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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乔治、记者倪大伟报道：海
南某海域，风高浪急，一支无人机编队低
空掠海飞行，机敏地搜寻着目标。盛夏，
上海警备区组织民兵无人机分队跨地域
海上训练，演练重难点课题，锤炼执行多
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起飞……”接到海上救援指令后，

一架携带实时图像传输设备的固定翼无

人机腾空而起，在海面上展开大范围搜
索。一架携带中继系统的长航时无人机
也随即升空，全程不间断配合实施巡航
指挥、向导监控。

两架无人机密切协同，及时精准锁
定“被困人员”并回传坐标，指引两架救
援无人机向“落水人员”抛投救生圈。从
启动、升空、锁定目标到投放救生设备，

整个过程高效、精确。
“此次演练折射出新时代民兵编训

理念的变化。”上海警备区战备建设局局
长童卫忠告诉记者，随着民兵支援保障
由支援陆军作战为主向支援多军兵种联
合作战转变，必须瞄准联合、多元的支援
需求，发展新型民兵保障力量。

从“现役部队有什么，民兵建什么”

到“现役部队缺什么，民兵就补什么”；从
“现役部队淘汰什么，民兵就装备什么”
到“借军民融合平台预征地方高科技装
备”……上海警备区充分依托和发挥特
有的区位、资源与发展优势，编组了多支
新型民兵无人机分队，统一授旗、统一配
装、统一施训、统一保障。

据悉，本次演练共有旋翼、垂起固定
翼等 10余种型号无人机参加，重点演练
了信号接力引导、海上联合搜索救援等
5个重难点课题，实现了由单机飞行到
多机协同的突破。
“迅捷的救援行动得益于多机型协

同演训的探索磨合。”无人机分队指挥员
张政介绍说，这次演训立足陌生海域和
复杂电磁环境，参演分队在情报搜集、态
势共享、指挥协同等方面经受了检验，提
高了联合行动效率。

上海警备区瞄准多元支援需求编训新型民兵

10余型无人机跨域翱翔海天

本报讯 谭文伟、欧明校报道：
“在确凿的证据和明晰的法律条文面
前，肇事司机终于认错了。”前不久，
火箭军某旅发射五营下士李伟亮的父亲
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严重受伤，赔偿问题
未得到及时解决。小李在该旅编外律师
张晶的指导下，积极与肇事司机协商，
终于达成赔偿协议。

据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李建龙介
绍，针对官兵家庭涉法涉诉问题，旅里
与驻地政府相关部门签订协议，军地联
手成立军人军属法律服务工作站，定期
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与驻地某律
师事务所结成共建单位，律师事务所派
律师每月在工作站值班，并开通 24小
时免费服务专线；制作法律服务联系卡

片分发给每名官兵，卡片上标注律师姓
名、业务专长、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
20 名编外律师全天候为官兵提供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

刘卓律师主要负责婚姻业务，他的
名字出现在联系卡片后迅速走进官兵
“朋友圈”，不少官兵因为婚恋问题找他
支招，他还主动担负起军人家庭的婚姻
调解员。前不久，就有两个军人家庭在
他的调解下，最终化解了矛盾。

此外，该旅还构建了由旅政法委书
记分管，政治工作部专职法律干事、基
层政治工作干部和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
员组成的法律服务体系。今年以来，累
计为 50余名官兵解决了各类家庭涉法
涉诉问题。

火箭军某旅积极协调地方资源开展法律服务

20名编外律师加入官兵“朋友圈”

本报讯 特约记者罗国金、通讯
员杨阳报道：近日，解放军总医院举
行一场护理人员战伤救治技术竞赛，
11 支参赛代表队现场接受检验。医院
野战医疗所护理成员组队演示微光下
静脉输液等技术，观摩的护理人员被
随机抽点参加竞赛，紧张激烈的氛围
贯穿竞赛全程。这是该院扎实开展岗
位练兵活动，从卫勤末端强固保障链
条的一个举措。

为打通战场卫勤保障“最后一公
里”，该院着眼新体制下卫勤实战化训
练需要，按照“作战牵引、平战结合、
区分层级、按纲施训”的原则，在护理
人员中深入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医院成
立练兵活动领导小组，对组训模式、技
术方法进行指导，对训练内容、器材设
施审查把关。采取专题讲座、示教观
摩、实践操作、交流互测等方式严密组

织岗位练兵，邀请专家进行卫勤理论知
识培训，在线发布战伤救治理论和技能
操作音视频教材，组织全员对照自学。
结合护理岗位实际，分类制订卫勤训练
计划，按照“以点带面、以强带弱、分
级施训、全员覆盖”的思路，区分基础
技能训练、情况模拟训练、实战演习训
练 3个步骤，重点开展自救互救、检伤
分类、生命支持、损伤控制以及特殊环
境伤救治技术等卫勤专项技能培训演
练。开展全维度训练考评，针对弱项短
板强化回炉训练，使护理人员的卫勤素
养和战救技能得到普遍提高。

为端正训风考纪，该院卫勤训练督
查办公室加强对护理岗位练兵活动的督
导检查，将练兵成效与考评奖罚挂钩，
对态度不端正、训练不投入、考评不达
标的部门和个人通报批评，营造护理人
员全员积极参与的训练氛围。

解放军总医院开展护理岗位全员练兵活动

从卫勤末端强固保障链条

西北大漠，战鹰呼啸。前段时间，空
军某训练基地环境构设营教导员余铭带
领分队官兵，在空军“红剑-2018”演习
中担当电磁“蓝军”。

和余铭一样，该基地还有 20余名政
治工作干部按照岗位需求奔赴一线，作
为指挥班子成员、政工评估员和基层主
官开展战时政治工作。

组建临时党支部、军人委员会，召开
议战议训会，开展思想调查……面对全
体系演训任务，余铭开展工作有条不
紊。他说，前不久参加“政治工作夜校”
学习时，大家已经对战时政治工作的方
法手段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专项训练，这
让他在演习中胸有成竹。

笔者了解到，2014 年以来，该基地
自从开办“政治工作夜校”，至今已累计
开展 9个专题 200余次活动，培训干部骨
干 180 余人，有效提升了政治工作干部
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素质。

“抓基层核心在抓组织、抓组织核
心在强支部。必须从把握关键环节入
手，增强政治工作依法从严抓建的实
效，从短板弱项抓起，弥补能力素质短
板。”该基地政委周卫疆告诉笔者，基
地对所属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逐一定
量分析、定性评估、划档排队，形成量
化评估报告。他们发现，一些基层党
务工作者接受系统培训少，开展工作
招法不多，落实制度不经常、不规范等
问题成为制约政治工作尤其是党建工
作的瓶颈。

经基地党委研究，“政治工作夜
校”应运而生。夜校开设伊始，就以强
化基层党建工作为重要抓手，突出基
础性培训，推行实案化教学，通过集中
普学、补缺自学、以考促学等方式展开
教学。从设置课题到集中授课，从互
相讲评到集智攻关，每个环节都充分
听取官兵意见建议，使学习研究更接

地气、更有针对性。某连指导员张河
通过夜校组织的理论法规、军事素质、
基层党务等 6项考核，如今已成为夜校
一些课目的组织者。他说：“台下听的
受启发，台上讲的受锻炼，台上台下都
能有收获。”

戈壁之夜，寂寥宁静，基地学习室
里灯火通明，大家围绕现实工作难题展
开新一期学习。“一名战士家庭条件好，
节俭意识不强，面对这类情况，该如何
处理？”研讨中，某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
冯瑞理走上讲台，从思想摸底、发动家
庭参与教育等方面为大家提供思路。
一名新任职的政治工作干部说：“今后
如果我遇到类似问题，开展工作就能更
有底数。”

改革调整后，随着职能使命的拓展，
基地党委把主要精力投向战斗力建设，
“政治工作夜校”的战味也越来越浓。今
年以来，基地很多军事干部登上讲台讲

军事指挥、讲技术创新，与政治工作干部
一起研究探索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
建设的作用机理。

在空军“红剑-2018”演习中，担任
末端政治工作评估员的某部宣保科科长
魏江涛采取座谈讨论、个别谈话、实地查
看、问卷调查、情况处置等形式，现场采
集政治工作信息。他说，基地首次将政
治工作纳入联合考评体系，围绕党委领
导、健全组织、人员配备、纯正演风等 15
个评估要点，细化 49项评估要素，真实
检验指挥班子政治工作组织指挥能力和
部队政治工作开展成效，推动战时政治
工作提升快速反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每次演习背景都不一样，开展政治

工作的重点也会随之调整。”演习评估组
副组长王建刚说，只有与军事工作紧密
融合，政治工作才能真正立起威信、发挥
威力。

空军某训练基地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建强支部服务备战能力—

戈壁深处有个“政治工作夜校”
■姚春明 程 果 许 钢

在破除和平积弊对照检查中，一

些部队反映个别官兵战斗精神弱化，

主要表现在：虎气霸气豪气不够，敢

于亮剑、刺刀见红的拼命精神不够，

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

气概不够。我们要锻造出压不倒、拖

不垮、打不烂的钢筋铁骨，培塑出

“为祖国不惜命、为人民不贪生、为

胜利不畏死”的血性胆气，才能在未

来战场上果敢亮剑、不辱使命。

“血性是革命军人的本色，是强

军胜战的呼唤。”军人血性，可谓

“真正锋利的刀刃”，是一种由认知、

情感、意志等因素凝结升华而成的精

神力量，更是一种英雄气质、一种打

赢气概。历史一再证明，胜利只垂青

于敢于突破、一往无前的军队，垂青

于英勇无畏、坚韧顽强的军人。军人

如若缺少血性，一旦上了战场必将付

出“血的代价”，更不会有胜利与荣

光。在军人的打赢素养中，所向披靡

的勇士精神与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情况下都是

威慑敌胆的法宝。

军人的血性不是与生俱来的，

要在历史传承中培育。我军有着英

勇战斗的光荣历史，这是流淌在军

队血脉中最具活力的精神因子。当

年的大刀、梭标虽已陈列史馆，但

它们承载的血性胆气永远不能尘

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必须倍加

珍惜、接力传承。我们要赓续红色

血脉，用红色传统洗涤思想、净化

心灵、推动实践，自觉接受忠诚基

因、战斗基因的滋养，延续精神火

种，争当红色传人。

“人在苦中练，刀在石上磨。”

平静的港湾，练不出强悍的水手；

安逸的环境，练不出过硬的作风。

要想成为敢于牺牲有血性的革命军

人，必须牢固树立打仗思想，训练

实践中要自找苦吃多磨练，不断挑

战生理和心理极限，培养永不服输

的奋斗精神。要把练技术练战术与

练思想练作风结合起来，在难局险

局危局中磨砺意志、砥砺品格，在

近似实战环境的生死考验中激发潜

能、催生血性，培养舍身报国的战

斗信念、敢打必胜的战斗血性、团

结协作的战斗品格、沉稳坚韧的战

斗心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军人的血性不是凭空摇旗呐

喊，不是用豪言壮语装点门面，而

是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面对困难

迎难而上、遭遇强敌果敢亮剑的实

际行动。有没有血性，不看说得多

么漂亮，要看做得到底如何。面对

艰巨任务，要主动请缨、迎难而

上，决不能瞻前顾后、畏缩不前。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

勋。”军人心中有旗帜、肩上有使

命，才能具有应对生死考验的无穷

力量，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忠实履行一名革命军人英勇

顽强、不怕牺牲的铮铮誓言，在血

染的战旗上续写新时代的风采！

（作者单位：西藏拉萨警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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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空降兵某旅在东北某地组织部队进行空地协同实兵实弹演练。图为战鹰释放干扰弹。 左礼响摄

本报讯 安阳、特约记者向勇报道：
“参加抢险救灾，动用兵力的权限是什
么”“遇到突然袭击，处置流程有哪
些”……7月下旬，第 78集团军组织全体
机关人员进行作战值班理论考核。该集
团军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将上岗资质认
证固化为机制，对联合值班人员进行常
态化培训考核，确保值班资质始终处于
保鲜期。

调整组建之初，该集团军即建立联
合作战值班制度。为确保值班人员正确
有效履职，他们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区分
首长、指挥控制、情报保障、政治工作等
战备值班要素，采取专题辅导授课与系
统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全员进行岗
前培训。集团军将“无资格者不上岗”作
为硬性规定，不漏一人、不落一岗对作战
值班人员能力素质施行全过程考评。

有了上岗证，不等于进了保险箱。
为推动值班人员能力素质滚动升级，他
们通过集中学习与自学自训相结合的方
式，坚持开展在岗培训，根据周边形势变
化、重大政策规定出台、部队任务转换等
实际，适当调整学习内容及考评标准。
每季度对值班人员值班资质进行一次普
查认证，成绩合格者值班资质自动续签
一季，不合格者中止值班资格回炉补

训。对无故不参考或经补考仍不合格的
人员，依据相关规定严肃问责。
“每个人都是战斗力链条不可或缺

的一环。”该集团军宣传处同志告诉记
者，以往由于一些同志存在“把平时值班
当坐班”的错误认识，个别值班人员职责
不明、技能不熟、程序不清。现在通过参
加值班资格认证，人人都要达到熟悉战
备法规制度、熟悉战备值班职责、熟悉所
属部队和驻地情况、熟悉应急处突方案
计划、熟悉应急指挥程序“五熟悉”标准，
履行值班职责、处理紧急复杂情况变得
得心应手。

实在管用的值班资质认证机制，催
生一批“懂法规、善研判、精指挥”的联合
作战值班人才，为该集团军快速反应、正
确处置提供了有力支撑。组建以来，他
们通过科学指挥，先后完成了抗洪救灾
等多项重大任务。

第78集团军机关人员培训考评实现常态化

推行联合作战值班资质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