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三沙市某医院远程

超声设备患者端，官兵接受身

体检查。 周思鸿摄

三沙

4月28日，第72集团军某旅在野外陌生地域组织突击车分队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部队实战能力。

张 毛摄

相关链接

5G远程超声门诊，是基于最新的5G信号

传输技术，运用远程超声机器人为偏远地区或

医疗资源缺乏地区提供等同于后方医院超声

诊疗服务的平台。

5G远程超声门诊系统设置医生端和患者

端，患者端的机器人机械臂装置模拟医生手持

常规超声探头，医生端医生则通过虚拟操作

杆，远程遥控扫查患者，利用5G传输技术采图

并作出诊断。检查过程中，两端视频语音交流

如同处一个检查室。

该技术投入运用能有效解决偏远部队缺

少超声医生的问题，使伤病员及时得到超声

诊疗。对于轻者，可在超声指导下治疗，避免

长途转运，节省人力物力；对于重者，除了指

导早期处置外，还能通过初步诊断分析明确

转运的风险程度，有效控制伤病员病情。

本报三亚 5月 13日电 王文、李

琨报道：全球首家 5G 远程超声门诊 4
月 17 日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开
诊，已连续运行近一个月。该门诊首
次开诊便实现了海南医院专家为 330
公里以外的战士“面对面”进行超声检
查，截至目前已有 62名军民因 5G远程
超声门诊获益，其中 58 名西沙驻岛男
女官兵不出岛就完成了腹部检查、妇
科检查和急诊会诊，有效加强了驻偏
远岛礁部队卫勤保障力量。

据悉，海南医院联合多家行业技术
领军单位，共同开发建立 5G 超声门诊
系统，超声科诊室实时操控患者端的超
声机械臂，通过 5G 技术实时传输图像
及精准定位，实现远程超声检查和治
疗。官兵不出岛就可以在岛上预约、挂
号，享受到海南医院高端医疗技术带来
的便利。

不久前，海军驻西沙某部医院一
名急性肾病患者病情危急，该院向海
南医院 5G 远 程超声门诊求援。随
即，海南医院开通绿色通道，使用 5G
远程超声技术对患者进行检查，机器
人探头扫查出患者系结石梗阻，从接
诊到确诊，仅用时 2分钟。随后，专家
通 过 视 频 指 导 用 药 并 告 知 养 护 事
宜。第二天上午，远程超声机器人回

诊，发现患者的结石已下排，疼痛明
显缓解。

据介绍，以往因南海各岛礁没有超
声医生，急腹症都要紧急后送出岛治
疗，乘船出岛用时长。像输尿管结石这
类急腹症，在明确诊断前不能使用解痉
止痛药物，病人往往承受很大痛苦。开
通 5G 远程超声门诊后，不仅能够第一
时间诊断，而且确诊后可以使用止痛
药，大大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海南医院超声科主任吕发勤表示，
该门诊解决了偏远基层部队缺乏超声
医生的问题，使官兵不出营门就可以得
到高端超声诊疗。驻偏远岛礁部队官
兵发生创伤、急重症时，可实现 24小时
内随时急症诊断和指导治疗，伤员送机
过程中可实时远程监测伤病情，给予及
时的专业指导。同时，远程超声门诊采
用 5G 切片技术，能有效保护就诊患者
的隐私。

近期，海南医院还将开展训练伤的
远程机器人超声检查，为官兵日常训练
护航。下一步，医院将以 5G 远程超声
门诊为牵引，以“云间 301”“军队区域一
体化平台”为支撑，以保障南海方向军
民健康为目标，拓展开发多学科远程诊
疗服务项目，全面提升为部队服务工作
质量。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建成全球首家5G远程超声门诊

南海驻岛官兵有了全天候“贴身”医生

●●●●● ● ●●●●●●● ● ●●

2要 闻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熊永新 楚沄浩 郭萌

强军论坛

“看病难”一直是困扰不少

驻地偏远部队的问题，各级领导

机关想了不少办法。解放军总

医院海南医院建成并投入使用

5G超声门诊系统后，千里之外

的守岛官兵足不出岛，就可以检

查身体和接受治疗。这为我们

如何解决部队建设中的“老大

难”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用好

“信息+”是管用的一招。

近年来，信息技术发展日新

月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3D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

取得新突破，许多行业因为插上

信息的翅膀而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移动支付、一网通办、远程

医疗、智慧法院、共享单车……

信息技术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

打开了一个比爱丽丝梦游仙境

还要绚烂的世界。置身“信息+”

时代的军队也不例外，从智慧军

营到远程教育，从网上办公到精

确保障，官兵无时无刻不在享受

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

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才

有可能实现过河的目的。比如，各

级都出台了不少纠治形式主义的

措施，下决心为基层官兵减负，而

“让信息多跑路，让官兵少跑腿”就

是个思路。“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

物也。”多少备战打仗中的“难点”、

部队发展中的“堵点”、基层建设中

的“痛点”，都可以运用“信息+”助

力解决。对实战化训练手段落后、

安全事故防不胜防、为兵服务不够

到位等诸多难题，解决起来需要多

种手段和措施，而“信息+”无疑是

个“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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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凌晨 3时的科尔沁草原深处，
伸手不见五指。一阵直升机旋翼的轰
鸣，打破了夜空的寂静。

转战这里的第 78集团军某旅，趁着
夜色向演练空域快速机动。一场多机型
多弹种检验性演练即将打响。

时针指向 5时 30分，多架武装直升
机抵达临时开设的野战机场，立即挂载
多型弹药，作好射击准备。随着指挥员
一声令下，首攻梯队升空，按照各自任务
飞往射击空域。

翻看射击方案，几个细节引人注
目：对地突防攻击，所有攻击目标设置
全部按战场环境随机指定，攻击所需

弹种由射手按需选定，并要求在最远
距离、最低高度、最快速度、最多弹量
等武器装备的极限性能下发射……

笔者透过乘坐的运输直升机舷窗
眺望：方圆十几公里内，错落布设的几
十个模拟靶标若隐若现。靶场环境未
知，目标设置随机分布，如何精准投
射？机长袁国明说，在实弹射击展开
前，他就和战友把相关标志物一一印刻
在脑子里。

说话间，2 架战鹰飞抵目标区域。
“距离目标××米，达到最远攻击距离，
请求火箭攻击！”“可以攻击！”伴随机载
通讯设备传来的攻击请求，只见战鹰发

射多枚火箭弹，目标区域随即腾起阵阵
浓烟。

实战化训练，必然伴有风险。旅
领导说，针对选上限、打边界的任务要
求，他们按照“新弹药强强联合打极
限、新课目新老搭配练能力”的原则，
根据任务地域气象特征和地理环境特
点，细致研究制订演练计划和实施方
案，扎实做好安全风险预测预防等准
备工作。

朝霞温柔地铺在茫茫草原之上，映
照着一架架经过硝烟洗礼的战鹰。刚下
机舱，飞行员们便步履匆匆走向指挥所，
一场复盘检讨的“战斗”又将打响……

拂晓，战鹰向着“边界难度”出击
—第78集团军某旅多机型多弹种检验性演练见闻

■王昭岳 陈志光 尹彦光

本报讯 董晓巍、记者邵龙飞报道：
4月下旬，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顺利
完成上报两项作战重大问题研究工程的
立项论证建议书。这是该研究院着眼履
行核心职能，科研攻关始终瞄准备战打
仗的具体实践。

战争研究院是全军专门研究战争、设
计战争的科研机构。作为新组建单位，大
项任务多、临时任务多、论证申报任务多是

他们科研工作的主要特点。年初，针对人
少事急、科研任务压茬推进的实际情况，该
研究院党委对照战斗力标准，把旨在强军
胜战的科研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他们依据
备战急需、打仗急用、部队急盼的标准，调
整确立了战争与作战问题研究、条令法规
编修等方向的重点科研任务，压减了10余
项偏离主责主业的课题，新增了一批战争
形态、作战样式等聚焦备战打仗的课题研
究。该研究院领导介绍，院党委要求班子
成员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既挂帅又出征，做
到主要精力向重点任务投放，力量配备、经
费支持等向作战研究倾斜。

同时，该研究院持续深化“小核心、
大外围”协同攻关，不断创新科研组织模
式。他们在研究院内部开展军事理论人

员和军事科技人员“捆绑式”研究，打通
科研壁垒；与军事医学研究院、国防工程
研究院等兄弟单位互派专家参与重大项
目研究，实现优势互补；组织科研人员参
加各类重大演训活动，找准科研需求；举
办多边军事交流活动，使科研人员及时
了解最新军事科技动态。此外，他们还
积极与地方科研院所合作，将地方优质
科研资源为己所用，形成研究战争、设计
战争、运筹战争、验证战争的闭合回路。

去年以来，该研究院先后完成百余
项科研课题，在核心作战概念开发、联合
作战实验等研究上取得重要突破，提交
国家高端智库研究报告、重要问题评估
报告等 60余份，推出一批战略性强、原
创性强、前瞻性强的创新成果。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科研攻关瞄准备战打仗

优势资源向作战研究倾斜
本报讯 王如坤、王鑫报道：4月下

旬，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场夜间侦察演
练正在进行，某仪器突然出现故障，刚刚
由连队主官改任专业技术干部的助理工
程师祝永凯迅速查明原因、排除故障，操
作侦察装备捕获多个重要目标。该旅领
导介绍说，今年以来，已有 3名获得过三
等功以上奖励的优秀基层主官，通过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转改专业技术职务。
如今，他们已迅速融入新战位，活跃在演
训场一线。

该旅信息化装备比例较大，新增
编技术岗位存在缺口。与之相矛盾的

是，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专业技术岗位
发展空间不如进机关、当主官，一些
技术干部也存在动力不足、能力不
强、活力不够等问题，制约着部队转
型发展。

针对这些情况，该旅党委在按战斗
力标准选人用人的基础上，制订岗位培
塑、任务历练、交流引进、送学培训、交
叉代职“五位一体”人才培养方案，将一
些综合素质好、发展潜力大的苗子，优
先安排到关键技术岗位锻炼，让他们尽
快脱颖而出；选派 50余名技术干部到技
术研发基地、军地院校深造，最大限度

满足个人成才需求；结合重大活动，给
新转改的技术干部搭平台、交任务、压
担子，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岗位、创造
新成绩。

为树立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该旅
出台《专业技术干部考核评价实施办
法》，把好技术干部队伍“入口关”，从难
从严组织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树起“靠素
质立身、凭实绩进步”的鲜明导向。

筑巢引凤，激发更多官兵学专业、练
技术的热情。去年以来，该旅先后有 20
余名技术干部参加各类比武竞赛并取得
名次，4人荣立三等功。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着力增加技术岗位吸引力

3名优秀主官转改专业技术职务

《庄子》中记载了一个抱瓮

灌园的故事：子贡路经汉阴时，见一老人“凿隧而入井，抱瓮而

出灌”，用力很多而功效不大，便告诉他有一种叫桔槔的工具，

每天可以浇上百个菜畦。谁知这位老人认为，“有机械者必有

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不高兴地予以拒绝：“吾非不知，羞

而不为也。”在信息化战争中，“软件就是武器，数据就是弹药”，

指挥员不掌握信息技术就没有资格领兵打仗。即便在平时，领

导干部也决不能学那位抱瓮灌园的老人。无论是远离信息化，

还是建网不用网，都是观念的落伍，也是能力的缺失。

观念决定思路，思想决定行动。解决“老大难”问题，老办法

不管用，就要探索新途径，用好“信息+”就是一个新探索，要使

部队的教育、训练与管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不能与时代拧

着劲、对着干。同时，要看到用好“信息+”不是另起炉灶、自成

体系，而是要拆除壁垒、盘活资源，搭乘信息技术的快车，促进部

队指挥更加高效、管理更加集约、运转更加顺畅、工作更加智能。

（作者单位：32654部队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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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专家操作远程超声设备医生

端为官兵查体。柏 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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