共同
召开单兵自热食品研发工作部署会，中
国农业科学院、浙江大学等 6所科研院
校和从全国遴选出的 17家食品生产企
业参会，共同推进食品科研军民深度融
合发展。

这是我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单
兵自热食品改进科研任务，食品研发实
现从军方主导向社会力量参与转变。

野战食品不仅是部队战斗力的基本
保障，也是未来战争的生命线。近年来，
军委后勤保障部改变过去单兵自热食品
由军方有关单位研发的做法，与科技部
建立军地协调、需求对接的科研机制，按
照“部队提需求，政府来搭台，企业搞研
发，官兵来检验”的思路，组织任务对接、
市场调研、需求论证。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按照军方需求，利
用网络信息平台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单兵自热食品改进科研任务，积极组织有
关专家和企业，通过军民融合、产学研结
合，联合攻关单兵自热食品关键技术，开
发相应产品，制定产品质量和检验标准。

去年8月，来自全国各地的9家企业
生产的9种餐谱凭借多种先进技术与工
艺，达到新型单兵自热食品的新要求、新
品质和新效能，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组
织的军地专家联合评审验收，部队可根
据需要灵活选用。

从口味相对单一到
科学营养搭配——

吃得饱，更要吃得好
提起我军的单兵口粮，人们往往会

想到口味单一的压缩饼干和罐头。如
今，多样化的单兵自热食品既有营养丰
富的肉类，又有可口保鲜的蔬菜，官兵只

需启用自热装置就可吃上热气腾腾的家
常便饭。

改革开放初期，我军开始了第一代
野战食品的研制。经过几代研制发展，
单兵口粮类型更加丰富。尤其近年来，
我军抓紧后勤军需装备的实战保障配套
建设，逐步实现饮食保障体系全天候、全
方位、多梯次和野战食品系列化、餐谱化
和热食化。

“将野战食品、野战饮食装备器材科
研向社会开放，直接运用地方优质科研
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也可直接选用地方
成熟产品和技术。”有关专家表示，这是
野战食品由过去“温饱型”向“营养型”转
变的重要保证。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
中，借助地方的新技术、新工艺提高野战
食品的科技含量，推动其向耐饥饿、口感
好、营养丰、抗疲劳、小模块、多配餐等方
向发展。

记者了解到，通过社会力量参与的
新研单兵自热食品，更加贴近实战需
求。食品包装体积和重量减少 10%左
右，部分产品外包装采用亚光材料，易于
官兵携带，便于野外伪装隐藏，既有炒饭
炒面等传统餐谱，又配合多种调味酱、小
菜和巧克力、能量棒等，营养搭配更科
学，口感明显改善。

此外，新的单兵自热食品提供的能
量更充足，符合不同作战地域、环境条件
下的应急应战能量需要；大部分产品都
能在10分钟之内，将食物中心温度加热
到 65摄氏度左右，基本能满足高原高
寒、边防海岛等不同地域部队平战时应
急热食保障需求。

前不久，第74集团军某旅官兵远程
机动至陌生地域参加演训任务，无锡联
勤保障中心所属部队分别在机动途中

的两个高速服务区开设前送保障。“与
以往产品相比，新的单兵自热食品营养
搭配更科学，口感明显改善，满足部队
应急热食保障需求，很受官兵欢迎。”该
旅领导介绍。

从部队自身携运到
军地联合前送——
部队到哪里，“外卖”送哪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地方优秀副食品加工企业和物流
企业加入野战饮食保障链条，让“营养
餐”直达战场前沿。

今年夏天，一场军地联合保障演练
在华山脚下打响。让参演官兵没想到的
是，在道路遭“敌”破坏的情况下，地方食
品公司的热食快餐搭载物流公司的无人
机，“飞”到了战场一线。

原来，该部战士在前出过程中单兵
食品全部消耗，急需补给，此时，前送补
给的道路已被“敌”破坏，物资无法通过
公路送达。

“动用地方无人机定点投送。”军地
保障人员从军需物资收储帐篷中取出单
兵食品套餐，快速打包装入两架随时待
命的无人机。两架无人机在远程操控
下，飞越被毁道路和桥梁、穿过山地，精
准地将热食快餐定点投送到目标地域。
同时，地方物流公司冷藏快递车装载副
食半成品，快速运输和配送至指定地点。

从部队携运到物流助阵前运，军用
食品的运输模式更加多元，不仅适应战
场形势的发展，还充分整合军地资源，进
一步深化了军民融合战场保障，提高了
饮食保障的实战化水平。

从压缩饼干到丰富多样的自热食品，从埋锅造饭到地方物流配送。改革开放以来，
我军野战饮食的战场保障越来越贴近战场需求、贴心服务官兵——

野战饮食：军民融合催生舌尖上的变化
■本报记者 孙兴维 赖瑜鸿 通讯员 王国珲

本报讯 记者方帅报道：一方正沿
公路组织进攻，意图抢占主要夺控点，另
一方迅速指挥快速反应分队轻型装甲突
击群紧急出动……11月24日，第五届北
京高校兵棋推演大赛在清华大学拉开战
幕，来自北京市29所高校的54支代表队
共108名选手展开为期两天55场次的激
烈对决。

兵棋推演能够以对抗的形式模拟作
战过程，为制定作战方案、应对突发事
件、论证武器装备、教育训练等提供参
考，被喻为导演战争的“魔术师”，也是当
前创新高校国防教育的有效形式。

大赛总导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潘

新毛介绍，本次大赛采用了“陆空联合攻
防作战”的战役想定。为本次大赛专门
构建的“陆空联合攻防作战”兵棋，既可
以模拟机械化、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技术
性能，又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战术思想，在
计算机网络上演绎出各种陆空攻防的战
争“活剧”。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导演大厅三
块电子屏上显示着“陆空战场”的实时动
态，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各种数据不断刷
新变化。参赛选手分为红蓝双方，需要
同时指挥包括步兵、装甲兵和航空兵在
内的数十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单元，充分
发挥各型装备的作战效能，从纷繁复杂

的情报信息中找到对方的弱点，完成对
敌方要害目标的攻击。

本次大赛由北京高校国防教育协会
主办，清华大学承办。作为北京高校国
防教育协会特色科普活动，北京高校兵
棋推演大赛活动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
经连续举办了五届。今年的比赛得到了
北京市40余所高校的积极响应，累计共
有近1000名选手报名参加。

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凯文此前
曾连续参加过以往四届大赛，他表示，兵
棋推演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在学生群体
中越来越受欢迎。“与一般的军事类游戏
相比，兵棋推演更具有谋略性和实战性，

能够让我们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更好
地了解现代战争的基本常识和战争谋略
的一般运用。”张凯文说。

“通过开展兵棋推演比赛，激发了
青年学子尚武爱国热情，丰富了国防教
育形式。”清华大学武装部国防教育办
公室主任董智介绍，作为本次大赛的承
办方，清华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兵
棋推演选修课，并于今年专门成立了学
生兵棋推演协会，“兵棋练兵”在清华园
蔚然成风。

上图:推演结束后，裁判员、国防大
学副教授李伟进行复盘讲解。

石加东摄

智谋方寸棋盘智谋方寸棋盘 决胜万里疆场决胜万里疆场
第五届北京高校兵棋推演大赛升温高校国防教育第五届北京高校兵棋推演大赛升温高校国防教育

杜嘉班纳道歉了！
“我们必竭尽全力更加理解及尊重

中国文化。”意大利品牌杜嘉班纳陷入
“涉嫌辱华”危机后，日前发布道歉声明。

前段时间，杜嘉班纳为一场时尚秀
发布了题为“起筷吃饭”的广告片，被网
友质疑存在歧视和丑化中国传统文化
的嫌疑。随后，杜嘉班纳设计师在与网
友发生争论时又出言不逊，使用辱华言
辞。此事不但引起网友的群情激愤，还
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原定参加时尚
秀表演的国内演艺明星和模特纷纷表
示不会出席；文化和旅游部也正式下发
通知，取消杜嘉班纳的相关活动；中国
知名电商市场，下架所有与杜嘉班纳品
牌相关的产品。

常言道：辱人者必自辱之。这件事
情，看似因一双筷子而起，实则源于对
中国文化的不理解、不尊重。退一步
讲，即便杜嘉班纳的“起筷吃饭”没有主
观辱华的创意，但其设计师的言论却造
成辱华的事实。假如杜嘉班纳发现这
则广告的负面影响后就开始道歉，也许
还有可能得到中国网友的原谅，不至于
引起后来的事态升级。然而遗憾的是，
这个知名品牌因为顽固坚持“傲慢与偏
见”，最终触犯中国民众的心理底线，结
果不但遭到强烈抗议，还付出惨重代
价，可谓自找其苦、自讨其辱。

因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发生的摩
擦，往往会伤及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
仅今年来看，从“奔驰辱华海报”到“瑞典
电视台辱华视频”，无不是如此。事件发
生后，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不想上
升为外交问题，但外界应了解中国民众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祖国高于一切！不
容任何人贬低！”“我爱我的祖国！”“尊重

比什么都重要”……如是反应、如此表
达，坚定的是“中国立场”，表明的是“中
国态度”，彰显的是“中国力量”。

捍卫我们的文化就是捍卫我们的
国家。一双筷子引发的风波，在中国遇
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并非中国民众太敏
感、不包容，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
自身文化基因的尊重、珍惜和捍卫。文
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对一个国
家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也意味着对这个
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和友好。中国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几千年的延
绵发展，已根植无数中华儿女的血脉，
不断涵养着我们的爱国情怀，形成亿万
国民的情感认同。任何形式、任何程度
的歧视和丑化，都是对爱国情感的无视
和冒犯。

文化是看不见的领土。有学者曾
经提出：“包含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也
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有些
国家对中国的文化侵蚀和文化渗透从
来没有停止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
如既往的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一些
因所谓的“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出
现的辱华事件，到底是无意为之，还是
蓄意为之？因此，除了要对有意的“恶
行”提高警惕、坚决斗争外，对无意的

“误会”也应亮明态度、坚决“说不”。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今日之中国

既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厚重底蕴，也
有着改革开放40年来与世界的交流融
通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的自信前
所未有的饱满。诸如杜嘉班纳的辱华
言论影响不了我们的自豪感，也阻挡不
了我们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脚步。

习主席指出：“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
国的鲜明标识。”作为外国企业，若想在
中国开辟市场、搞好经营，就应当积极地
了解和适应中国国情，包括理解和尊重
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入境随俗”，得到中
国人的认可。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
中，我们自身也将以更高质量的发展助
力各国共同发展，同时讲好中国故事，让
各国更加了解中国，尊重中国。

莫以文化“无知”为借口
—由杜嘉班纳道歉说开去

■周东滨

本报讯 记者朱宏博、通讯员刘福
全报道：11月 19日至 23日，山西省组
织“太行—2018B”国防动员演练，11个
地市 118个县（区）全部“动”了起来，
257名处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进入各级
国动委军地联合编组，其中有168名市
县主要领导身着迷彩服走上战位，组织
平战转换、动员筹划、实兵演练。

“把地方领导推到前台当主角，锤
炼组织指挥和处置情况能力，是建立纵
联省市县（区）、横接军地国防动员成员
单位高效指挥机制的必然选择。”山西
省国动委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韩强告
诉记者，此次演练按照联战联训要求，
围绕大纲明确的训练课题，构设5大类
100余种预案情况，全面检验各级指挥
编组、任务分队遂行任务的综合能力。

“敌方将对你市化工、煤矿等重点
目标进行空袭，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和撤
离……”22日上午10时许，接到上级导
调文书后，孝义市国防动员指挥部副总
指挥长、常务副市长张由泉很快写下处
置方案，涉及到的学校数量、转移路径、
疏散地域等具体情况，与各部门上报的
数据和坐标几近相同。“此次演练没有

‘战场位移’，情况设定紧贴辖区社情，
各自辖区就是各自战场。指挥部‘1中
心 7部门’的编组人员多数是党政领
导，他们对分管领域的潜力资源了如指
掌，可快速协调、精准调用。”孝义市国
动委副主任、人武部政委梁敬修说。

“实案实演是一场融入‘战场’的国
防教育，可以让党政领导干部更切实体
会到危机感，认清国防动员主体责任，
与军事机关形成动员合力。”吕梁市国
动委副主任、军分区司令员周昌盛说，
之前，有些人认为国防动员是军事机关
的事，演时“跑龙套”、看热闹，军事机关
有时也撇开地方职能部门，大包大揽。
此次演练中，吕梁市军分区现役干部

“先作表率、后当老师”，前期给地方领
导演示如何进行情况判定、指挥决策、
使用兵力，后期放手让地方领导自己处
置导调情况，视情给予指导讲评。

据了解，各地市平均组织实兵演练
课目 2个以上，处置临时导调情况 7条

左右。他们还梳理基干民兵、国防动员
专业队伍、地方行业力量3类力量编成
情况，进行粮油储备及保障能力评估。
多数参演的党政领导干部表示：“不懂
如何支援保障作战，就没资格坐在指挥
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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