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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时节，寒潮漫卷。黑龙江省
佳木斯军分区组织以边境封控为课题
的野外演练，在茫茫雪原中聚焦实战
砺精兵。

军分区及下属人武部所有现役官
兵、文职人员和职工全员参训，市人防
办、应急管理局相关人员和部分地方
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专武干部也同
步参加，这在该军分区的练兵历史上
并不多见。

“今天训练场上绕过
去，明天战场上就过不去”

冬雪深夜，军地联合指挥部里，指
挥长下达部队集结命令。

一阵阵整队的集合声，碾过村野
的寂静。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民兵，
冒着严寒天气，急赴目标地域。一
辆辆从地方征集来的挂有“训”字牌
的运输车，从四面八方向指定集合
地点驶来。

这是一次检验平时动员、轮训备
勤成果的实兵演练，围绕“走、打、吃、
住、藏、联、管、供、救、修”进行全方位
拉动。

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大，为了参加
演练，有的放弃了外出探亲访友，有的
推迟了旅游休假。大家的想法非常简
单：就是把平时训练中的最好成绩，展
现在演兵场上。

演练进入第3天，气温降至-25℃。
一队队参训民兵顶着凛冽寒风艰难
前行，一辆辆运输车在冰雪路面上
驰骋。

在素有“一座七星峰，半部抗联
史 ”的 七 星 峰 山 上 ，桦 南 县 人 武 部
100多人的队伍，在抗联密营旁安营
扎寨。该县人武部政委李廷军在动
员中说：“我们选择在这里练兵，就
是要把先辈的抗联精神传承下来，
履行好新形势下的国防动员职责和
使命。”

在祖国东极抚远市，边境封控演
练进行得如火如荼。突然，界江冰面
上出现了一米多宽雾气腾腾的长长清
沟。大家心里犯嘀咕：“绕过去算了。”
市人武部部长甘建平查看现场后说：

“今天训练场上绕过去，明天战场上就
过不去。”他二话没说，带领大家在浓
浓江雾中跨了过去。

“备战的虚花再好看，
也结不出胜战的实果”

机动途中，地方征召的参演车辆
从公路驶入便道。“立即停车，上防
滑链！”带车干部见路面光滑如镜，
通过手持机下达命令。司机一下子
傻眼了：没带防滑链。为确保人车
安全，只能减速行驶，最终耽误了行
军进程。

演练期间，指挥部向6个县（市）要
动员潜力数据，有2个单位迟迟报不上
来。边境行动指挥组、交通战备指挥
组和人防指挥组信息不共享，各要各
的数、各报各的账。

随着演练深入推进，平时没有发
现的问题一一显现出来。有的单位使
用的是老地图，地形地貌早已无法识
别；有的平时训练程序化，遇到突发情
况就手足无措。

接下来的尴尬，更是让军分区领
导直冒冷汗。

雪后初霁，山路崎岖。放眼望去
到处是白茫茫一片，原定的按图行进
课目难度骤然增大，原本的山间小路，
被雪覆盖以后无从找起，远处的景物
都被山上密集的树林遮挡，参照物没
有了，手机信号进入盲区。

怎么办？队伍只能依靠指挥员对
距离方位和地势变化的感知来带领队
伍行进，靠着平时积累的经验，在一开
始迷失后，各个队伍迅速调整了行军
方向，回到预定的路线，但5公里距离5
个目标点，成绩最好的单位也只找到3
个，仅为及格。

“备战的虚花再好看，也结不出
胜战的实果。”军分区领导感到，一
寒出百难，寒区冬季特殊的气候和
环境，对已有的战备训练提出了全
新的挑战。战备理念、方案、预案等

如果不能及时跟进调整，无异于“刻
舟求剑”。

“战场没有局外人，
备战没有空档期”

演练硝烟刚散，复盘又闻“炮声”。
演练归来，该军分区立即借助远

程视频系统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一起
反思总结，补齐短板。

总结会上，在火药味儿十足的“炮
轰”中，动员机制不健全导致常态运转
不畅、指挥链路不顺导致动员流程生
疏、联合意识不强导致各方力量动作
不协调等很多“老大难”和新问题，一
一摆在了台面上。

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徐元冲十
分感慨，进入新体制以来，军分区在建
立完善国防动员新体制，备战训练规
章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一上实
兵演练场仍问题不断。徐元冲直言：

“还是因为我们各级头脑中的战备弦
没有绷紧。”

庆功会开成了反思会。与会人员
在脸热心跳中深切认识到：战场没有
局外人，备战没有空档期。作为联系
军地的桥梁纽带，必须要有本领恐慌
和战斗意识。

对照实战查积弊，号准病根开药
方。该军分区依据在演练中采集的
通信装备性能、极寒气候条件下发电
机性能、电子器材正常工作极限温度
等数据，对“在边境封控中民兵对任
务部队实施动员保障要注意的问题”

“在遂行任务中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握
几个关键环节”“如何发挥好现有装
备最大效能”等 10个方面的问题进
行了研讨。

打铁要趁热。他们还共同查找出
平时训练课目难度与实战要求不吻
合、谋略指挥临战意识不强、军地联合
机制不健全等 21个问题，重新修订各
类指挥预案 10余份，提出军地联合指
挥中心转型升级、民兵驻训分队训练
增加课目、改进军地联合指挥模式等
多个贴近实战需求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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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景介军、记者宫玉聪报
道：近日，记者从全军学生军训工作办
公室获悉，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
部联合修订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
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适应教
育发展和军队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修
订军事课程内容，并明确要求各高校严
格按纲施教、施训和考核，严禁以任何
理由和方式调减、占用教学、训练内容

和时数。
军事课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必修

课程。多年来，军地各级积极推进学生
军事训练，收到了良好的政治、国防和社
会效益。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深入
发展，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推进，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学生军事课程中
存在的训练内容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
需要修订完善。

此次《大纲》修订，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新
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构建与
后备力量建设相融合、与高中军训有机
衔接、与新兵训练相结合的大纲内容。

军事课由《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
两部分组成。《大纲》在《军事理论》教学
内容上，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发展以
及青年学生成长成才需要，将原教学模
块修订为中国国防、国家安全、军事思
想、现代战争和信息化装备等内容。

《军事技能》训练内容充分吸收 5
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和 4届军事课
教学展示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成果，

保持军味，体现战味，突出兵味，强化
分队队列动作训练，保留了射击与战
术训练，增加了格斗基础、战场医疗
救护、核生化防护和走进军营、学唱军
营歌曲等内容，拓展了识图用图、电磁
频谱监测等训练课目，让学生掌握必
备军事技能，提高军事素质，培养高素
质后备兵员。

为进一步加强督导考核，军事课将
纳入国家教育督导体系、纳入高校人才
培养评估体系、纳入学校课程评价体系，
学生军训情况将作为学校年度教学质量
和综合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进行评估。

据了解，《大纲》将于今年 8月起在
全国施行。

教育部、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修订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今年起高校军事课硝烟味更浓了
《大纲》增加了格斗基础、战场医疗救护、核生化防护和走进军营、学唱

军营歌曲等内容，拓展了识图用图、电磁频谱监测等训练课目，让学生掌握
必备军事技能，提高军事素质，培养高素质后备兵员

本报讯 孙悦生、记者鲁文帝报道：
“安置过程全程不用找门路，就能安排到
合适岗位。”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师职转
业干部报到会上，从海军陆战队转业的
林平一席诚恳发言，引来阵阵掌声。

在广东省军区转业办，记者看到一
组数据：在安置人数大量增加的情况下，
全省军转干部进公务员队伍比例继续保
持高位，达到 90.9%。多数地市拿出多
于 100%的公务员岗位用于营以下军转

干部考试竞岗，首次入围定岗率即达到
了 80%；省直拿出 200%的岗位供进省直
安置的师职转业干部选择。

广东是全国军转干部安置的热点
省份，近三年来接收安置军转干部逐
年增加。在安置数量大、任务重的情
况下，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主
动走进南部战区、广州军区善后办、省
军区征求安置意见，省委领导明确表
示：“把转业军人安置好是一项特殊的
政治任务，也考验着地方党委政府对
人民子弟兵的态度和感情，广东要做
全国军转安置工作的模范。”他们把军
转干部安置纳入建立人才高地、实施
人才强市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想方

设法把军队转业干部接收好、安置好、
使用好。

为确保军转安置的“最后一公里”畅
通无阻，该省将军转安置纳入省委、省政
府督办事项，实行省对市、市对县、县对
镇三级督导检查机制，加强监督。在后
续发展上，形成了报到见面会、联络员跟
踪服务等制度，帮助专业干部快速融入
地方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广东省，正师职安
排不低于副厅级职务，副师职安排不
低于正处级职务，明确“任现职未满 4
年的正、副师级转业干部到省属企事
业单位安置的，分别安排正、副厅级班
子副职”；对省直单位的团职及专业技

术 9级以上军转干部实行网上考核选
调安置，建立网上双选制度，双向同步
公开安置单位和军转干部个人信息，
确保竞争公开透明；对营职以下干部，
实行统一考核考试竞岗安置，全省统
一报名、统一组织、统一公布成绩及录
取结果，让军转安置始终在阳光监督
下。安置到省政法委的正团职转业干
部邹庭松说，自己在网上按要求填写
了资料和简历，就被省政法委选上录
用了。

广东省多措并举做好军转安置工作

九成以上军转干部进公务员队伍

当行军队伍遇上迎亲队伍
“前面是迎亲队伍吧，还抬着花轿呢！”2月 14日，火箭军某旅官兵野

外徒步行军途中，巧遇驻地乡亲的迎亲队伍。该旅官兵自发站在道路两
侧，为迎亲队伍让出一条路，并为新郎鼓掌加油，新郎深受感动，敬礼答谢
官兵。迎亲队伍走过，官兵迅速集结，重新踏上拉练征程。

周雨波摄影报道

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