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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关心艰苦岗位 致敬奉献人生

本报讯 曾浩云、记者陈典宏报
道：“上级为连队配发了 4 种抗蛇毒血
清，官兵巡逻执勤更安心了。”8月中旬，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卫生科科长段
文建，将 4种不同类型的抗蛇毒血清及
专用储存箱送到被誉为“边塞孤岛”的
二甫边防连。至此，该旅已为所有偏远
营连配齐 4 种抗蛇毒血清及专用储存
箱，艰苦边远连队医疗保障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

该边防旅辖区均为亚热带山岳丛
林，夏季林间蛇虫肆虐，严重威胁官兵
人身安全。不久前，二甫边防连列兵
张圆园在巡逻中被毒蛇咬伤腿部，由
于连队药品存放条件有限，且未配备
抗蛇毒血清，随行军医只能临时对其
伤口进行紧急处理，再送往地方医院
救治。
“一线边防营连驻地大多偏远，环境

恶劣，必须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此事引
起该旅党委高度重视，他们研究后，决定
紧急采购一批抗蛇毒血清及专用储存

箱，并派专人专车负责配送，确保所有药
品安全送至一线边防营连。

段文建介绍，他们根据抗蛇毒血清
的市场供应现状，结合部队防区特点以
及毒蛇分布种类，采购了抗银环蛇血清、
抗眼镜蛇血清、抗五步蛇血清和抗蝮蛇
血清。按照高效利用、及时救治、合理配
备的原则，将 4种抗蛇毒血清配发至偏
远边防营连，同时配发蛇伤急救包、蛇伤
预防急救知识画册和光盘。他们还为基
层卫生员培训讲解蛇伤救治知识，完善
毒蛇、毒虫叮咬等 20余个急救方案，有
效减少蛇虫咬伤对边防官兵生命安全造
成的威胁。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旅已先后推出
了成立“就医服务站”解决官兵前往体系
医院看病就医的食宿保障难题、“一站
式”专车接送来队官兵家属等暖心举措，
赢得基层好评。

左图：该旅十连官兵在边境地区执

勤巡逻。

曾浩云摄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着眼守防实际提升医疗保障能力

一线边防营连配备抗蛇毒血清

本报讯 付震、记者李建文报道：
“有了净化水，以后再也不用为喝水发
愁了！”8月中旬，空军后勤部引入地方
优势资源建设的首座“军中康泉”水站，
在中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军需保障中心
建成揭牌，下士陈金打开水龙头接了一
杯喝上一口，脸上溢满幸福之情。
“我们这里是盐碱地，水质碱性大，

含氟量超标，健康饮水是官兵的一大期
盼。”该场站军需股股长张海龙拿出一
个灌满地下水的容器，记者看到底部堆
积一层褐色杂质。
“水质不达标、用水不方便等情况，

在空军一线部队还有不少，官兵的需求
和期盼，就是我们解难送暖的工作重
点。”日前，空军后勤部专门召开会议，
将解决官兵饮水难问题作为“服务基
层、实惠官兵”重点工程，并陆续推进相
关工作落实落细。他们与中国广核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筹划，先期建设 20 座

“军中康泉”水站，由该企业负责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和后续运行管理维护，用以

解决水质较差单位和边远艰苦部队饮
水难题。

记者在水站设备间看到，战士胡婧
在智能系统上输入几个参数，经过处理
的净化水便源源不断流入不锈钢储水
罐，再通过管道分流到各个取水点。“净
化水水样经检测，水质完全达到国家生
活饮用水标准。”某场站领导介绍说，这
套净水设备每天可为上万人提供安全
饮用水，既能满足现有人员的用水需
求，又能解决参加驻训、演习等外来人
员的饮水问题。

据悉，空军后勤部与中国广核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了《深化军民融合战略合
作协议》，充分利用地方企业优势资源，
解决一线部队用水难题。该企业将无
偿为空军一线部队提供水站设备，并分
期分批展开建设，计划于今年底完成 20
座水站的建设任务。

左图：“军中康泉”全自动灌装，既

卫生又便捷。

赵振凎摄

空军后勤部借力军民融合发展破解部队饮水难题

边远军营官兵喝上健康饮用水

本报讯 杨元超、特约记者奉雷报
道：近日，火箭军某旅新轮换的值班分
队刚入阵地，一场综合演练就在深夜拉
开帷幕：近 20个小时连续“战斗”，穿插
进行 10 余个课目，故障和特情接连不
断，考验指挥员和技术骨干应对复杂情
况的能力。

为提升值班分队作战能力，该旅对
照新大纲要求修订作战值班方案，增加
10余项针对值班分队的训练内容，打造
专属“训练套餐”。他们区分营架长、专

业指挥、核心岗位操作手和辅助号手 4
个层次制订能力清单，并在训练场地、训
练设施上优先保障，使值班分队始终保
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良好状态。

为检验值班分队应急应战能力，该
旅抽调机关人员和分队专业技术骨干
组成考核队伍，采取无预告、无预案的
形式，从文书作业到实兵对抗全程随机
抽考，考核结束后及时开展复盘检讨。
他们还派出军事训练监察小组，定期检
查并通报值班分队战备情况。前不久，

该旅对值班分队夜间发射演练进行训
练监察，发现 3项训风演风不实问题，1
名指挥员受到通报批评。

记者在该旅值班分队验收考核现
场看到，接到作战命令，值班分队迅速
开展“敌”情分析、情况判断，班排骨干
按照方案上的分工有条不紊组织行动，
装备撤收、车辆检查、物资点验等同步
展开。某营教导员姚声爽说：“专属‘训
练套餐’有效推进了精准施训，值班分
队整体训练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火箭军某旅通过精准施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

值班分队有专属“训练套餐”

本报讯 谢贵杨、程锡南报道：右
翼攻击分队向“敌”高地发起攻击，“伤
亡”惨重；渗透分队隐蔽接近“敌”据点，
几乎“全军覆没”……近日，第 74 集团
军某旅组织实兵对抗演练，全程设置难
局险局危局，加大演练难度强度，进一
步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据该旅领导介绍，以往导演部构设
情况有时存在简单化、套路化现象，导
致个别参演官兵实战意识不强。为根
除这些沉疴积弊，该旅结合清除和平积
弊，组织议战议训会、检讨反思会、双向

恳谈会，深挖细查和平积弊，梳理出演
练场险局少和局多、把实弹化野外化简
单等同于实战化等27个问题。

为此，该旅将实战化要求贯穿对抗
演练全程，组织战训法强化集训，参演
指挥员考核过关方可上岗；集中干部骨
干推敲演训方案，按实战化要求改进演
练敌情设置；狠抓演训不正之风，安排
机关人员深入一线全程参与演练，及时
查纠问题。

笔者在演练现场看到，该旅成建制
机动至陌生地域展开训练，一路设置

“险难敌情”，从指挥通信、战斗实施、战
场勤务等多个方面对部队进行考核评
估，进一步锤炼部队实战硬功。营长侯
大尉告诉笔者：“如今演练紧贴实战，一
个个险情横亘在前，个个是‘硬骨头’，
逼着部队用实劲、练真功。”

第74集团军某旅设置险局危局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对抗演练全程设“险难敌情”

本报讯 陈裕波、特约通讯员唐继
光报道：训练压力在心理游戏中释放，不
良情绪在心理疏导中化解……连日来，
新疆军区某师邀请心理专家深入戈壁演
训场，面对面为官兵提供心理服务，有效
维护了官兵身心健康，促进了各项演训
任务圆满完成。

据了解，该师在戈壁驻训以来，由于
天气炎热、环境艰苦，加之训练任务繁
重，部分官兵出现烦躁厌倦等不良情
绪。为解决这一问题，该师建立以心理
医师、机关干部和基层心理骨干为主体
的心理服务队伍，因地制宜建立野战心
理咨询室，定期组织心理专家和骨干开
展巡回上门服务，深入戈壁一线解兵
忧。为提升心理服务质量，他们还与军
队院校和驻地心理机构签订协议，吸纳
更多心理服务专业力量参与到部队心理
服务工作中。

笔者在该师某炮兵团实弹射击场看
到，个别官兵在实弹射击前出现紧张、烦
躁等心理反应。该师外请的国防大学政
治学院教授戎雷主动靠上去开展针对性
心理调适，让官兵从容走上射击场。在
某炮兵连军事训练考核场，列兵小张面
对高强度的连贯考核，产生畏难紧张情
绪，随队心理医生将小张请进野战心理
咨询室开展心理疏导，使他很快放下心
理包袱，在军事考核中发挥出色。

新疆军区某师

心理服务
直达演兵场

8月23日，空降兵某旅组织部队开展

直升机索降训练，锤炼官兵实战硬功。

邓晓宁摄

（上接第一版）

在学习讨论中，武警西藏总队党委成
员表示，要加强作风建设，坚决纠治“四
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第76集
团军某旅党委一班人谈到，要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把情况问题摸清楚，探索总结好招实
招，做到措施对路、工作有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

力，既取决于富有说服力、感召力的内容，
又取决于广泛有效的传播。”各军事新闻
单位党委成员在学习讨论中谈到，习主席
在讲话中提出，要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我们要不断

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运用个性
化制作、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的方式
开展宣传，着力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打造
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军
队主流媒体，传播好党的声音，激发官兵
投身强军实践的热情。很多部队文化单
位党委成员表示，要坚守以基层官兵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不断繁荣军队文艺创作，
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本报特约记者李佳豪，通讯员于

航、潘建伟、张贺、刘子源、秦庆航、郑广

斌、鲁博、罗坤康、吴绍健、信宏峰、窦垚、

黄武星、任帆、修思延、魏宁邦、王钰凯、

蔡志伟、黄远辉、余文彬、江本晖等采写）

“神兵”天降

“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

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

耽误了”。习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这一

“金句”，直击科研体制存在的弊端，说到了广

大科研人员的心坎上。

捆住手脚怎能施展“拳脚”？激发人才活

力，决不能让科研人员戴着镣铐跳舞。然而，

一些科研人员却不得不把很多时间用在要项

目、争经费、跑评审上，面对“填不完的表格、开

不完的会议、迎接不完的检查”。一位科研人

员感叹：“自己好像从‘一线’变成了‘离线’，每

周连1/3时间做科研都很难保障。”

科学研究是时间和速度的比拼，是呕心沥

血的智力劳动。没有心无旁骛的专注和十年

磨一剑的沉潜，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成果。人

的精力是有限的，无论多么优秀的人才，如果

整天为项目和经费奔波，为评奖和职称分神，

就难以充分释放自己的才华和能量，也必定会

影响到科研攀登的高度和行进的速度。

非宁静无以致远。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

德鲁·怀尔斯，33岁时放弃所有与证明费马大

定理无关的工作，耗时近10年时间论证了困扰

人类300多年的世界级数学难题费马大定理。

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先后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华罗庚等科学泰斗的真情关爱，拥

有了一个可以一门心思搞科研的环境，最终攻

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难题。他们的

成功，与减少杂事琐事的干扰不无关系。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对科研人员来说，

有时少些不必要的“指导”就是尊重，少些不该

有的打扰就是体贴。当年，为保证科研人员集

中精力投入工作，聂荣臻元帅曾牵头制定了一

份被称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文件，作出“保

证科技人员每周有 5天的时间搞科研工作”

“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等

规定。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老一代科学家，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与当时的科

研环境、学术风气和创新氛围密不可分。

“决胜于未战，决胜于人才。”现代战争越

来越集中地表现为高素质人才的较量。战争

的信息化程度越高，科技人才的制胜作用就越

凸显。人才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制

度的竞争。各级党委应尊重科研规律，尊重科

研人员意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改变片面将

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形成并实施有利于军事科研工

作者潜心研究和创新的科研制度和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

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

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努力为广大军事科研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更多

机会和更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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