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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肋”，一般是用来形容人的致命
处，亦如“死穴”。如果在一场格斗中，
一个人被击中了“软肋”，便会丧失战斗
力。历史上，故意暴露“软肋”的事例不
少。春秋末年，伍子胥帮助吴国治理军
队，先把队伍分成两队，而后让双方放
开手脚对抗，最后让败方把败因想透
彻，从中吸取教训，研判制胜方略。知

短补短的吴军后来屡建奇功。
哲人说：能看清多远过去，就能赢

得多远未来。同理，能看透多少失败，
就能赢得多少胜利。二战中，日本海军
成功偷袭珍珠港的战例为人熟知，但日
军先败于校场却鲜为人知。偷袭前，日
军秘密进行了图上演练，前两次行动都
失败了，第 3次改变袭击方向和时间，
才获得成功。这给人以深刻启示：一定
要把“软肋”消灭在训练场。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胜利容易把人
蒙蔽，败仗则常令人警醒。当年，红军在

水口战役中取得胜利，可伤亡很大，毛泽
东认为那是一次“打赢了的败仗”。他说：

“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
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

当一个人或者军队失败的时候，往
往会保持高度警惕，对外来的任何风吹
草动都会很敏感，对一切的行动都会很
小心谨慎。但当胜利或者成功时，情况
就完全不同，容易放松警惕，产生骄傲
自满情绪。而这时候，敌人却处于强烈
的敌对情绪中，会作出意想不到的敌对
行动，成为致命的威胁。其原因在于无

法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对自身弱点心
中无数，让敌人有机可乘。

只有平时跟自己过不去，打仗才能
让敌人过不去。曾几何时，“练为看、练
为比、练为考”的问题蒙蔽了一些人的
眼睛，今天训练场上放水就等于明天战
场上流血。然而，一些人缺乏补短的意
识，没有养成补短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自
觉：有的不会补，认识检讨深，补短行动
轻；有的不想补，缺乏勇气，惧怕风险；
有的不善补，只会向前冲锋，不懂反省
反思。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暴露“软
肋”，以便谋求变软为硬之策。为将者，
既要做到眼中有敌，更要做到眼中有己，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弱点有清醒认识，
把问题暴露在操场上，真打仗时才能少
出问题。所以说，大力倡导检讨式剖析、
反思式总结，以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最
大限度地降低失误失败的风险。

不能把“软肋”带上战场
■王洪利

本报讯 边玉军、特约记者姜玉坤
报道：“42件生命探测仪等战备物资补
充到位、通信装备全部调试完毕……”
连日来，作为战备物资专项负责人，辽
宁省锦州军分区参谋温泉每天都忙得
团团转却乐此不疲。他说，只要是解决
训练难题，忙点累点，都值了！

前不久，锦州军分区成功组织了一
场军地联合指挥所演练。出人意料的
是，总结会上，军分区党委针对 3昼夜
训练中暴露出的问题，采取党委常委先
查、机关个人自查等方式，从组织筹划、
演练程序、综合保障等 5个方面，进行

复盘检讨，先后梳理出宿营搭设不合
理、信息化装备性能不熟悉等问题。军
分区党委一班人在分析时感到，表面的
问题只是现象，背后的问题更能反映实
质性矛盾。为此，他们决定再“深挖一
锹”，将表面的问题归纳汇总成指挥员
战术素养不高、民兵分队遂行任务能力
较弱等8大类30个具体问题。

“问题根源挖出来，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军分区政委李红军说，他们
对这些问题逐个“会诊”，研究解决办
法、制定整改时间表。针对指挥员战术
素养不高的问题，他们开展以“学理论、

精业务、强技能、练谋略”为主要内容的
岗位练兵活动，设置指挥通信、战术标
图等20多个训练课目，突出练主官、练
机关；制定《首长机关军事训练补训补
考规定》，对无故不参加训练、无故逃避
考核、考核不达标的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对因公缺席训练考核的人员，及时组织
补训补考，确保人人训练考核过关。

为解决不熟悉信息化装备性能的
问题，他们邀请院校专家、部队训练骨
干“传经送宝”，分期分批组织首长机关
信息化装备培训，逐人逐项考核认证。
并针对信息化装备操作流程进行规范，

制定“周维护保养、月联调联试、季操作
演练”的工作机制，确保信息化装备战
技术性能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与此同时，该军分区还针对民兵
分队遂行任务能力较弱的问题，按照
应急、专业的要求，充分发挥民兵熟悉
当地交通、地形、气象和重要目标等优
长，建立融生产、训练、执勤、应急于一
体的民兵常态化轮训备勤机制，不断
提高民兵队伍承担多样化任务的本
领。截至目前，查找出的 30个训练难
题均已挂号销账，首长机关指挥打仗
能力大幅提升。

辽宁省锦州军分区借军地联演时机向深层次问题“开刀”

30个训练难题全部挂号销账

本报讯 邱建新、记者郭冬明报道：
4月 11日，江西省南昌警备区接到求助
电话：赣江水位暴涨，11公里长的大堤
出现了近10米长的溃口，危及下游群众
的生命财产。东湖区民兵应急分队闻令
而动火速抵达现场处置险情。这是该警
备区组织抗洪抢险演练的一个镜头。

东湖区是南昌市核心城区，地处赣
江沿线，防汛任务重。为此，区人武部对

防汛物资器材逐件清点、机械设备逐台
检测、圩堤险段逐条检查。针对发现的
问题，他们及时组织召开军地联合防汛
工作调度会，向应急管理部门、辖区部队
和当地群众征求意见建议40多条，重新
修订完善防汛抗洪预案，制订通信应急
指挥、医疗应急救护、物资应急输送等6
个民兵应急救援专项预案，每一份预案
都纳入政府应急救援体系，确保一有情

况，能够实现人员与装备、救援与救灾一
体化伴随保障。

为提高民兵遂行任务能力，他们
从南昌市综合救援大队和退役军人
中，精选 26名教练员进行民兵应急救
援专业培训，编实 400多人集水上救
援、医疗救护、设备抢修于一体的民兵
专业分队。

在此基础上，该区还预设实战环
境，定期组织民兵分队在水中练救援、
堤上练垒坝、岸上练运输，着力提高实
战能力。

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刘闯深有感
触地说：“过去抢险救灾资源难共享、指
挥难同步，现在通过资源融合联动，应急
救援更加高效快捷，真正实现了一体化
新模式。”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抢险救灾实现一体化保障

4月上旬，位于祖国最西端的
新疆乌恰县吉根乡组织政府机关
干部和民兵护边员走进国防教育
基地—斯姆哈纳边防连，与官兵
一起升国旗、唱国歌、讲戍边故事，
接受红色教育，进一步增强爱国戍
边信念。

刘 慎摄

近日，辽宁省军区第九干休所官兵来到新民市马圈子村，为贫困学生送
去新书包、文具和助学金。图为该所干部辅导学生学习。

祁缚龙摄

春暖花开时节，甘肃省古浪县人
武部职工郑洋和父亲郑宗友一起把最
后 10个点位国防工程巡护完。至此，
父子俩在两个月内，对全县管护区域
内的 400多个点位的国防工程进行了
一次详细的“全面体检”。如今，郑洋
和父亲一起守护国防工程已经3年多，
原本正值青春年华，他却选择与大山
为伴。他说，是父亲激励自己，做出这
个正确的选择。

郑宗友入伍就被分配到古浪县人
武部服役，5年后从士兵改为人武部职
工。1993年，郑宗友因为熟悉管护区
域情况，被确定为人武部国防工程管
护员。

前些年，古浪峡某国防工程一度
遭到破坏，他冒着生命危险趴在悬崖
边上，测量受损面积，并把采集到的证
据及时向地方主管部门汇报，在军地
双方共同努力下，及时制止了不法分
子的破坏活动。

2016年夏天，古浪县连续下暴雨，
摩天岭地区国防工程发生坍塌，郑宗友
果断带维护队上山。当时在家休假的
郑洋担心父亲安全，便一同前往。等坍
塌处修复完毕，夜幕早已降临，郑宗友
只能凭记忆往回走。不料，暴雨冲垮了
来时的小路，救援人员进不来，郑洋和
父亲一行四人只好相互依偎在不足 2
平方米的山窝子里避雨，直到第二天傍
晚雨停，才走回人武部。

这次“患难与共”的经历，让郑洋永
生难忘。父亲守护国防工程的责任担
当和牺牲奉献精神，深深触动着他的内
心。当年 9月，郑洋放弃城市的工作，
成为古浪县人武部的一名职工，和父亲
一起守护国防工程。

面对国防工程及配套设备遭损坏、
建设用地与军事设施相冲突等困难，父
子俩没有退缩，他们对照上级要求，一

方面，郑宗友到田间地头和村民拉家
常、讲法规。另一方面，郑洋带领民兵
维护队，严格按程序规范对受损工事进
行启封、防腐、封闭、伪装，并标明军事
管理区和安全危险相关标志，同时做好
录像记录和存档标记，最大限度保护好
国防工程。

上图为郑洋（左）和父亲郑宗友一
起巡护某个受损国防工程。谢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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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通知我说有记者来采访，我
觉得挺突然的，其实就是做了一件很普
通的事儿！”4月16日，在北部战区总医
院，记者见到了李高山医生。

这个 43岁的胶东汉子一身白大
褂，格外精神。作为一名医生，他在部
队服役多年，还执行过维和任务。

采访李高山之前，记者通过辽宁省
锦州车站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被救人姜
大爷的老伴。姜大妈告诉记者：“老头
子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诊断是轻
微的脑梗塞、有癫痫，心脏也不太好。
医生说那个小伙子最初的处置非常重
要，为后续的抢救治疗打下很好的基
础。”末了，她求记者一定要帮忙找到
他，以后真得去感谢一下人家。后来记
者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救人时的照片，
一天多时间就找到了李高山。

“那种情况，上前救人是每一个医
生的本能，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军人。”李

高山说。
“14日下午，我刚进候车室。就听

到车站的工作人员用扩音器呼救。真
的是非常着急，声音都失真了，一开始
都没听清，后来过去看到一位大爷在
地上躺着，才知道是需要医生。”李高
山回忆。

“当时患者意识不清，眼睛发直，而
且已经开始呕吐。意识不清的情况下
呕吐很容易造成窒息。”他赶紧把老人
的呼吸气道打开，就直接用手清理，直
至老人逐渐恢复了意识。李高山一直
守着老人，直到救护车开到车站接走了
人，才默默离开。

“之前也有新闻报道说因做好事
被人误解的事，您当时没有顾虑吗？”
记者问。

“救人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李高
山笑着说，我认为那些应该是个别现
象，救人是应该的，也不应该想那么多！

“救人，是军医的本能”
■刘 童 张晓茹 本报特约记者 李玲玲天津市南开区人武部

务实整组促进科学编兵
本报讯 曹志民报道：天津市南

开区人武部着眼形势任务，积极展开
探索实践，拓宽编兵单位，提升编兵
的高技术含量。针对往年编兵质量
不高的问题，他们整合区域资源，优
化整组方案，将民兵整组与兵役登记
捆绑抓，编兵配干与遂行任务衔接
建，有效提升了武装工作的实效，实
现了多方效益最大化。

贵州省德江县人武部

“寻根文化”激发训练热情
本报讯 康丹、冯晓琴报道：近

日，贵州省德江县人武部联合县委有
关部门开展了以“寻找文化根脉、讲
好德江故事”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活
动，着重讲述红三军在德江的红色故
事，解读红色文化精神对建设大美德
江的意义。民兵杨鹏飞表示：“我一
定将这种精神运用到民兵训练中，努
力提升训练成绩，为国防建设贡献自
己的力量。”

吉林省镇赉县人武部

特色产业助力整村脱贫
本报讯 孙延来、刘天宇报道：吉

林省镇赉县人武部紧紧依托扶贫产
业，坚持集约、特色、高效、持续的原
则，大力推行“合作社+贫困户”产业
发展模式，着力打造了牧业养殖小区、
畜禽养殖合作社和君子兰花卉温室大
棚等特色产业项目，为贫困群众找到一
条稳妥、长效的增收之路。村支书石洪
波说：“县人武部帮助我们村发展特色
产业，如今村里的群众摆脱了贫困，走
上了致富路。”

本 报 讯 王 士 刚 、黄 永 辉 报 道 ：
“前段时间关注武装工作不够，我们
马上完善民兵信息资料、购买配齐应
急装备……”近日，在河南省漯河市郾
城区人武部组织的民兵整组巡回互检
督导会上，3名乡镇党委书记、武装部
教导员因武装工作落实不力做出深刻
检讨。

去年底，上级机关对武装工作拉榜
排名，该区 3个乡镇被亮“黄牌”。事后
主管领导对此无动于衷，仍然“训练走
过场、装备器材不齐全”。

区人武部领导在进一步调查中发
现，这 3个乡镇还不同程度存在集结点
验抓人“顶差”、上级抽点临时“组装”
等 6个问题。究其原因是，乡镇领导借
口 忙 于 业 务 工 作 ，而 忽 视 了 武 装 工
作。人武部党委一班人形成共识：影
响武装工作质效的关键在领导，解决

问题先从第一责任人“开刀”。于是，
他们会同区委组织部门对 3名乡镇党
委书记进行全区通报批评，并责令其
书面检讨。同时，研究出台了《郾城区
乡镇（街道）武装部长业务培训和考核
实施办法》，明确规定，民兵整组工作
连续两次在全区排名垫底的，将上报
组织部门调离岗位、调整至下级职务
使用。

在此基础上，区人武部综合多方意
见建议，建立巡回检查督导机制，联合

区委组织部门对 9个乡镇（街道）的民
兵整组训练情况进行检查。每到一
处，他们都要求编兵单位主要领导全
程参与、现场解决问题。每次巡回检
查结束后,组织总结讲评和互动交流，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广泛提意见
建议、相互借鉴经验。

这种“阳光机制”，使专武干部头上
的“紧箍咒”越套越牢。“今后无论工作
再繁忙，坚决不能忘了抓武装。”新店镇
党委书记张缙良如是说。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

3名乡镇党委书记被问责

国防先锋国防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