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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陈朝领、记者王凌硕报
道：连日来，海军陆战队驻训的某高原
训练场上硝烟弥漫，爆炸声此起彼伏。
这是该部举行实弹、实投、实爆作业考
核，在硝烟中砥砺打赢本领的场景。
“恶劣环境是有效提升实战化训练

水平的‘磨刀石’，扎实开展‘三实’训
练，就是要让官兵在硝烟中砥砺打赢本
领。”该部参谋汪灿峰介绍，海军陆战队
此次千里机动至某高原训练场。高原地
形复杂，昼夜温差大、风沙大，组织实弹

射击难度大、风险高，部队接受了多方
位摔打磨砺。

野外驻训中，部队利用难得的恶劣
天气练兵，主动在极端天候下开展实
弹、实投、实爆训练，锤炼部队复杂环境
下的作战本领。此前，他们着重进行单
兵、单装、单平台综合技战术融合训练，
实现所有装备“用一遍”，普训课目“练
一遍”，不断强化基础能力；采取边训边
考、集中统考等方式，对所训课目进行
考核验收，广泛开展“神枪手”“神炮手”

等评比活动，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记者在近日举行的比武考核现场

看到，他们严密组织野战条件下实兵、
实装、实打作业考核，采取全员普考方
式，每名官兵在落实理论学习、动作训
练和逐项考核基础上，完成手榴弹“卧
跪立”3种姿势的实弹投掷，以及实弹射
击和实爆作业。据介绍，此次考核与以
往相比，障碍布设和战术背景都设置在
炮火硝烟中，把练技术和练战术结合起
来，促进部队战斗力提升。

海军陆战队千里机动组织比武考核

驻训高原，砥砺实战硬功

本报讯 许明武、记者马超报
道：5月上旬，一场复杂社情条件下的
政治工作演练在辽中平原某地域展
开。演练现场，武警某部二支队数十
名政治工作干部在演练一线及时开展
政治动员、宣传鼓动，有效促进了任
务完成。
“大项任务执行到哪里，政治工

作就跟进到哪里。”该部政委杨国泰
介绍，这个支队注重围绕中心，确
保 新 时 代 政 治 工 作 跟 得 上 、 贴 得
紧、融得进，不断提升对战斗力的贡
献率。年初以来，他们着眼担负的重
大现实任务，瞄准“心理防御与进
攻”“舆论法理与斗争”等多项任务
中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组织政治工
作干部进行专题研究和攻关，系统
梳理矛盾问题，完善多个政治工作
预案，修订相关制度规定，明确任
务不同阶段、不同进程模式中政治

工作的关键点，并把开展政治工作
的时机、内容和方法，与大项任务
一体部署、同步落实。

支队党委将政治工作考核成绩作
为大项任务整体考评中的重要内容突
出出来，把任务中政治工作能力检验
细化为 5类 19 项具体标准，在实战化
背景中综合评估，逐项分类考评，逐
项细化打分，有效牵引政治工作向提
升战斗力聚焦。

演练现场，该部政治工作干部紧
贴大项任务进程，同步解决官兵思
想问题，同步宣传战斗捷报，同步
实施表彰奖励，实现了与大项任务
的同频共振。对抗演练中，部分官
兵出现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政
治工作干部及时跟进，见缝插针开
展“短平快”的随机教育和心理疏
导，确保官兵以高昂士气和顽强斗
志投入到任务中。

武警某部二支队着力提升政治工作
对战斗力贡献率

“生命线”与任务进程同频共振

军队首先是战斗队，是要随时准备

打仗的。修订后的共同条令着眼塑造

“打仗型”军队，把规范内容进一步延

伸 到 训 练 场 、 野 外 和 战 场 ， 增 写 了

“聚焦备战打仗”的条目，扩充了节日

战备的内容规范。提高并确保部队战

斗力，就必须把战备训练秩序落实好。

战备训练秩序落实的好坏，很大程

度决定着一个单位平时抓管理、抓训练

的质量和标准。战备训练秩序落实得

好，部队的各项工作就能有条理、有组

织地展开运行，使部队战备状态更佳、

训练效果更好。如果战备训练秩序落实

得不好，就会出现训练不认真、组训不

严格、作风懒散等现象，部队战斗力非

但不能保持和提升，还会滑坡。

平时正规有秩序，战时严明有力

量。军事理论家约米尼指出，“行动的一

致才能产生力量”“若是没有纪律和秩

序，则绝不可能有战胜的希望”。一支军

队是否有力量，不仅要看其规模、武器

装备，还要看其纪律性。一支没有纪律

的军队只能是乌合之众。我军由小到

大、由弱变强，成为无坚不摧、攻无不

克的雄师劲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纪

律严明，特别是官兵在平时的战备训练

中自觉执行纪律。

现代战争，战场环境更加复杂，武

器装备更加先进，战斗节奏更加明快，

力量构成更加多样，对建立正规的战备

训练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条令着眼

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日常战备、训练、

工作、生活作出更为科学的统一和规

范，对加强实战化训练提出更加严格细

致的规定要求，为确保人员、内容、时

间、质量落到实处提供了保证，为部队

正规训练秩序、强化作风养成提供了依

据。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一个重

要的基础工作，就是把这些要求不折不

扣地学习好落实好。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

之必行。”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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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和汗水，也靠遵法令、守秩

序。在训练中，我们要敢于较真碰

硬，坚决纠治少训、漏训、偏训等

现象；在工作中，我们要把条令高

标准落实好贯彻好；在生活中，我

们要强化作风养成，不断提高自身

能力素质，时刻紧绷备战打仗这根

弦，忠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作者单位：31633部队）

本报北京5月16日电 今天，习主席
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发表重要讲话。全
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通过媒体收听收看相
关报道后，立即展开学习讨论。大家表
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
神，加快实施科技兴军战略，把创新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不懈奋斗。
“你们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我一

直惦念着大家，希望大家多出成果、带好
队伍，为强军兴军作出更大贡献。”习主席
特意看望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两院”院
士，关切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习主席
的亲切话语，让院士们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国
防工程研究院研究员顾金才激动地说：
“习主席的关怀勉励，让我深感温暖、深
受鼓舞。我一定不辜负习主席的重托，
加倍努力工作，多出科研成果，多为军队
培养人才。”

今天下午，军事科学院召开第八次
党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会议、各代表团
会议，集中学习讨论习主席重要讲话，研
究贯彻落实措施。该院党委一班人表
示，习主席视察军事科学院并发表重要
讲话，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对军事科研工

作的高度重视。我们要牢记习主席嘱
托，以只争朝夕、奋进创业的态度，以功
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境界，努力
创造无愧于新时代强军伟业、无愧于使
命职责的崭新业绩。

学习习主席视察军事科学院时发表
的重要讲话，全军广大科技工作者倍感
振奋。

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导航中心的科技
工作者展开热烈讨论。党的十九大代表
王飞雪教授说，习主席强调要坚持自主
创新的战略基点，坚定不移加快自主创
新步伐，尽早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学习
这一重要论述，让我们开展关键技术攻
关的决心更坚定，方向更明确。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10 余名专家教
员围坐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某教研
室副主任赵诚说，习主席指出，要深入研
究理论和科技融合的内容、机制和手段，
把理论和科技融合的路子走实走好。我
们要坚持开门搞科研，加强协同创新，加
强军民融合，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努力推
动形成军事科研工作大联合、大协作的
生动局面。

学习讨论中，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专
家表示，要紧紧扭住战争和作战问题推
进军事理论创新，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

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发展新境界。陆军航空兵学院师生表
示，要打通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
践的闭环回路，让军事理论研究植根实
践沃土、接受实践检验，实现理论和实践
良性互动。

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激发了广大
官兵投身科技兴军的热情。

这两天，第 8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实
战化装备维修演练中，官兵自主革新的
器材发挥了重要作用。讨论中，该旅勤
务保障营一级军士长田秉义结合这一事
例说：“科技兴军，我们基层官兵也能发
挥大作用。以后，我要刻苦钻研维修技
术，积极开展科研攻关，努力为强军兴军
贡献力量。”

东海舰队某装备技术质量监测站计
量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张华锋先后完成
20余项科研课题，多次荣获军队科技进
步奖，今年年初被东海舰队评为“东海强
军先锋”。讨论中，他结合自身经历说
道：“创新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
器。我们要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运用，使科技创新更好为战
斗力建设服务。”

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让各级领

导机关干部进一步强化了使命感和紧
迫感。

科技强则国防强，科技兴则军队
兴。讨论中，军委机关各部门和各战区
机关干部谈到，军事科学研究具有很强
的探索性，我们要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做好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强
军事理论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军事科研
工作组织模式创新，把军事科研创新的
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搞好军事科技工作，打赢未来战争，
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第 78集团军某特
战旅、联勤保障部队某部、武警安徽总队
黄山支队等部队领导谈到，要充分尊重
人才、关爱人才，扎实做好育才、引才、聚
才、用才工作，不拘一格降人才，积极打
造高素质军事人才方阵。中部战区空军
某旅、火箭军某试训区、战略支援部队某
部党委成员在学习讨论中表示，要主动
靠上去为官兵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努力建
设创新型人民军队。
（本报记者张磊峰，特约记者赵杰、

代宗锋，通讯员王波、王诗敏、王迪、王微

粒、赤鹏军、胥春龙、赵欣、李大鹏、何孝

林、李佳豪、陈陟、赵磊、陈开江、董伟、万

永康、于航、宝斯议、郑广斌等采写）

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习主席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前几天，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一场护士战伤救治技术比武竞赛拉
开序幕。

“‘伤员’颅顶部创伤，迅速使
用三角巾帽式包扎。”随着一声指令，
参赛护士们闻令而动，迅速判断“伤
情”，从急救包中取出三角巾，找准
“伤口”、缠绕打结，不一会儿就为
“伤员”完成了紧急救治。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组演示结束
后，来自陆军军医大学士官学校的专
家评委走上演练场，逐一检查“伤
员”包扎效果。“三角巾打结位置不
当影响‘伤员’视线；急救创伤绷带
过松影响止血效果……”一个个问题

被当场指出，并严格按标准扣分。
该院护理部主任刘宏告诉记者，

为检验综合急救技能，每组的演示课
目均为现场临时确定，竞赛还采用急
救创伤绷带、弹力绷带夹板、旋压式
止血带等多种新式战创伤救治器材，
全方位考验护士战伤救治技术。

天色渐暗，演练场突然响起隆隆的
枪炮声，滚滚浓烟升腾而起，战场综合
急救环节在模拟战场环境中展开。
“一名‘伤员’意识丧失、呼吸

停止，另一名头部炸伤、右前臂闭合
性骨折，大腿下段大出血，迅速前出
救治。”随着导调员一声令下，只见
两路人员分别从野战帐篷两侧冲出，

利用设置的障碍物作掩护，交替快速
接近“伤员”。
“该课目考查运用战救器材急救转

移伤员的技能，由两组护士采取对抗
赛的形式进行。”刘宏介绍说，为检验
临机处置能力，组员们要自主安排决
定人员分工、器材准备和救治办法。

夜幕降临，视线不佳为后续演练
带来了难度。但护士们一个个斗志不
减，沉着应对各种特情，一批批“伤
员”经现场急救后快速后送。
“组织战伤救治技术比武竞赛，就

是要以实际行动破除和平积弊，实现
护士队伍从服务员向战斗员、从病房
向战场的转变。”该院领导说。

硝烟中走来白衣战斗员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护士战伤救治技术比武竞赛见闻

■本报记者 郭 晨 通讯员 刘会宾 王礼光

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钰淞、通讯员
谢贵杨报道：南国，天空微白，在一阵急
切的警报声下，官兵闻令而动，迅速向预
定港口开进，长途机动与轮渡投送无缝
衔接、顺利转换，编组装载和梯队轮渡调
度有序、快速安全。近日，第 74集团军某
旅按照预定方案展开建制营摩托化机动
与轮渡投送相结合的投送模式训练，进
一步强化部队快速反应能力。
“不同战斗状态的转换重点在快，实

战环境下，把握速度才能赢得战机。”该
旅领导介绍，此次投送演练前，他们针对
不同气候条件、复杂敌情环境，对装卸速
度、战斗警戒、勤务保障、设备抢修等进
行了针对性演练，确保投送模式转换中

各环节无缝链接。
投送现场风高浪急、浓雾渐开，部

队官兵与地方船务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车辆装备有序登船、人员物资迅速装
载。“实战不分天候，练兵正当此时！”正
在现场指挥装载的该旅领导说，不良天
候对装载和轮渡投送会造成一定影响，
恶劣环境下达成投送目标，是部队常态
化组织预想情况研判训练的重要内容，
正是锤炼部队实战能力的好时机。

按新编制运行以来，该旅着眼实战
探索投送新模式，锤炼部队快速反应能
力。他们分别开展模拟铁路、水路装卸载
训练，建立军地联合协调机制；注重复杂
天候、陌生地域等各类实情环境下的机

动训练，突出夜间机动和连续作战；结合
新大纲标准规范，围绕战斗攻防和战场
勤务组织基本课题演练。

记者翻开一份训练登记本看到，前
不久在公路转换铁路投送训练中，该旅
部分官兵机动到预定地域后，全员全装
进行战斗转换，人员装备的装卸载速度
较以往大幅度提高。

第74集团军某旅着眼实战探索投送新模式

水陆并进，提升快反能力

5月16日，四川2018年省级抗

震救灾综合演练在广汉机场举行，

西部战区空军运输航空兵某部出动

2架运-9飞机参加演练，通过加强

军地联合，提升部队处置各种突发

灾害的能力。

王鑫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