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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岗位见证

调查背景

部队完成改革调整后，第81集团军

某合成旅围绕合成营战法、打法、保法展

开一系列探索实践。演练中，以往那种

要素单一的保障队已退出历史舞台，全

要素、积木式、模块化的综合保障队一展

身手。

合成营体制下，综合保障队囊括救

护、抢修、弹药供给等诸多要素，并配属

了相应装甲装备和信息化指挥信息系

统，战时保障如虎添翼。如何尽快实现

保障人员技能升级？如何打通指挥链

路？如何实现战保一体？面对诸多亟待

攻关破解的现实课题，该旅努力锻造适

应现代战场的保障力量、探索创新保障

模式。

保障队穿越火线救人、修

车、送给养——

由“保障打”到“打保

障”

回忆起去年秋天那次综合保障演
练，该旅合成二营卫生排排长李志超依
旧心情激动。那是他从军医大学毕业 3
年来，经历过的实战化程度最高的一场
演练。

坐在装甲救护车里，穿越数公里颠
簸路段，直插战斗最前沿，爆炸声、枪炮
声持续不断，震得李志超耳膜刺痛、手心
冒汗。

李志超手拿一部具备位置共享功能
的信息终端，屏幕上不断闪烁的亮点是
目的地，根据这些定位点提示，他能快速
定位伤员位置。

这次演练，是部队完成改革调整后
组织的一次实验探索性质的示范演练。

在营进攻战斗决心图上，李志超
发现，以往部署在后方的救护力量，被
要求紧紧跟随攻击分队一起冲锋陷
阵，部队打到哪，救护力量就要保到
哪。
“合成营由多兵种融合而成，机动

速度快，进攻正面宽，保障力量必须如
影随形。”李志超在参加过几次营里的
训练形势分析会后认识到，合成营的
救护力量配备的是装甲救护车，未来
战场必须和步兵一样冲锋陷阵，才能
实施伴随保障。所有军医、卫生员都
必须掌握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操作和基
本的战术战法，“上级不可能配几个步
兵来帮我们，装甲救护车驾驶、路线选

择、打击威胁之敌，等等，这些都得自
己来，‘打中救、救中打’成为常态。”李
志超说。

为此，李志超和战友们开始了保障
分队能力素质的升级之旅。
——放下急救包、止血带，走上训练

场，他们向指挥干部学习信息终端操作
和军事地形学。不学会这些，战场上就
无法精准选择救援路线，难以快速定位
伤员位置。
——被编入步兵班，他们和战士们

一起学习进攻战斗的战术战法，掌握一
些必要的武器操作技能。
——走进“合成营讲堂”，从头学习

步战车战技术性能和不同弹药杀伤范围
等知识，学会选择火力死角，避免救护中
不必要的战损。

不仅救护人员这样练，合成营修理、
炊事等保障分队也要练就穿越火线实施
保障的军事素养。2个月的刻苦磨练，
使李志超和战友们走上演练场的底气更
足了。

演练硝烟散去，李志超心情却并不
轻松：实战环境远比演练环境复杂得多，
很多现实课题亟待破解，着眼实战练保
障任重道远。

比如，一旦遭到电磁干扰信息系统
失效，如何快速定位伤员位置？山地进
攻中，在斜坡或沟坎上如何搬运、后送伤
员？与救护力量同时行动的多支保障力
量如何做到顾此不失彼、行动一致……
“综合保障必须尽快实现由‘保障

打’到‘打保障’的转变。”李志超思考的
保障难题，已被纳入该旅集中攻关的课
题。

旅领导介绍说，机关在反复研究后，
依据新大纲制订了一份合成营保障队综
合训练计划，设置逼真战场环境，满足斜
坡搬运伤员、战场搜索等课目的训练；出
台保障专业考评细则，既考保障技能也
考战斗技能，确保每名官兵都拿到战场
“入场券”。

减少指令流转层级，打通

“奇经八脉”——

让保障行动进入“解

锁模式”

四级军士长张川川是一名修理技
师。一次演练，刚刚抢修完一台步战
车，他紧急向后方撤退。此时，他并不
知道离他数百米远的一台步战车战
损，车长正焦灼地向上级呼叫抢修支
援。

以往，步兵班呼叫抢修支援，要先
经过步兵连长、营指挥所、后方指挥所
等数个环节，最后由保障队长将指令下
达给抢修小组。指令流转中，各环节还
需要不断确认信息准确性、协调物资器
材。

等张川川接到抢修指令时，他已回
到隐蔽待命区，此时只好再次返回前沿
抢修。
“如今，很多制约保障效能的旧思

维、旧机制亟待破解。”该旅合成二营首
席参谋郝杰告诉笔者，新的编制体制

下，合成营编配有专门的抢修、救护等
保障力量，应该具备更多的“自助指挥
权”。以往那种“由下而上，再由上而
下”的层层请示、层层指挥的方式，已经
不适应模块化、快反化的作战力量编
组，迫切需要精简指挥链路，打通“奇
经八脉”。

针对这些新需求，合成二营作为试
点单位开始探索之路。
“进攻战斗一打响，作战车辆必然会

持续出现战损，保障力量必须实施不间
断的抢修作业。”营长刘合磊介绍说，为
确保实施如影随形的保障，他们探索建
立作战力量和抢修力量专用联络通道，
赋予保障队临机处置权；实施伴随抢修
和机动巡修，加强前沿抢修力量，力争做
到“一呼即到”。

放手并不是放任。他们在作战指挥
通信网中预留了保障分队通信信道，后
方指挥所适时对重点作战方向保障力
量、保障资源进行调控。

合成营内部的“经脉”逐渐通畅，上
级机关也在研究破除制约保障效益的
“梗阻”。

——赋予合成营更多的自主审批
权。以往，步战车维修需要的螺丝、轴
承、附油等小件物资需要层层审批。合
成营有了一定审批权后，部分器材、配件
只需要在相关业务科备案后就可到仓库
领取。
——对各指挥席位职能进行优化整

合。本着“减少内耗、效率优先”的原则，
对指挥所“瘦身”，指挥环节“压减”，设置
综合计划席统一调控物资补充、行动协
调等，减少了指挥层级，维修力量和物资

很快就能到位。
该旅领导说：“高效的作战必然需要

高效的保障，‘上行中枢’和‘下行经脉’
畅通了，综合保障队的行动才能真正‘解
锁’。”

保障队再强大，也有分身

乏术时——

支援保障和自我保

障同等重要

近日，合成二营五连维修技师孔德
印主讲的“步战车战时常见故障”课开
讲，台下坐的是全营战斗班班长和驾驶
员。

战场上，战车一旦出现战损，往往有
很多故障点。孔德印说：“作战中，战斗
员如果能提前预判战损战车的故障点，
就能极大缩短修理工现场诊断故障的时
间……”

孔德印授课的目的，是让这些战斗
班班长们掌握常见故障维修方法，树立
自我保障意识。

战场上，保障队功能再强大，也有
分身乏术之时。况且，各兵种组成的
数个攻击队，分散配置、距离过远，不
能完全依赖保障分队，必须具备一定
的自我保障能力。

对此，孔德印打了个比方：“救护急
性病人时争分夺秒，身旁家属正确的自
救，比单纯等待急救医生赶来更重要。”
“要提升战斗员自我保障能力，必须

为步战车精准配载战时所需的维修器材
和配件。”该旅领导介绍说，他们组织维
修技师深入营连，梳理出 20多类常用维
修器材及其需求量，围绕“哪些应该随车
带”“怎样放置合理”等问题展开攻关，区
分不同类型装备量身制订维修器材单装
配载标准。

步战车内空间有限，如何容纳大量
维修器材？在不改变装备结构、不影响
装备性能的原则下，该旅研制出卡夹锁
具、捆绑绳带、箱笼托架等器具，并借助
装备原有的孔、挂、钩、卡功能，让所有
随车物资器材“进箱子”“上架子”，实现
集约化、模块化配载。
“提升自我保障能力已经成为官兵

共识。”据了解，该旅战时饮食保障、弹药
保障、战场救护等自我保障的相关课题
也在论证当中。
“保障力本身就是战斗力。”该旅领

导介绍说，他们已经出台保障要素实战
环境下常态化联合训练计划，把抢修、救
护、弹药供给等要素绑在一起练，旨在让
合成营的“铁拳”更快、更有力！

上图：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抢修分

队官兵进行吊装训练。 申冬冬摄

版式设计：梁 晨

综合保障队：如何让合成营如虎添翼
—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着眼实战推进保障探索新闻调查

■杨文豪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连军

6 月下旬，第 81集团军某合成旅组
织战术训练，合成二营支援保障连上士
张玉明带着保障小组奔忙在训练场。实
装训练强度与日俱增，战车故障也随之
增多。

把修理人员撒出去，跟着战斗班一
起训练，是支援保障连连长康凯向营里
提出的建议。

去年全营参加一次实兵演练，连队
修理力量被分为数个小组，配属给各个
攻击队。演练中，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

面对突发情况，修理人员对装备应急保
障能力弱；保障小组战场素养差，跟不
上、防护弱、反应慢……
“走上战场，战斗员和保障员仗要在

一起打，平时兵就要在一起练，这样才能
熟悉彼此、精确对接。”在康凯看来，把保
障力量和作战分队“绑”在一起练，目的

就是让修理人员在边训边保中掌握每台
装备的脾气秉性，磨练应急保障能力。
同时，康凯还赋予所有修理人员一个任
务：在日常训练保障中，教会战斗员掌握
必备的维修技能。
“全营那么多装甲装备，一点小问题

都要修理人员去排除，根本顾不过来！”

步战车维修“大拿”、四级军士长李耀鹏
和战友一起，为全营每台装备建立“维修
档案”，同时梳理出百余个常见故障维修
项目。一有时间，他们就对照手册，手把
手教兄弟连队战斗员如何判断故障、如
何快速排除。

和修理人员一样，合成二营把卫生

排也分成数个小组，撒到训练一线和战
斗员一起训。卫生排排长李志超认为，
一个装步连进攻正面有数公里，每台战
车之间的距离也不小，卫生排主要任务
应该是紧急救护、后送重伤员。战场救
治争分夺秒，一线战斗员的自救互救能
力也很重要。

为强化一线战斗员的自救能力，
营里在反复研究论证后，在每个战斗
班安排一名战士兼职卫生员，担负战
场应急救护任务。卫生排的重要任务
就是在日常训练中，加强对各班卫生
员的培训。
“这些举措只是保障新模式的初步

探索。合成营保障有很多新情况，需要
我们在实践中去探索破解。”该旅领导
介绍说，他们围绕合成营战时如何保，
细化了供、修、救、运等十余个课题，组
织官兵开展研究攻关，创新了多种训
法、保法。

仗在一起打，兵在一起练
■李连军 邹 贝

聚焦保障一线练兵备战④

深入开展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

“出发！”6月26日凌晨5点，随着

营长李永军一声令下，一场全员全装

全要素战备演练骤然展开。

我深吸一口气，快速登上抢修

车。自去年4月从传统修理连转隶到

新型合成营装备抢救排后，这是我第

3次随营执行“战场”伴随保障任务。

单位合并组建之前，我原本隶属

于修理连，是连队响当当的底盘专业

技术骨干。调整改革后，合成营编制

了专属的修理力量。按照选准配强的

原则，旅里从连队挑选了一批修理专

业技术骨干补充到每个合成营。我有

幸被选中，成了一名合成营修理工。

本以为，凭着自己过硬的底盘专

业技术，到合成营干修理肯定不在话

下。没想到，第一次执行保障任务就

遭遇尴尬。

去年9月，旅组织合成营实兵实

弹战术演习，我随营编组伴随保障。

远程机动途中，一台坦克突然“趴

窝”。干了8年修理的我，主动请缨。

一番“望闻问切”，预想中的底盘

故障都没有发生，这可让我乱了阵

脚。冷静分析后，我发现，坦克全车都

断电了，估计是电路方面出了问题。

可对电气专业，我完全是个“门外

汉”。无奈之下，我只能申请上级修理

力量前来支援。

返营后，我开始总结反思，如今的

合成营修理工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

以前在修理连，光专业就区分了底盘、

电气、火控、军械、光电等30多种，大

家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现在合成营

新成立装备抢救排，从“抢修”到“抢

救”，人员更精干，任务更“合成”：要负

责全营近百台装甲装备一般性故障的

排除、保养和战时战损装备的牵引、拖

救、快速抢修，每个人至少要掌握2-3

种专业，会2种装备的驾驶和操作使

用，才能完成基本保障任务。

为此，我下定决心尽快提升修理

能力。在旅里统一安排下，我们整个

装备抢救排跟着旅修理连共同赴野外

驻训，通过交叉学习的方式，补齐其他

专业素质上的短板；营队采取“以工代

训”的办法，让我们在维修保养日常训

练装备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我虚

心向其他专业的骨干学习请教，一有

故障就抢着上去练手，基本把全营的

装甲装备都摸了个遍。

6月底，旅里再次组织全员全装

战备演练。由于行军距离远、途中路

况差，有几台装备发生故障“趴窝”。

由于一年多来已经把营里的装备“脾

性”基本摸透，我和排里的战友们很快

把问题逐一解决，保障演练顺利进

行。总结会上，营长为我们竖起大拇

指：“不愧是装备抢救排，关键时刻拉

得出、抢得下、救得好！”

（徐水桃、韩玄、本报记者周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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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高原，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一场
综合演练悄然展开。

该旅合成三营九连向“敌”纵深进
攻，遭到炮火袭击。“受伤”官兵通过北
斗手持机发出求救信号。

伤员伤情、所处准确位置等关键信
息，通过密语传输到该营卫生排排长李
伟浩的北斗终端机上。卫生排迅速制
订方案，通过卫星定位系统选择最佳路
线，机动救护组紧急赶往伤员所在地展
开救治。实施战场救护的同时，他们还
要随时应对“敌”袭扰等战场突发情况。
“卫勤融入实战，实战牵引卫勤。”

合成三营营长成彦龙翻阅卫生排的《战
斗卫勤日志》告诉记者，卫勤保障嵌入

作战一线，使合成营的作战能力更强。
过去，基层营连卫勤保障主要依靠

卫生员和上级医疗保障力量。由于自
身保障力量弱、上级保障力量远，配合
协同难、保障不及时等问题在演练中并
不鲜见。

旅卫生连军医许鹏说，以往日常工
作中，卫勤人员满足于后方坐诊，平时
训练更多的是医疗技能，满足于把卫生
员的角色扮演好。
“卫勤保障形成不了救治体系，就

跟不上战场变化的态势和保障需求。”
该旅保障部部长胡建春介绍说，新编制
体制运行后，基层营连的卫勤保障力量
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卫生员基础上，合
成营营部增加了一个卫生排，由一名军
医担任排长，下辖两个班。保障力量的
健全完善，使作战卫勤保障不再依靠临
时配属，而是与合成作战体系融为一

体，向一线延伸。
在合成营卫生排组建之初的一次实

战化演习考评中，导调组临机出情况，命
李伟浩带领救护组前出救治伤员，没想
到因战术素养缺乏，“全军覆没”。

按图行进定点失误，通信装备操作
不熟悉，人员体能跟不上……复盘检讨
会上，一个个问题让大家深刻反思。卫
生员李治说：“战场上找不着路，任凭你
医术再高也无济于事。卫生兵不仅要
精医技，更要懂战场。”

针对卫勤保障力量实战能力弱的
短板，该旅把卫勤专业训练纳入总体训
练计划，既严格按纲抓好共同基础课目
训练，又在合成作战编成内深化卫勤专
业训练。

记者在该旅合成二营卫生排训练
计划上看到，3公里武装越野、抗低压缺
氧训练、轻武器射击、通信装备操作等

军事课目都列入了强化训练计划。
军事技能融入卫勤保障，医技医术

也对接战场需求。卫生排结合自己在
训练中的体验感受，总结汇编了《高原
常见训练伤防治》《高原适应性体能训
练方法》等一批实用教材。

前不久，该旅组织阶段考核，昼夜
连贯，覆盖所有共同课目，各营卫生排
作为全训单位独立参考。记者从该旅
作训部门了解到，参考卫生排野战生存
课目在补齐露营等前期漏训内容后，优
秀率均在 85%以上。合成四营卫生排
排长赵龙骁取得了个人轻武器操作第
一名、总评良好的成绩。

赵龙骁告诉记者：“过去卫生员训
练主要靠每年一次的卫生专业集训落
实，时间短、效率低、训战脱节。现在训
练规范了、标准统一了，战斗力生成的
脚步更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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