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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方案不能满足于有而要立

足于用”。近日，某旅对作战方案进行

梳理，凡是更新不及时、对接不到位

的，都逐一进行修订完善或推倒重来。

作战方案是牵引作战能力建设、

遂行军事任务的重要依据，也是对未

来打仗的具体设计。无论是确定训练

课题，还是明确训练重点；无论是建立

训练编组，还是构设训练环境，都要依

据作战方案来进行。凡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只有让参训部队熟悉作战方

案和流程，才能不断缩小训练与实战

的差距，真正做到“像打仗那样训练，

像训练那样打仗”。陈锡联在夜袭阳

明堡战斗中，曾带领官兵在相似地形

上对作战方案进行反复演练，一举创

造了毁伤24架敌机的重大胜利。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

应无方。”战争形态的演进、战场环境

的变化、武器装备的升级、作战对手的

发展，都要求作战方案必须及时“变

脸”和“保鲜”。如果对作战方案满足

于有而不是立足于用，真到打起仗来，

必然会要么不好用、要么用不好。只

有经常用、反复用，才能发现作战方案

的不足之处，找到改进方向。

注重提高作战方案质量，是我军练

兵备战的一贯要求。然而，有的单位把

制订作战方案当作完成任务，制订后一

了百了，束之高阁；有的在制订作战方

案时搞纸上谈兵，考虑有利条件多、考

虑不利条件少，对作战地区、作战对象、

作战样式的研究不够；有的对制订的作

战方案不及时更新，“以不变应万变”；

还有的关起门来搞研究，不进行科学论

证，更不开展实兵推演。如果用这样的

作战方案去指导训练，必然事倍功半；

去指挥作战，必然一败涂地。

叶剑英元帅曾说：“离开了实践，离

开了群众，把自己封在‘象牙塔里’去研

究学术，那就会变成‘无的放矢’‘闭门

造车’的老学究，对革命非但无益，甚至

是有害的。”各部队应紧贴作战任务，强

化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研究，研透应对

招法和制胜之道，努力做到一项任务多

个方案、一个方案多个行动、一个行动

多个战法、一个战法多种打法。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

后求胜。”各单位应大力发扬求真务实

之风，采用战例研究、数据分析、模拟实

验、实兵验证等方法，对作战方案进行

常态化推演、实战化检验、动态化更新，

不断提高作战方案的针对性、指导性和

灵活性，扎实做好各种应急应战准备，

确保一旦有事能够及时有效应对。

（作者单位：32266部队）

作战方案要立足于用
■陆 轶

强军论坛

5月9日，第72集团军某旅召开表彰大会，为在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中取得名次、创破纪录的170余名官兵颁奖，激励

广大官兵向标兵看齐、向典型学习。 赵庶民摄

本报讯 靖周、陈嘉耀报道：5月上
旬，第 71 集团军某旅战备演练拉开战
幕。演练间隙，由 10名基层文艺骨干组
成的战场鼓动组，活跃在阵地一线，他们
根据战斗任务、战场态势变化随机开展
活动，激发驻训官兵的战斗精神。

据该旅领导介绍，随着野外驻训任务
深入开展，训练强度不断增大，官兵的心
理压力与日俱增。他们专门成立战场鼓

动组，根据演训任务进程，实时对官兵进
行思想鼓动和心理疏导。此外，他们还开
设“军营之声”广播、制作《战斗快报》，将
驻训期间涌现的先进典型和鲜活故事及
时呈现给广大官兵；利用战时影音系统组
织官兵观看优秀革命影片，培塑官兵敢打
必胜的战斗品质。
“既有传统手段，又积极融入新鲜元

素。”某营一连指导员陈升勇说，前不久，

在一场高强度战斗体能训练途中，一些官
兵身心俱疲，这时战场鼓动组及时跟进，
唱响战斗歌曲，积极调动官兵训练激情。
最终，他们斗志昂扬地完成了训练任务。
“盯着中心干，围绕任务转；搭建小

舞台，跟着官兵走。”该旅政治工作部主
任毛岳庭说，野外驻训一个月来，战场鼓
动组活跃在演训一线，他们的战斗口号
深入人心，激发了官兵的练兵热情。

第71集团军某旅持续激发野外驻训官兵战斗精神

战场鼓动组活跃演训一线

本报讯 谷永敏、张修山报道：一辆
文化篷车，多座深山营盘；一场订制活
动，四处欢声笑语。初夏时节，陆军某工
程维护团文化大篷车穿梭行驶在大山深
处的座座军营，通过新片巡回展映、军营
文艺快闪等文化活动，为基层官兵送去
一道道文化大餐。
“大山里，手机信号进不来，连阳

光都是奢侈品，部队要拴心留人，必须
充分发挥文化的铸魂育人作用。”据该

团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依托驻地自
然和文化资源，着力打造具有大山特
色、工程兵特质的“山魂”文化。

去年底，该团领导到基层调研，发现
部分连队文化设备老旧、官兵娱乐活动
单一。没过多久，文化大篷车就为官兵
送去了颇受欢迎的体感游戏机、专业健
身设备。让设备升级换代的同时，他们
还通过引进院线新片、流行歌曲等方式，
让传统活动焕发新活力。“以前新片上

映，总得等上十天半月。现在有了大篷
车，我们在山里就能看到最新上映的大
片。”列兵李英伟高兴地说。

车轮沿着山路转，篷车载满官兵
情。由于营连、哨所分散，该团还整合优
质资源，利用文化大篷车开展群众性文
艺创作巡演。他们将基层营连创作的优
质节目进行交流演出，三五个人一台戏、
三五分钟一首歌，一场场独具特色的文
艺快闪，不断丰富官兵文化生活。

陆军某工程维护团发挥文化铸魂育人作用

文化大篷车驶进深山军营

本报讯 高旭尧、廖晓彬报道：
“我也要努力创纪录，将自己的名字写
进旅史……”4月中旬，第 73集团军某
旅“赓续红色血脉，精武标兵开讲”主
题实践活动在修理二营俱乐部展开，6
名创破纪录冠军变身理论教员走上讲
台，他们结合自身训练感悟进行动情
讲述，博得官兵阵阵掌声。

今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为激发
官兵参与教育的主动性，让教育真正
入脑入心，该旅尝试推出小讲师走进
大课堂、小交流融进大讨论、小惊喜串
起大活动等举措。小讲师走进大课
堂，呼吁各个岗位官兵全员参与，增强
教育开放性；小交流融进大讨论，鼓励
官兵多说“走心话”，让讨论交流更接
地气，强化教育感染力；小惊喜串起大
活动，开展青年官兵喜闻乐见的配合
活动，提高教育吸引力。

该旅还利用“学习强国”“学习之
路”等学习软件和强军网等平台，不断拓
宽教育渠道，让官兵时时处处受教育。
前不久，上级抽调该旅参加某大项保障
任务，官兵纷纷在强军网留言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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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成波、特约记者汪学潮
报道：初夏时节，怀孕 19周的军嫂夏萍
萍在黄海前哨探亲时不慎摔伤。她的丈
夫、某部指导员付超通过“海岛 120”微
信群，联系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70 医
院优生优育专家张新艳进行远程诊疗。
夏萍萍在专家的指导下，从医院设在岛
上的“前置药房”取药服用后，很快转危

为安。这是第 970医院倾心服务守岛军
人及探亲家属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该院负责保障的部队
分散在 10 多个海岛上，其中一些岛屿
还是“无淡水、无居民、无耕地、无航班”
的“四无岛”，生活条件艰苦，医疗资源
稀缺，遇到恶劣海况，官兵上下岛都很
困难。

为确保海岛官兵及家属能够享受到
贴心的医疗保障，该院定期组织医疗队上
海岛巡诊和进行急救技能培训，建立巡诊
医生和驻岛官兵参与的“海岛 120”微信
群。他们还在每个驻岛部队卫生室设置
“前置药房”，根据季节和军属上岛探亲情
况的变化，利用巡诊时机补充和更换药品
器材，方便海岛官兵及家属取药。

沈阳联保中心第970医院倾心服务边防部队

“ 前 置 药 房 ”登 上 海 岛

5月11日，武警四川总队组织分队战术教练员集训。集训队在陌生地域开展

丛林捕歼战斗演练，锤炼实战能力。 李结义摄

2019 年 2 月 18 日，在“感动中国”
2018 年度人物颁奖现场，身着军装的
杜富国举起残缺右臂，敬了一个特殊
的军礼，令无数国人落下热泪。

无手的军礼，立起一座无言的丰
碑。

当掌声和鲜花渐渐远去时，许多
人不禁会问：在共和国的大地上，怎样
才能涌现出更多杜富国式英雄？

执着与坚持：成就英雄

如果没有去年 10 月 11 日的那次
意外，杜富国扫完雷后，将回到山下临
时营区，度过再平凡不过的一天。

这种平凡还有很多称呼：单调、普
通、枯燥……而“平凡”一词用在杜富
国身上，也再恰当不过：第一次扫雷理
论摸底考核，他只考了32分。

因为理论基础弱，别人只练一次
的技能，杜富国练十次；别人做十次的
动作，杜富国做百次。

几年来，杜富国每天做得最多的
动作，是弯腰仔细辨听扫雷器的声响，
而他的扫雷技能，就在这旁人看来寂
寞枯燥的重复中，一点点累积突破。
“平凡”到“非凡”之间，既是一条鸿

沟，也是一层薄纸。而日复一日的执着
与坚持，让捅破这层纸变得水到渠成。

跟杜富国一样，那些能在人生中
获得真正胜利的人，那些成为英雄的
个体，不是因为被赋予了什么特殊才
能，而是能够脚踏实地、沿着平凡而又
非凡的道路坚持走下去。

事实上，照亮这个时代的，恰恰是
这些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这些英
雄壮举，不仅表现在战场，也在平时。

打开头条热搜榜，一个又一个杜
富国式英雄在身边不断涌现：武警九
寨沟中队退伍战士张凤翔勇攀高楼救
老人；在山东德州休假的海军航空兵
某旅战士魏金凯砸冰救起落水男子；
江苏无锡东港商城，陆军某部休假战
士王子昊勇救9个月大的婴儿……

执着与坚持，是他们共同的品
格。不是只有付出生命的才是英雄，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平凡的
事，同样是英雄。

继承与践行：告慰英雄

杜富国负伤后，麻栗坡县猛硐乡
村民盘金良拄着拐杖，回到部队已经
交付的雷场，搭起一座简易的临时住
所。雷患排除后，这里已是空谷鸟鸣、
寂静祥和。

远处，围墙上脱贫攻坚的标语清
晰醒目，美好生活的画卷已在脑海中
铺陈，满脸络腮胡的盘金良红着眼眶、
伫立良久。

100多公里外，云南省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贯通马关、麻栗坡、富宁沿
边三县的综合交通枢纽即将启用，决
胜全面小康的攻坚战已经拉开帷幕。
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战场”上，杜富国
的名字常被提起。山脚下，扫雷官兵
每天路过的地方——猛硐乡小学书声
琅琅：我们爱你——奋斗书写的史册/

汗水浇灌的硕果/松树的伟岸、梅花的
高洁/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

一名战士立起一座时代丰碑，一
声呼喊成为新时代强军音符。杜富国
一声“让我来”，为新时代青年官兵立
起学习新标杆：
——在广西桂林相思江畔，陆军

首支女子导弹连女兵秦诗化把对英雄
的崇敬转化为练兵动力：“我要像富国
那样，把技能本领练到极致，在练兵备
战中争站‘C位’。”
——在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营六

连，杜富国的弟弟杜富强再次踏上巡
逻路，重走珞巴语中“魔鬼都不愿去的
地方”。他说：“我要像哥哥一样，时刻
准备为国奉献。”
——在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

曾收到习主席回信的南开大学大学生
士兵阿斯哈尔·努尔太谈到，英雄的事
迹让他更能理解母校“允公允能”的校
训，更能体会自己肩负的时代使命。

学习和弘扬杜富国的精神，不止
在军营。从默默钻研数十载的科技人
员到坚守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干部，
从累倒在手术台旁的医生到对孩子们
关怀备至的教师……一个个普通人在
平凡岗位上忘我奋斗，就是对英雄最
好的认同和最大的安慰。

铭记与关注：孕育英雄

英雄为人民舍生忘死，人民永远
铭记。

在病床前，许许多多的温暖汇聚
在英雄周围。瑶族乡亲上山采挖专治
眼疾的中草药，壮族老艺人两天两夜
一针一线绣出“感恩英雄杜富国”字样
的荷包，送到病房。曾在边境作战中
光荣负伤的战斗英雄安忠文、一等功
臣王曙光，特地赶到医院为他鼓劲。

杜富国的伤情和康复进展牵动亿
万人的心。

一些媒体自发在网络平台上设置
“致敬中国扫雷兵”的话题，由众多网
络新媒体共同发起的“点赞英雄杜富
国”大型网络互动活动，引发传播热
潮。仅仅两天，相关网络话题点击量
超过 5000 万次，总阅读量超过 1.5 亿
次。不少网友建议成立“富国基金”，
为英雄解决后顾之忧。如何善待伤残
的“杜富国们”，也成为热议的话题。

崇尚英雄才能孕育英雄。采访杜
富国的日子里，习主席关于英雄的重
要论述在记者耳畔反复回响——

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勠力
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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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要坚持改转并举，大胆

解放思想，加强实践探索，加快推进

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创新，推动实现

高质量发展；紧贴形势任务需要，狠

抓实战化教学改革；坚持集约集优、

开放办学、联合育人，打造过硬教员

队伍；有针对性加强配套保障，确保

教育训练顺利进行。

军队院校能不能全面提高办学水

平、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关键在党

委班子、在领导干部。党委班子要带

头加强自身建设和政治历练，提高领

导水平和专业素养，把好办学定位，深

化改革创新，严肃学风、教风、研风、考

风，满腔热忱为广大师生员工解决实

际困难，团结带领大家把院校建设不

断推向前进，切实以高素质人才方阵

托举新时代强军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