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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雪振、特约通讯员黄宗
兴报道：3公里武装越野、指挥信息系统
操作使用、识图用图……新年开训首
日，寒风刺骨的南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场
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练兵景象，百余名建
制团党委班子成员和机关处长齐聚一
堂，以考核形式打响开训“第一枪”，立
起大抓备战打仗鲜明导向。

在认真学习习主席开训动员令后，该
军区立即针对 3大类 9个课目，分两个批
次对这次参训的校官进行为期10天的系

列考核。考核涵盖了军事理论、战斗体
能、指挥信息系统操作等多个内容，全程
在实战化背景下进行，采取联合裁评、全
程监察、交叉互评的方式现场裁定并公布
成绩。

笔者在比武现场看到，3公里武装越
野考核刚结束，轻武器射击考核直接展
开。因时间紧迫，很多人直接拿出单兵
干粮补充能量，边走边吃，火速赶往指定
场地。由于负重量大、连续作业时间长，
不少人汗流不止、衣服湿透。某边防团

团长曹玉斌说，这样严格的考核模式，的
确有打仗的感觉。

校官考核，重在指挥决策能力的检
验。该军区将指挥能力作为开训考核
的“重头戏”，参考人员不分岗位均由考
核组结合地图、沙盘随机出情况，在规
定时间内独立拟制情况判断，定下战斗
决心，考核组现场讲评打分，在紧贴实
战中检验指挥决策水平。

百余校官沙场竞技，火速掀起了群
众性练兵热潮。

南疆军区以比武考核打响开训“第一枪”

百余校官沙场比拼真功

本报讯 徐鹏、特约记者赖文湧报
道：怎样发现纠治新形势下“四风”问题
隐形变异？如何杜绝风气建设的“沉疴
旧疾”反弹回潮？近日，第 73 集团军某
旅针对官兵习惯通过网络交往的实际，
出台刚性举措，对“改头换面”的基层“微
腐败”问题清仓起底。

前段时间，官兵在旅强军网“士兵论
坛”的留言引起了党委的关注：有干部骨
干发送微信拼购消息捆绑消费。随后，
该旅调查发现诸如竞猜抢红包、强制网
络众筹、外出归队带水果等现象时有发
生，官兵对此颇为反感。“针孔大的窟窿
斗大的风。”该旅党委一班人形成共识，
纠治基层“微腐败”必须从“一厘一毫”抓
起，须臾不能放松。

为此，该旅及时梳理总结“微腐败”
现象，汇编下发基层供官兵对表纠治。
他们要求营连主官对照问题清单深度查
摆，并将整改进度、质效定期向官兵公
示。同时，他们还制订出台“不准假借官
兵外出为个人代购变相‘吃拿卡要’、不
准强制支付宝扫码抢红包……”等为主
要内容的新“廉洁带兵十不准”，立起问
题纠治硬标准。为强化监督管理，该旅
纪检部门常态组织风气监督员交叉监
督、上下监督、线上线下监督，随机开展
集中检查、专项抽查、暗访巡查，构建立
体监察网络，打通作风建设“最后一公
里”。前不久，某营班长在打网络游戏
时，向班里战士索要“皮肤”“装备”。旅
纪委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责成
所在营调查了解情况，拿出处理意见并
通报全旅。

风气归正带来士气不断提升。新年
开训以来，该旅官兵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状态投身练兵备战，多个训练课目纪录
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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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特约记者
李亮报道：一场 2个小时的典型事迹
报告会，多次被掌声打断。近日，
北部战区陆军举办“榜样的力量”
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来自不同岗
位的 10 名先进典型依次登台，讲述
他们矢志打赢的强军故事，让官兵
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
醒另一个灵魂。”战区陆军领导介
绍，举办此次先进典型事迹报告
会，就是为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引领作用，用官兵身边的榜样激励

大家在本职岗位上勇担强军重任、
争做时代尖兵。
“亲临真实战场，更加深切地感

受到练兵精武是多么重要……”作为
中国首支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的一
员，某合成旅三营营长张勇讲述的维
和故事，让官兵仿佛也置身硝烟密布
的战场。听完张营长的讲述，下士
沈如平深受触动：“作为军人，就是
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和不辱使命的
决心！”

婚礼相拥、车站送别、两地相
思、互相鼓励……伴着沙画视频的播
放，某合成旅三级军士长刘虎妻子梁

静芳的深情讲述让人动容。由于丈夫
所在部队多次调整移防，梁静芳用孱
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在
报告会现场，许多军嫂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她们表示，从梁静芳的身上能
够看到新时代军嫂的坚毅和可爱，自
己一定要更加支持丈夫的事业，做他
们最坚强的后盾。

一个个催人奋进的强军故事，一
个个可爱可敬的身边典型，展现出北
部战区陆军官兵无私奉献、奋勇拼搏
的精神风貌。报告会结束后，官兵纷
纷表示，要以身边典型为榜样，矢志
强军，争当精兵。

北部战区陆军举行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榜样的力量”激荡强军壮志

本报讯 张银博、记者代烽报道：
新年伊始，武警新疆总队集中表彰 21
名钻训精武标兵，为他们记二等功。
消息传出，在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
该总队领导介绍说：“这是总队立起精
武尖子吃香的鲜明导向，激励官兵精
武强能的重要举措。”

该总队驻守在任务一线，为充分
调动官兵钻训精武热情，进一步提升
核心军事能力，年终评功评奖时，该
总队党委将所有二等功名额用于表
彰一年来涌现出的“钻训专家”“比武

尖兵”。为确保公平公正，他们自下
而上研究、报备，对照奖励规定逐一
考察，确保人人过硬、上下服气。同
时，他们为二等功臣戴大红花、挂军
功章，把他们的事迹挂上营区灯箱，
营造精武有为有功、训练尖子吃香的
浓厚氛围。

2018 年，该总队某训练基地主任
熊伟带领基地官兵先后完成总队多批
次集训任务，培养了一大批“武教头”，
还积极推进训练场地建设，基地被武
警部队表彰为“一级训练基地”，这次

评功评奖熊伟荣立个人二等功。武警
部队“十大标兵士官”、三级警士长朱
博伟，入伍 20年来先后培养出百余名
排爆能手，2018 年又担负工兵专业集
训搜排爆教学任务，总队党委为其记
二等功。下士谢涛感言：“今后我也要
刻苦训练，争取当标兵、立军功。”

训练有为的鲜明导向，有效激发
了官兵的参训热情。连日来，该总队
官兵冒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挺
进天山腹地，展开野营拉练，人人士气
高昂。

武警新疆总队立起训练有为鲜明导向

21名精武标兵荣立二等功

本报讯 刘黎宁、张涛报道：前段时
间，第 77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干事彭
志祥很是郁闷：自己不仅要忙本职工作，
还要帮着老营队的战友东奔西跑，实在
是分身乏术。

原来，彭志祥是不久前才从连队调
整到机关任职的。该旅营区分散，彭志
祥的老营队距离机关数十公里，大部分
官兵对机关干部不熟悉。于是，每每有
战友来机关办事，无论大事小情，总要求

助于彭志祥从中“搭桥牵线”。
一面是老战友的旧情难却，另一面是

繁重的业务工作，究竟该如何处理？思来
想去，彭志祥陷入两难。旅领导了解这一
情况后展开调研，发现类似的事情并非个
例，表面上看是基层官兵不熟悉机关业
务，但深层次原因是机关服务基层工作还
不到位。

为更好服务基层官兵，该旅制订了一
系列措施：为基层下发“机关干部业务联系

卡”，卡上标明每名机关干部具体分管的业
务和联系方式；实行“上门服务制”，组织机
关各部门定期赴营连集中办理业务；在强
军网上开设服务平台，10余项原本需要现
场办理的业务现在只需轻敲键盘……

前不久，某连中士刘帅来机关办理住
房公积金贷款事宜，虽然此前并未同财务
科的同志打过交道，但他还是在半小时内
办理好全部手续。拿到贷款证明，刘帅欣
喜地说：“现在机关处处是‘熟人’！”

第77集团军某旅改进机关服务基层工作模式

到机关办事先找“熟人”，不必！

本报讯 特约记者罗国金、通讯员
郭虹报道：近日，由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
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承办、解放军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协办的第一届部队心理健康
服务实用技术培训班在京举办，来自全
军的150名军医学员参加了培训。

据了解，举办此次培训班是深化为
军服务观念，强化备战打仗意识，提升卫

勤保障能力的具体举措。来自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海军军医大学、空军特色医学
中心等单位的知名医学心理专家，以精
神心理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为
重点，为基层军医进行为期 4天的心理
治疗技术实用性培训，内容涉及精神障
碍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心理治疗技术理
论与实践等，旨在提高基层军医心理问

题诊断和治疗能力，强化战时心理急救
技能。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医学心
理科主任姜荣环介绍，近年来，他们积极
深入基层部队为军人心理健康服务，聘
请国内知名专家提高基层军医的心理健
康服务技能，打造技术过硬的心理服务
专业团队，提高部队心理健康服务质量。

举办首届部队心理健康服务实用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 特约记者晏良、许凌康报
道：东攀雪山，南越冰川，北过寒潭……
新年伊始，西藏军区多支劲旅兵发雪海
云天，在走打结合、攻防一体中拉开新年
度训练帷幕，将练兵打仗足迹印在高海
拔陌生地域。
“开训不能在操场热身比划，必须到

野外真打实抗。”全副武装的西藏军区领
导说，军区要求各部队开训就跑出去、打
起来，开局就着力消除打仗盲区。各级
闻令而动，开弓就引“满弓弦”，在高原拉

开练兵大幕。
陆上铁甲纵横，空中战机翱翔。记

者驱车采访驻藏各部队开训情况时看
到，装甲兵、航空兵、侦察兵、通信兵、炮
兵、工兵等各兵种分队纵横驰骋，机关督
训组全程设置复杂“敌情”，逼着指挥员
在险境危局中见招拆招。

某合成旅一营车至“老虎嘴”，突然收
到“敌机来袭”通报，该营营长李长伟一声
令下，高射机枪、便携式导弹应声而响、剑
指苍穹；千里之外，2架武装直升机狂飙突

进，某陆航旅不但检验火力打击能力，还
与特种部队开展投送联合训练……
“敌人不可能只在相同的地方出现，

若在熟悉的点位打响开训‘第一枪’，练
兵意义不大。”西藏军区领导介绍说，下
一步，他们将摒弃“家门口练兵”“老地方
驻训”等习惯做法，继续挺进陌生雪域，
“吃透一地，转战一方”。同时，他们坚持
把险难课目拉上“战场”检验，不断将实
战化训练推向深入，切实提升全地形全
区域作战能力。

西藏军区新年度军事训练起步就是“高难险”

万人千车征战陌生雪域

本报讯 燕强、谢一报道：近日，空
军依托新型医疗救护飞机，在西部战区
空军某机场组织空运医疗后送力量训练
考核。各战区空军医院、空军特色医学
中心等 6支队伍参加了考核，参训学员
均取得了培训合格证书。

空运医疗后送是战场立体、快速和
远程医疗后送的重要手段，是世界各国
军队伤病员后送的首选方式，具有快速

机动、远程后送、空中连续不间断救治
等特点。随着新型医疗救护飞机装备
部队，加强空中救护力量建设，提高平
战时空运医疗后送保障能力迫在眉睫。

空军新型医疗救护飞机具备基本治
疗、重症监护、辅助诊疗等功能，可同时
容纳多名伤员进行救治。此次训练考
核，着眼加速推进新质保障力生成，采取
按纲施训、空地结合、全程考核、边训边

研的方式，深入研究解决当前空运医疗
后送在建设管理、日常训练和执行任务
中面临的新问题。

此次训练考核内容涵盖空运医疗
后送基础理论和基本流程、机上医疗护
理操作、空中连续医学监护、急重症伤
病员紧急处置、医疗救护飞机地面扩展
单元使用等。通过训练考核，规范了依
托医疗救护飞机实施平战时伤病员空

运医疗后送基本流程，提高了参训医疗
队员机上操作技能，研究探索了空运医
疗后送组织指挥、人员资质认证、规范
化训练等模式机制，为后续常态化备
勤、全疆域遂行任务奠定了基础。

图①：后送“伤员”。
图②：救治“伤员”。

均由谢一摄

空军首次依托新型医疗救护飞机组织训练考核

解放军

总医院

新年伊始，武警云南总队机动一支队组织部队开展为期5天的冬季野营拉练大练兵活动，连续进行强行军、识图用图、

反劫持、山地捕歼等30余个课目训练，锤炼官兵走、打、吃、住、藏等能力。 胡 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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