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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报告，发现空中目标，目标属性不
明！”近日，西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军事
训练考核拉开帷幕。

目标信息不明、雷达遭受强电磁干
扰、装备受地形限制无法完全展开……
一波波紧贴实战的特情，让考场宛如战
场。
“战场充满‘未知数’，平时提升训练

‘陌生系数’，才能增添打赢底数。”基于
这样的认识，该旅近年以使命任务为牵
引，积极探索陌生战场环境作战训练思
路，梳理细化各课目组训流程40余套。

2017 年 9 月，“雄鹰-Ⅵ”中巴联训
在西北大漠激战正酣。
“‘敌机’进入火力范围，雷达准备

开机！”“敌机”向保卫目标步步逼近，该

旅迅即与己方雷达部队建立空情联系、
与航空兵部队协同配合。地面雷达飞
旋、空中战机缠斗，他们一举歼“敌”。
“多兵种联合立体作战，联合是关

键，无缝衔接是目标。”该旅旅长宫宗杰
说，为了实现无缝衔接，他们邀请航空
兵部队传授对地突击、战术规避等战法
要点，通过多种形式开展联合训练，摸
索联合训练机制和战法。

戈壁腹地，一场空地对抗演习打
响。
“遭受强电磁干扰，抗干扰措施失

效！”该旅某营搜索捕获的目标点突然
消失在“雪花”中，与指挥所失去联系，
非但没有首战告捷，反而瞬间败阵。

面对无声电磁对决，官兵潜心研

究。“复杂电磁环境是双刃剑，实现‘藏’
与‘打’效益最大化是关键。”他们盯着
短板练本领，从兵力部署、装备使用、指
挥调度等关节点入手，制订作战新流
程，形成一系列抗击战法，完成多项主
战装备技术革新。

元旦前，多兵机种摆兵布阵展开对
决，又一次战斗来临！
“敌机”贴着狭长山谷超低空飞行，

向谷底目标直插而来，与布防于此的该
旅某导弹营狭路相逢。
“敌机”左突右闪，凭借超强机动性

和隐蔽性快速接近目标，殊不知刚进谷
口便被雷达牢牢“咬”住。

原来，早在战前勘察阵地时，该旅
就发现，此处地形不利于发挥武器优

势，但有利于航空兵超低空突袭。他们
认真分析地理条件，筛选关键位置，形
成“高低搭配、分层部署”的管用“阵
法”。
“战场不利环境不光要克服,更要为

我所用。”每逢演练任务，他们便收集任
务地域自然环境等资料，组织指挥班子
研究战场态势；引进作战筹划系统，模
拟山川河流、雨雪风沙；建立战场环境
数据库，录入日照时长、年平均温度等
气象资料。

练得强不强，战场见真功。一次，
该旅整建制参加实弹战术演习。打靶
过程中，阴雨绵绵，官兵准确判断环境
对装备影响，果断实施抗击，“敌机”顷
刻间被凌空击落……

西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以使命任务为牵引，积极探索陌生战场环境作战
训练思路，梳理细化组训流程——

用“陌生系数”增添打赢底数
■黄 博 本报特约记者 胡晓宇

本报讯 王佳斌报道：“作为一名
医护人员，要继承和发扬老后勤人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年
伊始，陆军后勤部组织“学习十九大
精神”知识竞赛，陆军总医院非现役
文职人员董丽结合工作谈如何发扬优

良传统，她的体会赢得在场专家好
评。陆军后勤部通过编纂后勤红色传
统教材，引导官兵发扬后勤光荣传
统，为积极投身陆军后勤转型建设注
入动力。
“陆军后勤转型越是深入，弘扬红

色传统越要入脑入心。”该部领导介绍

说，他们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的要求，邀请军委机关和院
校学者专家，将后勤红色传统编纂成
《踵事增华——陆军后勤光荣传统教育
读本》下发部队，引导官兵立足岗位
传承优良传统，积极投身建设现代后

勤实践。
在青藏兵站部，党的十九大代表

索南卓玛正在准备宣讲稿，赴青藏线
上多个站点作巡回宣讲。索南卓玛介
绍说，她将《读本》中的后勤红色故
事、光荣传统纳入十九大精神宣讲
中，便于官兵更好地理解当代后勤人
的历史使命，激发大家为建设现代后
勤贡献力量。据介绍，《读本》全面总
结了人民陆军后勤光辉历程和宝贵经
验，既突出了权威性、准确性，又注
重通俗性、可读性。陆军后勤部还结
合专题学习、参观见学、心得体会交
流展评等活动，让《读本》内容进入
官兵思想，激励官兵凝心聚力建设陆
军现代后勤。

陆军后勤部——

用红色传统教育激励官兵投身转型

前不久，5双赶制出的特码军鞋从
分散在 3个省份的军工厂发出，辗转千
里寄送到第 77集团军某旅运输连列兵
李洋手中。终于穿上合脚军鞋的李洋，
高兴地在军容镜前照了一遍又一遍。

原来，身高近 2米的李洋有一双 52
码的大脚，可去年统计被装信息，被人
错将 52码登记成了 42码，导致他没能
领到合脚的军鞋。连队将李洋的烦心
事反映到机关后，军需营房科科长王欣
立即带人找遍了被装库房，奈何没有那
么大码的军鞋。

怎么办？随后的办公会上，一名机
关干部提议，类似的特码军品都得提前
预订，而如今已经错过了申领时间，可
以让李洋暂时先穿便鞋，等到下次发放
军品时再调换。有机关干部也点头赞
同：单位组建移防不久，各项工作千头

万绪，没必要为了一名战士的鞋耗费过
多精力。
“为基层服务是后勤保障部门的本

职工作，官兵的烦心事再小，折射出的
都是机关工作失责、履职不力的大问
题。”办公会上，该旅保障部领导对相关
人员提出了严肃批评，并引导大家认真
查摆纠治自身存在的工作作风不实、官
僚主义抬头等问题。

为了让李洋穿上合脚的军鞋，一场
“寻鞋行动”随之拉开了帷幕——王科
长首先联系了集团军范围内的所有被
装仓库，均被告知没有那么大码的军鞋
库存；紧接着，他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拨通了上级联保中心的电话。

得知此事后，联保中心当即同制
鞋工厂取得联系。经过协商，3家地处
不同省份的工厂在均已完成年度军鞋

订单、转而投向商品鞋生产的情况下，
临时调整生产计划，专门开工赶制出 1
双常服皮鞋、2双作战靴和 2双迷彩作
训鞋。

如今，这场“寻鞋行动”已圆满结
束，但由此事引发的反思和作风转变仍
在持续。前不久，该旅对基层的水电气
暖等 12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确
保官兵温暖过冬。

为 52 码大脚寻鞋记
■李佳豪 黄腾飞

意大利学者帕累托研究认为：在任何

一组事物中，最重要的部分往往只占20%

左右，其余的则占到80%或更多。这一现

象，被称为“二八法则”。不可否认，“二

八法则”在有的单位和行业表现为只有

20%的人在琢磨主业。备战打仗是军队

的主责主业，也是全体军人共同钻研的

专业和全力以赴的事业，绝不容许“二八

现象”存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军队是要准备

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

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战争年代，你

死我活的残酷搏杀，让每一名军人都不敢

分心走神。这个阵地该怎么守、那座城市

该怎么攻，这件缴获的武器该怎么驾驭、

那场战役该怎么指挥……官兵“连做梦都

想的是打仗的事情”，不这样就可能付出

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然而，远离了战火

硝烟，“二八现象”这种“和平病”在一些

单位也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精力不在岗

位，心思不在战场，工作不在状态；有的想

军队前途少想个人进步多，只想出彩不想

出力；还有的嘴里喊的是“首战用我，用我

必胜”，心里想的却是“仗打不起来、打起

来也轮不上我”。

“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

不达。”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自己的

心思和精力用在与打仗无关的事情上面

多了，自然就不可能聚精会神抓备战、一

心一意谋打赢。“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

败。”如果对手在潜心砺剑，你却以不打

仗的心态作打仗的准备；如果对手在磨刀

霍霍，你却在搞所谓的“雅好”；如果对手

在千锤百炼，你却危不施训、险不练兵，把

练兵备战当口号喊……真的到了为国亮

剑、生死对决的时候，就可能一战即溃，其后果不堪设想。

“二八现象”不改，备战打仗无望。纠治“二八现象”这一“和平病”，重在立起

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扎扎实实做好练兵备战工作。每名官兵都应“想一想备战

打仗的观念怎么样，想一想备战打仗的能力怎么样，想一想备战打仗的工作落实

怎么样”。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也应“问一问是不是打仗的班子？问一问工作重

心有没有真正转到备战打仗上来？问一问议战议训议了没有、议完之后做了没

有？‘五个不会’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得到解决？对部队战斗力水平、武器装备运用、

对手的情况掌握多少？”通过纠治“二八现象”，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

纠治“二八现象”，关键要对和平积习进行一次大起底、大扫除。不仅要把

自己摆进去，敢于刀口向内、壮士断腕，而且要对准穴位、挖根见底。要逐个领

域逐项工作查摆偏离打仗的虚事、杂事、闲事，把砍“和平事”作为治“和平病”的

当务之急，把换“和平官”作为治“和平病”的重手猛药，把废“和平套路”作为治

“和平病”的断根之举，切实把战斗队思想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落下去，真正担

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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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许明武、吴宇伦报道：“编
制体制调整面前，更要不讲价钱、不打折
扣做好工作，争做拥护改革、支持改革、
落实改革的模范”……1月中旬，在武警
某部二支队党委组织的改革教育中，十
八中队中队长刘立虎代表全体党员庄严
宣誓。这是该支队着眼武警部队编制体
制调整实际，开展合编合力合心改革教
育活动的一个镜头。
“教育走心入脑，官兵才能心齐气

顺。”该支队领导介绍说，部队去年底移
防后，始终把做好官兵思想政治工作放
在首位，广泛深入开展官兵思想情况摸
排。针对编制体制调整后，个别官兵存
在忧个人成长进步、工作精力易分散等
思想“堵点”，支队党委以经常性思想工

作为抓手，不断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的
责任。他们认真学习习主席训词，结合
改革教育强化责任、法治、团队、号令、表
率、安全 6种意识，通过组织生活会、网
上讨论、体会交流等形式，不断引导官兵
正确对待个人得失，立足岗位稳心尽责
干好工作。

改革大考，考验的是党性的“纯
度”、忠诚的“硬度”。据了解，他们还
深入开展党委领导与机关干部、基层
主官与普通官兵结对子活动，定期谈
心交心，掌握官兵思想、解决现实困
难，进一步温暖兵心、鼓舞士气。“支队
党委协调地方部门为我们解决了家庭
和个人的后顾之忧，现在干劲更足
了！”上士孟凡勇说。

武警某部二支队注重疏通思想“堵点”

立足编制调整强化稳心尽责

1月下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在-24℃的严寒中进行机务保障，确保战机各系统随时处于良好状态。

杨俊鹏摄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行时

本报讯 刁逸飞、胡亚瑶报道：
“一、二、三、四！”1月 19日清晨，天边刚
刚露出鱼肚白，陆军工程大学训练基地
寒风刺骨的训练场上，学员们的刺杀操
动作虎虎生威、刚劲有力，吼声一浪高
过一浪。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以来，
该训练基地以上率下开展冬季训练，磨
砺官兵血性胆气，打好新年度第一场
“硬仗”。

“这届学员面临毕业分配，艰苦
的训练环境能够锤炼学员们扎实作
风和吃苦精神，使他们掌握任职技能
和战斗本领。”谈起训练基地的冬季
训练，学员队队长孙晋凡感慨颇深。
对于训练基地的学员而言，夏练三
伏、冬练三九是常态，每一天的训练

都“火药味”十足。学员们在适应天
气的同时，更要磨砺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虎气胆气。

该训练基地结合学员个人身体素
质等实际情况，设立合理的阶段目
标，让学员在实现目标中激发信心。
他们联系实际，在组训中区分不同层
次，采取分类组织、分层实施、分步组
训的方式，营造出浓厚的“比、学、赶、
帮、超”氛围，有效提高学员在严寒条
件下的适应能力、组训能力和作战能
力。在此基础上，他们将训练的重点
转入对学员意志耐力的锤炼，同风雪
对垒，练组织、练指挥、练协同、练技
能，提升学员的军事素质、身体素质
和心理素质。

陆军工程大学训练基地开展冬季训练

磨砺血性胆气夯实任职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