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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殷晏梅、记者钱晓虎
报道：7 月下旬，随着急促的警报声
在营区响起，陆军某旅卫生连官兵
被迅速编成重伤救治组，担负战时
危重伤员抢救与监护等任务，其余
人员则编为医疗留治和机动救护
组，负责轻伤病员留治和伤病员前
接后送……这是陆军后勤部门结合
新体制编制，探索后勤保障“平战
一体”，加速打仗型后勤建设的一
个缩影。

记者在陆军后勤战备规范化、
管理科学化试点成果推广交流会上
了解到，陆军领导机构组建以来，后

勤部门坚持把战备和管理作为重点
方向，先后依托北部战区陆军、东部
战区陆军开展试点，着力破解新体
制下后勤战备管理矛盾问题。北部
战区陆军主要从保障计划、战备方
案 、战 备 制 度 、战 备 设 施 、战 备 物
资、保障行动等 6 个方面进行了探
索，东部战区陆军则在基层后勤管
理、现代信息手段运用、军民融合保
障等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一批适
应新体制编制和新使命任务的规范
成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试点单位通
过明确职责流程，细化抓建规范，配

套监管办法，着重对新调整组建的保
障力量建设与运用进行创新实践，形
成了战备物资储供、战备设施和保障
场所配套建设、模块配载投送，以及
指挥机构开设、保障力量编成和要素
配置等方面的规范，切合备战打仗实
际需求，使后勤保障部队建有依据、
管有遵循。

陆军后勤部领导告诉记者，这次
推广交流最大的特点是紧密结合自身
实际，在规范新体制编制运行、剥离部
队非作战功能方面作了尝试、蹚出了
新路，为加快打仗型后勤建设打下坚
实基础。

陆军着力破解新体制下后勤战备管理矛盾问题

打仗型后勤建设蹚出新路

本报讯 王利群、特约记者彭
小明报道：“每日仅吃 4 两豌豆，坚
持奋战 8小时。”8月 8 日上午，在海
拔 4300 米野外驻训的第 77 集团军
某旅组织主题教育演讲比赛，上等
兵韩毅用 4 两豌豆的例子，生动讲
述革命前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感人故事。官兵在演讲比赛中站立
的地方，就是该旅前身部队战斗过
的老战场。

据该旅领导介绍，68 年前，该
旅前身部队响应“进军西藏、不吃
地方”的号召，爬雪山、过草地、涉
险滩，经历大小战斗 20 余次，不断
取得胜利。今年野外驻训期间，该

旅因地制宜把主题教育课堂摆在
老战场，通过“学战史、学战例、学
战将”活动，激发官兵练兵打仗动
力。
“听一听飞沙走石，看一看天寒地

冻，才能深刻体会‘两不怕’精神的深
刻内涵。”在一个个战斗遗址、一张张
历史照片前，新战士吕东辉亲身体会
当年打仗的环境后，向党支部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坚决表示当好红军传人，
不给单位抹黑。
“只有亲身感受当年革命前辈

的战斗环境，才能真切地领悟到他
们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才能更好地
激发广大官兵扎根高原、建设高

原、奉献高原的信心决心。”该旅政
委徐俊介绍，通往老战场的道路
上，每一步都流有革命前辈的鲜
血。他们深入了解战史文献，还原
战斗细节，挖掘战场故事，引导官
兵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旅魂
植入血脉。
“最好的传承，不是停留在口

号上，而是打赢明天的战争。”走下
教育课堂，该旅官兵持续兴起学新
装备、学信息化、学新战法热潮。
驻训以来，他们先后出色完成某新
型装备实弹射击、合成营进攻战斗
等任务，部队高寒山地作战能力得
到检验提升。

第77集团军某旅依托战斗遗址开展主题教育

教育课堂摆在老战场

本报讯 闫磊、韩萧报道：“警卫
战士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
种服务人民、公而忘私的‘为民基因’
需要我们继承发扬……”近日，北京
卫戍区某警卫师“寻根溯源铸军魂，
永葆初心再出发”巡回精品课在该师
驻训地开讲，该师某炮兵团教导员方
星深情讲述张思德的英雄事迹，强化
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的自信自觉。

为解决部分官兵存在认识红色
基因“表面化”、传承优良传统“口号

化”等问题，该师将部队 90 年来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归纳为忠诚、胜战、
血性、奋斗、为民、创新、奉献、严实
等 8个类别，通过教育授课、事迹汇
编、研讨交流等形式，让厚重历史和
英雄故事走进教育课堂、登上橱窗
灯箱、进入网络平台，营造处处有典
型、人人学典型的浓厚氛围。同时，
他们在师团两级开展身边典型评选
活动，遴选官兵身边传承红色基因
的先进典型，制作专题展板挂上荣

誉墙，通过典型引领激励官兵续写
英雄篇章。不久前，休假在家的某
炮兵团上士赵志彬在发现邻居家突
发火灾后，不顾个人安危冲进火场
扑救，被团队表彰为“血性基因践行
标兵”。

学有根源、传有载体、行有榜
样。笔者在该师驻训地看到，虽然天
气酷热，但官兵精神抖擞、斗志高昂，
在“创纪录、树标杆”基础训练课目比
武中，多项训练纪录被打破。

北京卫戍区某师激励官兵自觉传承红色基因

典型引领续写新篇章

盛夏，东北某临时站台，沈阳联勤保
障中心第202医院依托卫生列车组织批量
伤员后送救治演练正酣。一批批急需后
送治疗的“伤员”相继从“前线”送到站台，
然后按“轻伤”“重伤”分类送往卫生列车
的相应位置进行救治和安顿。

用于此次训练的卫生列车共编组 7
节，其中，重伤层流手术车厢 1节、轻伤
救治车厢 3节、指挥医技后勤保障车厢 1
节、移动病房车厢 2节。中心领导介绍，
一列卫生列车正常编组 18节，一次可运
送卧位伤员 500 名以上，列车正常时速
不受影响，还可加挂餐车。
“伤员”到达后，列车首先接收重症

“伤员”，负责站台接诊的医护人员运用

轮式担架快速将“伤病员”运送到重伤层
流手术车厢，通过开阔的“上乘门”直接
将“伤员”送入手术室进行急救；接着通
过敞开的“车窗”把担架上的“轻伤员”及
需后送继续救治的“伤病员”，送入轻伤
救治车厢或移动病房车厢。

第 202 医院院长陆辉介绍说，组织
卫生列车后送救护演练，是中心探索军
民融合伤员后送保障救治方法路子的一
个务实举措。他们通过与铁路车务等部
门协商，制订《医疗列车改造军地快速协
同方案》，进行快速“模块化”改装，解决
了批量伤员快速后送的一系列难题，实
现了“在后送中救治、在救治中后送”的
卫勤目标。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依托卫生列车组织批量

伤员后送救治演练—

伤员在“飞驰”中救治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本报讯 杨晓兵报道：“穿上军装，
踏上西行的列车，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
生涯……”近日，西藏军区某团六连上等
兵冯涛结合自身成长经历登台授课，在
该团迅速走红。该团打造“士兵微课
堂”，引导官兵用兵言兵语讲述强军故
事，取得良好教育效果。

今年以来，该团在开展教育中针对以
往授课内容过于单调、教育方式相对单一
的实际，探索开设“士兵微课堂”。他们将
授课自主权交给官兵，通过兵言兵语、兵
说兵事，把自主认知成果作为交互教学的

生动教材，创新教育方式，受到官兵欢迎。
活动中，该团结合青年官兵自身特

点，要求每名战士自行选报1至2个选题。
他们还组织基层政治干部帮助官兵备课试
教，确保授课质量。笔者在六连《授课日
志》上看到，从国际安全形势到外军建设情
况，从互联网热点话题到官兵身边强军故
事，官兵授课内容丰富多彩。

人人上讲台，个个当教员。据该团六
连指导员卢振鹏介绍，“士兵微课堂”开设
以来，官兵平均登台授课2场以上，有效激
活了思想教育的一池春水。

西藏军区某团打造“士兵微课堂”

人人上讲台 个个当教员

本报讯 郭晓航、特约记者海洋报
道：“图像显示前方道路畅通，炮兵分队
占领阵地！”日前，辽西某训练场上，第
79集团军某炮兵旅组织的一场实兵演
练激战正酣：侦察分队依靠多种手段，
向指挥所发送前方路况信息，引导火炮
向前开进。

情况顺利通报，通路上却依然安
静，火炮并未呼啸而出。“炮兵分队迟迟
不现身，难道是没有接到指令？”正当记
者纳闷时，只见防化分队出现在通路
上，利用专业器材对所在地域进行侦
毒。
“以往训练，接收到侦察信息后，我

们通常会指挥炮兵分队直接前出，火炮
也是开足马力，力争迅速到位。”该旅旅
长王瑞金道出忧思：“但是，战场上能这

么一帆风顺吗？我们过去把复杂的敌情
想简单了。”这次训练中，他们加入了对
阵地地域和通路进行化学侦察等课目，
每一步都按照战场实际来，为的就是打
破官兵头脑中的思维定式，真正树立敌
情意识、战场意识。

贴近实战，必须营造逼真、复杂的
战场环境。侦毒过程中，侦察员全身
防护，熟练运用手语分工作业。找到
“毒源”后，侦察员立即拿出取样瓶，沉
着冷静地观毒判毒、抽样对比、收集封
存、标定界限，整个过程完全按照实战
要求进行。与此同时，洗消人员已完
成取样分析并调制消毒液，对染毒地
带进行洗消作业，在完成洗消并复检
后，侦察员立即上报相关情况，迅速组
织撤离。

根据防化侦察情况，指挥所重新确
定阵地位置，引导炮兵分队前出占领。
火炮到位后，身穿伪装衣的警戒人员率
先从火炮中跃出，编组后奔赴警戒位
置，对阵地地域进行警戒侦察。训练场
另一旁，筑城专业官兵驾驭新型挖掘
机、推土机等装备，做好清除障碍和修
筑道路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情
况。

演练结束后，各级指挥员立刻进行
复盘研究，就勤务支援分队进出战场、
不同作战要素编组协同、各类通信设备
有效保障等问题展开讨论。该旅作训
科科长于硕介绍，经过多次研究和演
练，工程防化、警戒侦察等各类作战要
素的效能得到有效发挥，一批新战法得
到检验。

第79集团军某炮兵旅着力打破官兵思维定式

实兵演练，“敌情”设置不再想当然

发生在两个不同部队训练场上的

“意料之外”，瞄准的是同一个问题“靶

子”——思维定式。

兵者，诡道也。战场复杂多变、敌人

凶狠狡猾，谁墨守成规、囿于旧俗，谁就

要吃大亏。翻看战争史，古今中外的成

功战例多是思维不拘成法、行动不拘一

格的结果。

信息化战争是全新的战争，树立新

的战场意识、敌情意识、打仗意识，首先

要冲破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习惯做

法。练兵备战，既要练稳扎稳打的“手

上活”，更要练灵活多变的“心中谋”。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说信息化战场

“快吃慢”，拼的不只是芯片“转速”快

慢，更是脑子“转速”快慢。

希腊有一句谚语：一切都在流动，一

切又都碰撞在一起。在真正的军人眼

中，战争的胜利之钥，永远流动不居。能

打仗、打胜仗，务要保证货真价实的作战

智慧，尽可能走在对手的前面。

本报讯 洪利峰、特约通讯员茆琳
报道：盛夏的一个训练日，北部战区海
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官兵早早集合
上艇。第二天就要执行海上训练任务，
舱内的艇员很是忙碌。

突然，舱内广播器传来急促的声音：
“二舱，舱底出现大量烟雾，疑似设备起
火！”机电长胡波迅速向全艇下达损害管
制口令。官兵闻令而动，迅速奔向各自
战位，穿戴个人防护器材，准备灭火器
材，按部署展开损害管制……此时，二舱
已是浓烟弥漫，下层能见度不足 20厘
米。排查中，官兵们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烟雾源源不断往外冒，却怎么也找不到
起火点。

此时，舱段兵张磊推开地板盖，从舱
底冒出半个脑袋：“机电长，我找到‘起火
点’了。”胡波下到舱底，发现在交流机组
后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一台装置正呼
呼地往外冒着浓烟，“这是支队新配发的
烟雾发生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抓到“真凶”，有惊无险。然而，广播
器再次传来警报：“五舱出现大量烟雾！”
就在胡波准备下达损管口令时，副机电
长刘世勇提醒说：“说不定又是烟雾发生
器捣鬼，还是先查明情况再说吧！”

胡波坚持下达了损管口令。最终，
官兵在一块地板盖下找到“起火点”，果
然，又是烟雾发生器！险情排除，有人不
禁发起牢骚。胡波则表明了自己的看

法：“潜艇兵要时刻绷紧警惕这根弦，‘疑
似火情’也要以实战标准严格对待。事
关潜艇安全，哪能容得半点侥幸？”

这时，广播器再次响起，艇长尹慧
泉把大家召集过来，在舱内召开议训
会，“战场上会发生什么，没人能预测。
只有平时真练实备，才能在战时处变不
惊、从容应对。两次‘起火’，是我故意
为之，目的就是让大家打破思维定式，
校准与战场之间的偏差。”

随后，他们逐一查找训练中暴露出
的短板弱项，制订针对性补差方案，整
改官兵训练中偏离实战的惯性动作和
固定思维，引导官兵把实战化理念融入
日常训练每个环节、每个细节。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立起真打实备鲜明导向

专业训练，“战场”模拟告别简单化

■魏 兵

8月7日，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在西北

大漠组织战车机动、信火打击、战术协同

等实战化课目演练，锤炼打赢硬功。

黄腾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