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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璇子报道：日前，空军举
办战伤自救互救技术骨干培训，来自空
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 400余名卫勤骨干
齐聚西安，接受为期15天的专项训练。

此次培训由空军军医大学承办，其
所属第 986医院担负示范教学任务。前
不久，该院联合地方航空救援公司，开通
“空中救援”通道，通过医疗直升机运送
危重伤员，结合战场救护技能中的飞行
员搜救检伤、重症伤情处置等环节，探索
解决空中后方转送伤病员难题，为战时
构建全区域、立体化、高效率的医疗救援

体系提供支撑，也为担负此次培训的示
范教学任务积累经验。

为了锤炼战场救护骨干遇险不乱、
快速救治的能力，该院除了对人体解剖
结构、伤员搜救与检伤、伤情判定等 7项
基本内容进行教学指导，还专门组织战
场救护演练，最大程度把战场设真、把情
况设险、把技能练精。笔者在战场救护
演练现场看到，某场站在“敌”火力打击
下，出现大量“伤员”。急救分队接到上
级指示后，驾驶救护车迅速赶往“受袭”
场站附近。在我方火力掩护下，急救队

员采取战术动作接近“伤员”，用拖拽法、
侧姿匍匐搬运法等方法迅速将“伤员”运
至掩体，立即展开救治。

据了解，在课目设置上，该院变静态
救治为动态救治、变一般救治为多种和特
殊战伤救治、变熟悉地形救治为陌生复杂
地形救治、变单课目分段救治为多课目昼
夜连续救治，逼真预设未来空战条件下多
种复杂战伤处置情况，并首次增添了遭化
学武器袭击后的伤员急救和落水飞行员搜
救课目，为培养“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
治得好”的新时代卫勤尖兵探索了路子。

举办战伤自救互救技术骨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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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肖盼、周波报道：近日，火
箭军指挥学院作战实验室蓝军指挥所
里，新一轮红蓝指挥对抗训练紧锣密鼓
展开。蓝军队伍中出现了一批专研专练
的新面孔，实验对抗平台经过全面升级
改造后也全新亮相。该院领导介绍说，
他们紧盯战场需要，打造升级版模拟蓝
军，有效发挥淬锋砺刃的磨刀石作用。

过去，学院蓝军队伍成员主要从各
单位临时抽调。为了解决专业知识不够
精深、作战研究不够透彻等问题，学院整
合力量进行作战对手知识、模拟蓝军力
量建设运用等方面教学研究。“一支懂对
手、能联合、善打仗的蓝军队伍，在组织
对抗行动上更专业，能够更好地锤炼指
挥员实战能力。”该院作战实验室主任范
雄飞说。

着眼“专兼结合、相对固定、形神兼

备”要求，该院选派精兵强将到上级机关
了解情况、到作战旅团采集战场数据、到
地下“龙宫”钻研作战流程，组织专业力
量研发计算机兵力生成系统、火箭军作
战仿真系统，有效支撑学员开展全流程
全要素对抗仿真实验，探索实践了“能对
抗、能仿真、能试验、能验证”系统建设运
用的方法路子。

走进升级版作战实验室，指挥中心
大屏幕上“战场”态势尽收眼底。面对多
维战场，参演学员使出浑身解数，一一破
解接踵而至的复杂特情。他们还把对抗
触角向一线部队延伸，积极参与大项演
训任务，深化作战对手研究，为战区、机
关和部队专业化蓝军应用提供智力支
持。去年以来，该院组织模拟蓝军与多
批次学员进行对抗博弈，20多个训练难
题被成功破解。

火箭军指挥学院升级对抗演练平台

专业蓝军亮相作战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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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俞博、特约记者康克报
道：近日，第 83 集团军某旅制作的
《猛虎尖兵·身边的典型》系列短视
频，成为官兵热议的话题。该系列
短视频直观真实地讲述特战尖兵们
的成长故事，激励官兵掀起练兵备
战的热潮。
“将官兵崇尚荣誉、精武争先的典

型事迹搬上屏幕，能在潜移默化中打
开官兵心扉，激发练兵动力。”该旅领
导介绍，今年以来，该旅结合主题教
育，从日常训练和工作生活中取材，
定期搜集整理基层先进典型故事，由
官兵自导自演，制作成简洁明快的短
视频，在多个野外驻训点巡回展播，
激励官兵以当典型为荣、向典型学
习。同时，他们还采取让先进典型进
连史，将典型故事制成画册、故事
集、电子相册等多种形式浓厚练兵备
战氛围，官兵的训练热情大幅提升。

深夜苦练的汗水打湿了地板、训
练后磨破的攀登手套和长满老茧的双
手……一段视频讲述了军事素质排名
一度靠后的上等兵贺禹棋，刻苦训练
最终取得好成绩的故事。看着屏幕上
一帧帧画面，品味身边典型的成长足
迹，大学生士兵闫娅鹏深有感触地
说：“小步快跑一样能够变优秀，只
要努力奋斗，我也会成为一名优秀的
特战女兵。”

短视频提振士气，练兵场奋勇争
先。野外驻训场上，武装越野、综合
障碍、战斗射击等一项项训练内容接
连展开，该旅官兵斗志昂扬、攻坚克
难，争当短视频“精武主角”。

本报讯 刘强、陈章俊报道：
“初心永不忘，使命在沙场，只等号
角吹响，我们把责任扛……”上个周
末休息时间，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
勤务保障大队官兵围着营区电子显示

屏观看最新一期军营短视频，一首由
战士创编的新歌节奏感十足，配上精
彩的画面引来阵阵掌声。

前期，该支队调研发现，随着智
能手机的使用，短视频传播方式渐渐
流行，有的官兵还喜欢拍摄制作。
“既然官兵喜欢，何不因势利导，将
其引入教育课堂？”该支队领导在深
入基层调研、广泛收集建议的基础
上，依托支队宣传媒体中心，让教育
内容走进网络，增强教育感召力；主
动了解官兵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借鉴
吸纳网络短视频的表现手法，策划制
作“强军故事会”“军营朗读者”等
一系列短视频作品，增强教育吸引
力。同时，他们借助“学习强国”等
平台，开展理论知识趣味竞赛，并制
作成竞赛视频。

教育有活力，练兵有动力。该支
队领导介绍，为使教育更好地服务练
兵备战，他们还把官兵执勤训练、执
行任务的精彩场景制作成短视频，激
发训练热情。在前不久的抗洪抢险
中，该支队官兵成功处置多个险情，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军营短视频 标兵成主角
●第83集团军某旅展播官兵自导自演作品宣传身边典型

●武警九江支队运用网络短视频激发官兵训练热情

本报讯 靖周、陈嘉耀报道：“昨晚
征求意见、一早就要求上报情况的现象
已基本杜绝，现在每次收集基层情况，
都给我们留足了时间……”8月初，第 71
集团军某旅党委叫停机关调研过程中
形式主义的做法，让通信连文书李业兴
连连称赞。该旅领导介绍，《关于解决
“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印
发后，他们对照其中的 20项内容，逐一
核实整改，有效减轻了基层忙乱。

上个月的一天，李业兴在傍晚接
到机关通知，征求基层对主题教育第
三专题教育准备会的意见，要求第二
天一早上报。由于此时连队官兵正分
布多地执行任务，又没有留足收集意
见的时间，李业兴只得东拼西凑，拿出
一些“意见”上报。这些拼凑的“意见”
被机关干部一眼识破，基层不认真履
行通知要求应付了事的情况因此摆上
了交班会。

“意见为什么不实？基层有没有
时间去收集情况？最应该反思的是机
关！”会议决定安排机关人员利用一
天半时间，奔赴训练场、走到官兵
中，收集此次教育准备会意见。针对
机关“昨晚征求意见，一早就要求上
报”“会议精神没传达完，就要求上
报思想反映”等多类作风不实现象，
旅党委对照《规定》精神作出明确要
求：在对下征求意见时，必须给基层

预留足够的研究办理时间；为防止文
来文往走过场，机关不得向无关单位
下发通知或随意扩大通知范围；严格
控制机关随意向基层索要各类材料，
确需基层收集有关情况的，须经机关
部门领导批准。

研办时间充足了，收集到了更多官
兵真心话。如今，接地气的调研方式和
丰富的反馈渠道，让官兵主动为部队建
设建言献策的热情更高了。

第71集团军某旅机关调研给基层预留足够研办时间

昨晚发通知，岂能一早就催报

本报讯 苏延强、朱柏银报道：“不必
要的检查考核少了，我们更能集中精力谋
战备战，这次演练我们一定能取得好成
绩。”8月初，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参加实兵
演练在即，某发射连连长杨天泽对完成好
演练任务信心百倍。

以往部队执行大项任务前，机关各
业务部门总是轮番“登门”突击检查考
核。尽管初衷都是为了促进任务完成，

但无形中挤占了基层的训练和休整时
间。检查考核一多，也让各营连之间不
自觉形成“竞争式迎检”，不仅要事先细
致准备、反复自查，还要力求凸显“亮
点”，在示范课目上下功夫。
“检查考核本应是检验战斗力的一

种有效手段，但任务之前过多过滥的突
击检查、与战斗力关系不大的考核，分散
了官兵聚焦主责主业的精力。”该旅党委

带头反思，坚持在工作筹划中做“减法”，
剔除与战斗力关系不大的活动，纠治个
别机关干部“过度过量检查考核”等错误
倾向。他们对照《关于解决“五多”问题
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科学统筹各类
检查考核评比，一次性砍掉8个执行任务
前的突击检查考核项目，作出“确实必要
的多项检查考核合并进行”“与战备训练
结合不紧的检查考核一律停止”等具体

要求，并通过开通热线电话、设立首长信
箱等方式建立监督举报机制，严防“隐性
变异”的检查考核。

不必要的突击检查考核少了，官兵
练兵备战的精力更集中了。营长刘彦
林算了一笔“时间账”，此次任务准备阶
段，全营用于各课目专攻精训的时间多
出 20%，部队休息时间也得到充分保证，
官兵整装待战、斗志昂扬。

西部战区空军某旅端正机关指导作风科学统筹考核评比

演练没开始，何必轮番来检查

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8月4日，海军陆战队某旅开展“海狼杯”沙滩运动会。图为沙滩100米扛舟赛。 刘国梁摄

近日，习主席给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的乡

亲们回信，祝贺他们实现了脱贫，鼓励他们发

扬滴水穿石精神，走好乡村振兴之路。不只是

脱贫攻坚，抓建设、谋打赢、干事业、搞创新，都

需要多些滴水穿石的执着。

习主席曾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我

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

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

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

精神。”当年，曾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大

力倡导“滴水穿石”精神、“弱鸟先飞”意识和

“行动至上”作风，经过30多年的不懈奋斗，宁

德的贫困群众摘掉了穷帽，拔掉了穷根，有了

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滴水穿石是一种“我将无我”的境界。“一滴

水，既小且弱，对付顽石，肯定粉身碎骨。它在

牺牲的瞬间，虽然未能看见自身的价值和成果，

但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继的粉

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不

论是练兵备战、基层建设，还是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许多工作都是一场“寂寞的长跑”，需要一

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如果只顾“烧

自己的火，热自己的锅”，或只想着“自己栽树，

自己乘凉”，就必然使事业遭受损失。只有怀着

“火热的耐心”，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撸起袖子加油

干，方能在锲而不舍中收获成功。

滴水穿石是一种善作善成的智慧。辩证唯

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是从量变开始的，没有达

到一定程度量的积累，就不能实现质的飞跃。

多积尺寸之功，才能收到滴水穿石之效。如果

总想着快出政绩，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往往

事与愿违。当前，我军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

现革命性重塑，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持续向纵深推进，备战打仗任务

重，实战实训要求高，尤其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些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务实，

少些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多些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的清醒，少些“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滴水穿石是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持。“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

舍。”不论是干事创业，还是攻坚克难，都需要滴水穿石精神，持之以恒、坚忍不

拔，不见成效不撒手，不获全胜不收兵。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说：“告诉你使我

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我们要拿出真抓的实

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

头，一切向备战打仗聚焦，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实效。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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