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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调查

新闻样本

好 马 配 好 鞍 ，好 钢

锻刀刃——

立起“备战先用”的

鲜明导向

去年底，新型保暖被装陆续研发成
功，运抵高原的既有大部分成品，亦有小
部分样品，种类多但数量不一，该如何发
放？

过去通常的做法是：发放数量少的
被装，满足“近水楼台”，由直属分队
试穿，等配齐了再辐射开来；分配数量
多的被装，直接下发部队。

但这批新型保暖被装进藏后，配发
对象非常明确：雪山风口上的哨所官兵
和开展高寒训练的冬训部队。“我们确
立了一线优先、备战先用的鲜明导
向。”西藏军区保障部领导介绍说，“不
论是通用被装，还是新型巡逻被装，到
达雪域高原后的第一站都是边防点或者
驻训场。”
“切实把新型巡逻被装用在‘刀

刃’上。”记者调查发现，西藏军区保
障部机关针对先期抵藏的新型被装品种
多、数量有限的特点，优先保障一线哨
所及冬训官兵，优先保障强军固边战
位。

此外，他们还将战术手套、新型防
弹头盔、防弹携行背心等被装优先配发
到山头阵地，使其更好地助力训练备
战。

今年年初，寒风骤起，雪花铺天盖
地。某合成旅驻训场，风雪使人睁不开
眼睛。保障小分队及时将防眩光护目镜
送抵驻训场，保障官兵野外驻训。

风雪中，几支部队频繁转战生疏地

域。鉴于此，西藏军区保障部特事特
办，将充气睡垫、新型寒区睡袋等新型
巡逻被装优先保障机动演练部队。

有了轻巧便携、防护性好的新型巡
逻被装助力，几支高原劲旅在机动演练
中持续做“海拔加法”，不断刷新雪域
高原驻训海拔新高度，着力锤炼全时全
域作战硬功。

一 山 分 四 季 ，十 里

不同天——

探索“因需而供”的

精准保障

西藏高原气候多变，一山之间往往
天气迥异。据统计，在西藏，海拔每上
升 1000 米，气温大约下降 6℃。同时，
风速、降雨量、冰雪厚度、空气含氧
量、昼夜温差等都会随着海拔不同而变
化。千里远征雪原的某合成旅兵驻山脚
或山腰，官兵有了“一山分四季，十里
不同天”的深刻体验。

过去，我军被装保障模式主要以通
用保障为主，高原保障即使有所差别，
也通常是采取在平原被装基础上“加
层”“加厚”等方式。

如今，巡逻被装有了“高原版”，
满足不同地域、不同任务需求的精确化
保障渐成现实。某应急兵站政委陈勇
说，目前他们已接收 24种新型巡逻被
装，这些被装能更好地满足作战和执行
训练任务的需求。

西藏军区保障部以此为契机，着力
破解部队通用被装难以满足个性化保障
需求的难题，开启精确化保障之门，让
高原边防军人的被装保障“因需而供”
“量身订制”。

“3700米以下地区通供。”“4200米
以上地区专供。”“4700 米以上地区特
供。”他们探索以 500 米高差为一个保
障类区，划出普通保障范围和重点保障

区域，精选不同防寒性能的新型被装进
行发放，使各驻防点和各驻训点都能领
到所需被装。比如，保暖绒衣裤的主要
供应对象是海拔 4000 米以上驻军，而
羽绒保暖棉衣裤的供应海拔则提高到
“4500米＋”。

海拔 3700 米以下地区秋冬降雨较
多，新型分体雨衣便在此区域部队配
发；海拔 4700 米以上地区封山期长，
官兵更需要防眩光护目镜；驻训场上硝
烟弥漫，派克式保暖作训服、防弹携行
背心等被装便运往驻训部队，以满足实
战化训练保障需求……

保障细节连着战斗力。西藏边防部
队的防区山高路远、巡逻线长，官兵长
途负重巡逻，出汗得不到及时清洁处
理，常常患上湿疹。“现在有了新型作
训内衣裤，少了难言之隐。”罗小兵助
理介绍说，“应用新型材料制作的吸湿
快干作训内衣裤，有效解决了排汗不及
时引发的病患症状。”
“远近高低各不同。”西藏军区保障

部助理员王怀宽指着高原地形图深有感
触地说，“根据防区地理情况和保障需
求精准供给，开启了被装服务战斗力的
全新保障模式。”

打 仗 要 提 速 ，保 障

先减负——

追 求 “ 轻 装 简 行 ”

的供给效能

雪域高原军人对被装需求总体上有
两大具体要求：又轻又保暖。

这是因为西藏军区防区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官兵们征战“生命禁
区”，徒步行走都相当于在内地负重二
三十公斤，不适宜穿得过厚。
“传统被装虽然防寒性能不错，但

大多体积较大、穿起来臃肿，不利于机
动。”边防某团政委占荣华说，在西

藏，无论巡逻还是训练，官兵们都不适
宜穿得过厚，否则会影响速度、降低效
率。

被军委授予“高原戍边模范营”荣
誉称号的岗巴边防营官兵，对此体会颇
深。战风斗雪，是这个驻高海拔地区边
防营官兵的工作生活常态。多年来，官
兵们在巡逻时宁可受冻也从不穿得过于
臃肿，以免束缚住手脚。

打仗想提速，保障先减负。为此，
有关部门和各级科研机构竭力攻关，催
生出一批“轻量级”保暖被装创新成
果。
“这是轻便防寒保暖作训大衣，它

的最大特点是体积变小，保暖性能更
好，一件抵过数件。”某应急兵站政委
陈勇深有感触地说，要想征服极地雪
山，必先攀登科技高山——只有固牢创
新驱动理念，以“特色保障”成果满足
雪域高原“特殊保障”需求，才能为强
军固边注入强劲动力。

举一反三，服务备战。在西藏，
部队组织巡逻或开展极限课目训练
时，难以实施定点保障，无法跟进补
给，战斗着装及所携食物必须轻巧精
致。说穿了，没吃的难以登高，背重了
无法致远。

西藏军区保障部从预防急性高原
病、增强机体携氧量和摄入丰富蛋白质
入手，充分利用高原本土物产，组织对青
稞牦牛肉饼干、牦牛奶制品等新型高原
特需食品研究攻关，让食品降重量、增效
能，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理念在作战
保障领域“开花结果”。

上图：着新式雨衣巡逻的边防官兵

向国旗宣誓。 胡 强摄

高原保障如何做好“海拔加法”
—西藏军区探索被装精确化保障模式新闻调查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通讯员 王 昊 米久江

苍茫高原，雨下个不停。
值班员提示：“这样的恶劣天

气将持续一天，请注意保暖防潮，
室外活动把新式雨衣穿上。”

一个“新”字，划分“被装服
役”时段。前不久，38种新研制的
巡逻被装亮相边关，其中就有新式
雨衣。

西藏军区某合成旅一连连长王
意嵩吹响练兵集结号。此时，海拔
4300多米的高原风雨交加，以往谨
慎的做法是回房间“避避风头”。
可王连长带头穿上新式雨衣，坚持
在雨雾之中展开训练。

新式雨衣的防潮性能如何？官
兵会有怎样的穿着体验？记者一路
追踪，拉直问号。

没有比这更糟的天气了——
风雨交加，该连官兵在生疏地

域穿行一天，泥泞而潮湿。换作
以往，大家早已变成“落汤鸡”，
休整时生火烤衣成了一道特殊景
观。

此番远征，全连没人因身体不
适提前退出演练，官兵斗志昂扬到
达点位。“新式雨衣还真不赖，我
的内衣一点没湿。”病愈归队即参
加巡逻的战士李江说，“以前的雨
衣防潮性能相对较差，碰到这种天
气，最多能挡个把小时。”
“新式雨衣不仅防潮性能明显

提升，而且轻便舒适。”中士王猛
是个“被装迷”，他对新式雨衣的
特点了解更多，张口就说出一串科
技属性，“这款雨衣设置有多个透
气口，能让雨衣内部产生循环式的
空气流，提高散热效率。”

原来如此。传统雨衣造得密密
实实，导致官兵在疾走、奔袭或是
进行其他高强度训练时不易散热。
现在有了散热功能，大大增强了新
式雨衣的舒适度。“过去，我们冒
着雨雪搞拉练，全身湿漉漉黏糊糊
的。”王猛说。

蓝方的出现，没有任何征兆。
雨势渐小，前方突然传来清脆

的枪声。王连长立即组织还击……
经过一番交战，全连突出重

围。王连长发现，大家穿越火障，
但衣服几乎完好无损。
“俺身上的雨衣不仅防潮，还

能防烤。”中士郭广科低头嗅了嗅
雨衣，发现没有糊味。他不放心，
又用手交替抹了抹左右袖子，兴奋
地说出体验结果。

过去列装的雨衣，多为塑胶材
料制成，经不起战火“烤验”。如
今配发的新式雨衣，更加贴近实
战，堪称军用雨衣的“战场升级
版”。

西藏军区保障部助理员王怀宽
“解剖”新式雨衣，介绍说它从内
到外，都已发生可喜改变：“多个
部 位 采 用 经 编 网 眼 织 物 作 为 内
层，避免光滑的膜面接触身体带
来不适。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外
两层都加入抗燃烧材料，具有防
火功能。”

王连长带队继续机动，官兵翻
山越岭，蓝方如影随形。

对手狡猾难缠，步步紧逼。
王连长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在

三岔口巧妙甩掉“尾巴”，迅即消
失在起伏的山地里。

蓝方指挥员爬到一块大石上，
手持高倍望远镜搜索，依旧找不见
他们藏于何方。
“这款新式雨衣，加入了防辐

射、反侦察等特殊材料，有良好的
伪装效能。”王连长介绍。

记者还得知，这款雨衣首次实
行分体设计，上衣与裤子分开，实
用利战，与作训服无异。特别是它
加入了自由伸缩功能，官兵们可以
根据自己的身材调整到合适尺寸，
从而避免臃肿或束缚。

穿衣见精神。记者发现，利于
巡逻执勤，服务备战打仗，这一理
念已悄然贯穿在军用雨衣这件常见
被装的设计细节之中——军用特性
更鲜明，战备属性更彰显。

下图：边防官兵着新式雨衣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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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驻训场，西藏军区某应急兵站
组织的“赞颂新成就，走进新时代”主题
文艺汇演，在训练之余上演。一个名为
“看我七十二变·沙场被装秀”的节目，赢
得官兵点赞。

演出现场，“T 台”简陋，但亮点频
现——
“首先展示的是充电背心，甭看它又

轻又薄，却十分保暖。”西藏军区保障部
助理员王怀宽介绍说，“它的口袋里有插
线接头，配的是微型电池，可以随充随
穿，破解了传统被装无法预热、难以恒温
的难题。”
“过去隆冬时节，高原战士起床后穿

的是冰冷的衣服，需靠体温慢慢焐热。

有了充电类被装，随时与温暖相伴。”王
怀宽继续介绍，“现在展示的这款轻便防
寒靴也可充电保暖，它不仅体积小，而且
毛层密，保暖效果更好。”
“接下来亮相的是充电护膝，有了

它，咱们就能远离风湿关节炎等病
痛。”王怀宽给上述新品被装起了个专
业名字——“被装加热组件”。该组件

含保暖鞋服、保暖睡袋和多功能电池
组，采取电热取暖，共同构成“保暖一
族”，可用于高原寒冷条件下单兵供热
保暖。
“从外观上讲，派克式保暖作训服与

传统迷彩作训服并无太大差别，但是保
暖性能却有很大改观。”王怀宽特意让
“模特”拉开拉链，让旁观的战友伸手感

触不一样的温暖。
“这款轻便防寒保暖作训大衣，虽其

貌不扬，不过……”王怀宽顿了顿，故意
卖了个关子，“它有羽绒内胆，可根据保
温需求自由拆卸。它的防风透湿、卫生
保暖性能更加先进，而且折叠起来的全
部体积不足传统作训大衣的一半，可以
说是又轻又暖！”

改进型携行包，体积较部队原先列
装携行包缩小一半以上，可双肩背、斜肩
背和手提，包内外口袋设置更加合理。
“新型战救包组件”，含单兵急救包、

战位急救包、战斗救生员急救包、卫生员
背囊和军医背囊五件套，能满足战场救
护个性化需求。

新型防护被装，有新型防弹头

盔、防寒被装、野战被服洗涤箱组等
24 件套，采用轻质新型材料，更加
轻巧便携，能更好地满足高原寒区作
战需求……
“轻”与“暖”、“新”与“特”、“护”与

“战”，现代新技术的运用将战斗勤务与
高原保障之需有机结合。

军事斗争准备催生保障新成果。近
年来，以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
需工程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扭住
高原高寒环境保障需求攻关，研究出一
批特色新型巡逻被装。西藏军区保障部
在上级机关指导帮助下，采取“上级配
发＋军地协作开发＋自主创新”相结合
的方式，因地制宜打造后装保障“高原
版”，让创新成果更多更好地“贴心”服务
高原边防官兵。

“沙场被装秀”实力“圈粉”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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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武

聚焦保障一线练兵备战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