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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新兵下连后，我担任了油

料保管员，3年后转岗，担任运加油车

驾驶员。之后，我始终没离开过这个岗

位，算是单位的“老油料”了。

12年来，我身边的变化可真不

少。刚开运加油车那会儿，这个岗位没

有正式编制，我就像运加油车岗位的

“临时工”，常被派遣“客串”驾驶其他车

辆执行任务。

2017年编制体制调整后，我的岗

位有了全新的称呼——运加油车驾驶

员兼司泵员。

改变的不仅是称呼。很快，集团军

运输投送处指导各部队按照新编制、新

部署、新任务，建立起多级联训、技能和

勤务兼容合训的一体联动训练机制。

除驾驶专业外，我还要完成司泵员专业

的相关训练考核，最终达到“熟悉运加

油车技战术性能和开设、撤收与转移程

序，掌握加油作业程序和注意事项”的

标准。

回想以前开运加油车的日子，也有

过尴尬的经历。2009年冬，我驾驶运

加油车保障部队转场。出发没多久，心

中的兴奋就被紧张所代替。车队碾冰

轧雪，沿山路蜿蜒行进，老式运加油车

越野性能差，时不时就闹点“小脾气”，

让我紧张得手心出汗。

车队到达调整点后，我马不停蹄

给战友们的车辆加油。因为只有两把

加油枪，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调整一次

运加油车以便对接。加完油，我和油

料保管员一起手动转加油卷盘，控油、

收油管……等到全部撤收到位，车队

已经重新出发。我赶紧跳上车追，可没

走多远车就陷进泥里。没办法，只能向

车队搬救兵。

赶回来救援的战友们深一脚浅一

脚地协力推车，有人小声嘀咕：“这哪里

是加油车，明明是‘拖油瓶’！”我心里很

不是滋味，“真打起仗来，甭说保障别人

了，能不能顾好自己都难说。”

从那至今，我的“搭档”换了5任。

现在的运加油车运载量翻了一番，加油

效率是原来的3倍多，撤收更是由手动

变为机械，越野性能也有了质的提升。

去年，我们旅昼夜机动至某训练基

地。我一路伴随保障，随叫随到、快加快

收，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外卖小哥”。

这几年，随着跨区演训任务的增

多，我驾“搭档”到过高寒荒漠，油罐里

满载着寒区油料；上过铁路平板，随铁

轨穿林海、过雪原；到过沿海滩涂，登上

了海军的登陆舰……

在演训任务中，我和“搭档”由最初

的游离于情况之外，到如今成为了对手

重点打击的目标。

实战化训练的步伐越来越快。去

年集团军组织驾驶员集训，将战地驾

驶、车辆自救互救等6个课目纳为重点

训练课目。野外驻训以来，我和战友们

除了要完成较以往更多的油料保障任

务，还要依托野外条件强化复杂道路驾

驶、夜间驾驶等作战保障技能。握方向

盘的手茧子越磨越多，我的底气也越练

越足。

2016年，我们旅昼夜机动，与友邻

单位在科尔沁草原深处展开攻防对

抗。我惊喜地发现，不必再舍近求远辗

转几百公里拉油了。只需简单的手续，

就能跨集团军到就近仓库补油。去年

以来，我们部队实现了通过“军油工程

系统”网上请领油料，手续进一步简化，

效率也成倍提升。

踏遍“五湖四海”，喜迎“八方来

油”。随着联合训练步伐的加快，联战

联训联保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我还多次

到驻地某空军仓库拉油，战车“喝上”空

军油也早已是平常事。

（刘庆贺、常皓博、颜士栋整理）

演训“五湖四海” 畅加“八方来油”
■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四级军士长 潘 飞

观察背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赢现代

战争，“粮草”保障应随着“兵马”而

变。随着部队编制体制调整，大量新

装备陆续列装，油料成为“铁马”最重

要的“粮草”。

油料是现代战争的“血液”。油料保

障充足，“铁马”才能动若风发，驰骋沙

场。战场油料保障要瞄准实战需求，建

立起与现代战场相匹配的保障模式，让

战争“血液”以最高效的方式注入基层练

兵备战的“毛细血管”，为作战单元开足

马力冲锋注入强大动力。笔者深入演兵

场，从“战场血液”的脉动里感受练兵备

战的铿锵节奏。

盛夏，第 79集团军某旅训练场，官
兵们围绕桥梁架设、火炮操瞄等专业课
目展开实装训练，个个动力十足。
“以往，一个人练大家围着看；如今

油管够，人人动手，哪里不行练哪里！”现
场负责油料保障的下士袁勇飞告诉笔
者，现在官兵都铆足了劲练打仗本领。

用油量的变化，可以从各类用油单
的“新表情”里看出不少端倪。袁勇飞拿
出两张不同时期的加油通知单向笔者介
绍说，现在每次加油，保障种类较以往明
显增多，一张纸上密密麻麻罗列了多种

油料和供应保障的物品，有时一忙活，用
油单就成了“花脸通知单”。

翻看该旅前两个季度各单位的油料
指标申请表，笔者发现，与往年同期相
比，用油量明显增加。
“5 年前，刚担任油料保管员时，

定期来加油的车辆都是些‘老面孔’，
连车牌号我都能背下来。”加油站油料
员、四级军士长王越迪告诉笔者。如

今，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各单位
用油需求越来越大，装备种类也越来越
多，定期、定时加油的做法成为“老皇
历”。现在每次车辆装备加油，不但型
号增多了，加油时间也不固定，基本上
是随到随加。加油保障还实现常态“上
门服务”，确保实装操作、远程机动等
课目顺利进行。

加油通知单、油料指标申请表、油料

增拨审批表……该旅运输投送科助理员
崔振华习惯称它们为“用油单”。他说：
“一张张用油单的新变化，折射的是部队
练兵备战的新热度。”

笔者来到工兵连训练场，官兵们正
在开展桥梁架设作业。现场指挥的连
长于继峰介绍说，为了“照顾”好这个
“庞然大物”，他们在普通油料指标申请
表后面专门增加了一张附表，用来登记

所需附油的种类及数量，所以这张表要
比普通表格的“个头”大一些。据了解，
这种型号的桥车一跨桥身就是十五六
米，数十吨的重型装备可从桥身通过。
但是它“胃口”也大，所需的各类油料就
有近十种。
“液力传动油、抗磨液压油、转向助

力油等，随时准备好，随到随加。”指着
油材品附表，王越迪告诉笔者，以往这

些附油通常在换季保养时才会集中保
障，平时只要做好“主要血型”的供应即
可。现在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各
型装备都被拉上演兵场经受实战检验，
对装备附油的精确保障提出了更高要
求。确保“稀有血型”在战场畅流无阻，
已成为官兵们提高油料保障效能的重
点课题之一。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单”不
同。部队练兵备战的热度牵动着用油单
“表情”的变化，也推动该旅油料保障模
式和手段不断改进升级。透过用油单这
扇窗口的新变化，笔者看到了部队练兵
备战热度的持续升温。

用油单的“新表情”
■王文银 赵 坤 王立军

靠前保障：从“进站

自取”到“即时配送”

“黄河，我是长江！前方道路施工，
行军车队迂回至 2号公路！”去年 9月，该
旅组织机动演练，指挥中心传来的改道
命令让驾驶员唐赫一路“提心吊胆”。

唐赫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
此次演练的路线他非常熟悉。行车前，
他估摸着半箱油怎么也够了，图省事就
没有按规定给油箱加满油。可这临机一
改道，比原定路线远了不少，唐赫心里一
下就没了底。眼瞅着油表指针即将归
零，他不得不停车加油……

演练复盘，“马失前蹄”既有唐赫按
惯性思维、考虑不周的原因，更折射出油
料保障模式和实战化训练需求的脱节。

王福鹏是该旅三营的一名车场值班
员。前些年，他每月月底都要为两件事
忙得不可开交：一是向原旅运输科申请
用车，二是向原旅油料科请领油料，因
为月底是该营运输车到油库加油的重要
日子。

翻开王福鹏记录得密密麻麻的请车
和请油登记簿，笔者发现，该旅各个营区
和油库之间最远的有近 30公里路程，一
来一回仅在路上消耗的油料就不少。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防空营营

长李玉海解释说，以往部队的驾驶员训
练，理论学习和模拟训练多，实车驾驶训
练的时间相对较少。再加上配发的群车
加油装备不够，因此到油库“进站自取”，
能实现一举两得：既能通过这种加油方
式来培养训练驾驶员，又避免了油料保
障力量薄弱带来的尴尬。

随着新装备不断列装和部队实战化
训练强度的加大，一线部队用油需求更
加多元，“一次加油，一月无忧”的状态一
去不复返。今年，该旅新组建的运输投
送科会根据各单位的训练进度评估用油
需求，派运油车到各单位巡回加油，常态
化补充油料。

从“车找油”到“油找车”，这一保障
新变化让王福鹏和战友们不用再周折去
油库加油，有了更多时间来训练自己的
专业。
“行军梯队部分战车燃油即将耗尽，

迅速前出实施油料补给！”前不久的一天
夜里，该旅某营进行夜间远程机动训
练。接到命令，油料保障分队满载油料
赶赴指定补给地域。操作手奔向各自战
位，打开各功能模块的舱门，机械操作手
迅速打开阀门，油料瞬间充满一条条主
油管。“战场输血”紧急展开，战车很快
“满血复活”，呼啸着奔赴前方战场。

“手中有油才能打仗不慌！”该旅旅
长王海东介绍说，近年来，随着实战化训
练不断深入，临机拉动等演练均由短途
运行改为长途机动，用油需求快速增
长。为此，该旅主动作为，探索实施油料
“即时配送”靠前保障模式，让这一问题
迎刃而解。

精准保障：从“撒胡

椒面”到“什锦拼盘”

镜头回到今年一月上旬。辽东腹地
大雪纷飞，冬训演练场上该旅进行对抗
性演练。数回合交锋后，红蓝双方进入

相持阶段，战场呈现胶着态势。
“部队燃油耗尽，迅速实施油料补

给！”接到红方增援力量的调拨请求
后，保障部战勤参谋房大为轻点鼠标，
旅油料保障单元库存信息以及配置位
置跃然于荧屏，各种油品标准参数一
目了然。
“油料组派 3 台油罐车至××地

域！”随着键盘敲击，一道油料保障指令
传至保障小组。只见身披伪装篷布、隐
身于红方攻击群队侧翼的油料运输车
队，调头向增援力量方向驶去。油料很
快补充完毕，红方增援力量迂回至蓝方
背后，与正面进攻部队协同，对蓝方形成
夹击之势。

演练复盘，红方指挥员、营长孙宏所
直言：“这次胜利的取得，精准的油料保
障功不可没！”

笔者了解到，新年度开训以来，该旅
严格落实上级有关训练指示精神，实战
化训练不断深入。他们变过去的油料供
给保障为对接保障，让油料保障精准对
接“兵马”之需。他们通过单件装备考核
油料使用情况、逐装计算油料消耗数量
的方式，精准测算每个战术环节的油料
消耗进度等情况，让油料保障从“经验
型”向“精确型”转变。
“相比主油，附油的调拨保障更要下

一番细功夫！”复盘会上，该旅运输投送
科科长王文银的发言让负责保障的杨助
理涨红了脸。

演练中，一台多功能工程作业车在
作业时突然出现故障，经查是液压油不
足引起。负责保障的杨助理驱车赶往前
线“送油”，却发现所送的液压油不是该
作业车所需的型号。

“实战化训练对油料保障专业提出
了更高要求，‘血型’不对哪能‘输血’？
以前‘撒胡椒面’式的保障模式行不通
了！”杨助理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部队拉动不再是练‘铁脚

板 ’ 那 么 简 单 了 。 我 们 旅 年 初 冬
训，为检验严寒条件下部队遂行作
战任务能力，超过 90%的装备都要经
受‘寒将军’检验。不同类型的装
备所需的主附油数量不一、类型各
异 ， 这 给 部 队 油 料 保 障 带 来 了 挑
战。”杨助理说，现在的“粮草官”
如果不能主动适应战场变化，钻研
新 知 识 、 锤 炼 新 技 能 ， 那 今 天 的
“油”就可能加不进明天的“战车”。

打一仗，进一步。该旅着眼战场需
求，培养信息化战场“粮草官”的脚步正
逐渐加快。走进该旅油库，笔者看到，

一场油料保障比武考核正在进行。官
兵同台竞技，真比实操，无照明油品识
别、野战油库开设、油料装备抢修等课
目作业先后上演……翻开该油库的训
练计划，笔者看到训练已常态化引入实
油实装操作，雨天油料收发训练也被列
入必训内容。针对部队夜训增多的实
际，提高微光条件下部队加油效率的课
题也随之展开。

军 民 融 合 保 障 ：从

“ 自 带 干 粮 ”到“ 吃 百

家饭”

“守着油库却加不上油！”
这是几年前该旅遭遇的尴尬。
那次，该旅机动近千公里到某演兵

场参加上级组织的系列实兵对抗演
习。先遣车队从驻地营区出发，中途想
到 某 部 加 油 站 补 充 油 料 ，却“ 碰 了
壁”——想要跨单位加油，必须要有相
应的调拨单。

当时规定，部队远程机动油料保障
通常由用油单位提前提出申请，经过逐
级报批，最后由上级统一协调筹划油料
指标和供应关系。

程序流转跟不上车轮的速度，导
致加油点就在眼前却解不了“渴”。这
一问题曾困扰了该旅保障部助理闫学
智好长时间。随着部队调整改革推
进，联勤保障中心成立，该旅与驻地多
家油库建立了联动保障机制，实行油料
保障一体化。

闫助理拿出一张加油卡介绍说，现
在这样的卡每台车都配备，以前它只能
在指定的加油点进行加油，随着保障改
革的推进，加油卡将会“升级”，部队
只需提前在上级油料部门备案，驾驶员
在体制内的油库都可以通用，甚至在紧
急情况下通过权限控制可到地方加油站
加油，确保装备车辆机动到哪里保障都
能够顺畅。
“远程机动就应该‘吃百家饭’。”

上士李铁峰说，这几年部队远程机动演
训任务越来越多，油料保障单靠部队
“自带干粮”只能是“杯水车薪”，如果
不甩掉“坛坛罐罐”，在演训中和其他
军兵种协同起来非常难。

今年的一场演练，该旅部队远程投
送速度已创造“历史最快”，却依然比
蓝方晚到一步，在对抗中处在劣势。

为什么呢？原因还是在于油料保
障效率上。为此，他们及时改进保障
方法，采取“军地联合、定点辐射”
的油料保障模式，将旅本级的油料保
障分队和沿线的地方加油站全部纳入
保障体系通盘考虑，按战斗节点预
置，减少部队远程机动中的油料补充
时间，提升部队机动速度。

今年以来，该旅主动和联勤保障
中心进行对接，针对远程机动中用油
量大，油料保障要求运输快、加注快
等实际，部队和油料仓库共同革新探
索出新型油料器材——便携式电动抽
油泵，方便部队在长途机动过程中进
行快速倒油；针对加油过程中速度过
快引起油箱气压升高，导致油经常鼓
沫以致加不满的难题，研制出减压
器；他们还定期派人员到部队开展油
料装备巡修……

现代战争，“粮草”保障随着“兵
马”而变，但后勤保障先行先备的思想
理念没有变，后勤保障与作战需求相适
应的原理没有变。透过该旅油箱里的变
化，笔者感受到部队实战化训练深入推
进的铿锵步伐。

上图：该旅开展油料保障训练。

赵佳庆、袁永飞摄

版式设计：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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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79集团军某旅油料保障模式变化看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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