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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陶李、记者牛辉报道：“同志们，
我们班这次的战斗任务是消灭1号高地的‘敌’
装甲车，大家有什么好点子都说一说……”隆
冬时节，第78集团军某旅一场实战化演练拉开
战幕，班长靳成宴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这一“传
家宝”，带领全班战友针对进攻目标研究出7种
打法。此次演练，该旅结合作战进程，合理设
置政治工作课目，有效锻炼了各级指战员开展
战时政治工作的能力。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传家宝’！”该集团

军领导介绍，在近年来的演训任务中，他们
发现部分官兵对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认识
不足，对在战场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作用
的方法掌握不够。为此，他们依托所属某旅
历时半年时间，对实战化演训中的党委（支
委）会、任务教育、军事民主、监督执纪等 12
项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进行梳理、规范，并结
合此次演练，对政治工作各课目、各要素、各
环节进行演示和检验，进一步激活政治工作
“看家本领”。

演练现场，面对“敌”火力压制，某旅参
演官兵正面进攻一度受阻，营党委书记李新
春及时号召党员成立突击队，端掉多个火力
点。排长徐建斌因本排“伤亡”较大依令暂
时撤出战斗，他先是请求上级按专业需求补
齐人员，而后带领全体同志举行战场小仪
式，鼓舞了全排官兵士气。战斗临近尾声，
少数残“敌”放弃抵抗缴械投降，政治指导员
李洪喆及时提醒战士注意有关战俘处置的
法律法规。
“战场上每个环节都与政治工作息息相

关，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战时政治工作素养！”
通过此次演练，官兵充分认清了政治工作在
战场上的地位作用，看到了努力的方向。

右上图：官兵出征前在连旗上签名誓师。

本报特约记者 杨再新摄

“火线诸葛亮会”集中官兵智慧
第78集团军依托实战化演练锤炼开展战时政治工作能力

本报讯 王立军、特约记者海洋报道：
空中，无人机持续战场喊话；地面，大功率广
播车不间断发声；网络空间，信息辅助查询
平台助力“中军帐”决策指挥……日前，一场
战时政治工作演练在第 79集团军打响，一
批新装备、新战法亮相。
“战时政治工作必须着眼战场特点，不

断丰富手段和样式。”该集团军领导告诉记
者，近年来，他们在组织演习演练时发现，部
分现有战时政治工作装备种类单一、相对老
旧，跟不上信息化战争步伐。为此，他们主
动对部分现有装备进行升级，并以此为契机
创新战法。

以战场宣传装备为例，以往的设备送话
距离受地形、天气影响较大，难以满足非接触
作战需要。现在，运用集传单抛撒、战场喊
话、示警探照及侦察取证功能于一体的无人
机，能够远距离在复杂地形进行战场宣传。

战争进入“读秒时代”，要求战时政治工
作也要提高“快反能力”。在演练现场，记者
登录该集团军自主研发的“战时政治工作信
息辅助查询平台”，相关数据依次呈现。“该
平台具备信息查询、情报共享、辅助决策等
功能，可单独使用，也可在旅、营、连3级之间
组网配合使用。”一名指挥员告诉记者，“利
用该平台，可大幅提高战时政治工作效率。”
“在平时训练中，我们也注重创新政治

工作方法手段，服务备战打仗。”该集团军领
导介绍，为培育官兵血性胆气，他们利用声
光电等技术，构设逼真战场环境组织训练，
并改进、梳理了 3类 13项心理脱敏、心理放
松和心理防护训练招法，有效提高官兵心理
承受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某旅上等兵杨
旺告诉记者：“通过训练，我的心理调适能力
得到提高，我相信走上战场自己不会畏惧。”

右上图：无人机投放传单。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摄

“读秒时代”催促装备升级换代
第79集团军运用新装备提升战时政治工作快速反应能力

从我军发展的辉煌历程来看，政

治工作是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根本保证，是人民军队的“传家

宝”，任何时候不能丢。

无论环境条件如何变迁，政治工

作的根本原则不能变，一线决策要体

现党的意志，临机决断要执行党的意

志，现场执纪要维护党的意志，把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贯穿到

工作的方方面面。无论官兵成分如

何变化，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能

变，要针对新时代特征，传承运用好

我军政治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确保

官兵任何时候都靠得住、上得去、打

得赢。无论战争样式如何变换，政治

工作的战斗特性和作战功能没有变，

要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人民战

争的特点规律，帮助指战员提高政治

觉悟、激发战斗意志。

“传家宝”永远不能丢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

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

速器。政治工作要在新时代持续焕

发蓬勃生机和强大威力，必须创新

发展。

未来作战，具有战争节奏进程

快、战场态势转换快、信息处理传递

快、官兵思想变化快等特点，战时政

治领域的交锋更加激烈。我军遂行

任务的时空、形态和特点也发生巨大

变化，迫切要求政治工作因情、因时

而变，因敌、因势而动，在转型升级中

保持“生命线”的脉动。

战时政治工作创新，要把发力点

标定在提升战场贡献率上。要多想

一想既定战法是不是符合实战要求，

组训模式有没有达到实战标准，现有

样式能不能取得实战效益，通过思维

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

上的改进创新，永葆政治工作生机活

力，将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转化为未

来战场的制胜优势。

“生命线”在创新中发展

一场大雪过后，地处喀喇昆仑高
原深处的新疆军区神仙湾边防连驻
地，最低气温降至-31℃。新年第一
天，指导员徐岩带领 10余名全副武装
的官兵，前往某点位执行新年度首次
巡逻任务。

巡逻点位沿途要穿越较厚的积雪
区，攀爬被冰雪覆盖的陡坡，一路危险
重重，“没有英雄虎胆根本到达不
了”。这个点位被连队官兵形象地称
为“英雄顶”。

巡逻车碾冰轧雪，在茫茫雪海留下
一道清晰的车辙。从连队出发不到 6
公里，车辆右前轮陷进冰窟窿。徐岩带
着官兵跳下车，手持钢钎、铁锹砸冰除
雪。尽管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可车辆加
足了油门还是动弹不得。为尽快脱离
困境，两名骨干脱下大衣垫在车轮前，
大家用尽全力往前顶，终于将巡逻车从
冰窟窿里推出来。

一路荒无人烟，积雪越来越厚。
半个多小时后，巡逻车被数十厘米厚
的积雪拦住去路，大家只好下车徒步
前进。

雪域高原，干部骨干带头走在前
面，队伍里只能听到沉重的喘息声和
脚踩积雪的咯吱声。途中，上等兵王
鑫因高原反应脸色发白，直喘粗气。
中士王向阳赶紧拿出便携式氧气瓶递
过去。等王鑫缓过劲后，王向阳搀扶
着他继续前行。
“大家在这等等！”在陡坡前，徐岩

和上士班长马壮率先拿着冰镐，边刨
边向上攀爬。大家知道，爬这样的陡
坡，稍有不慎就会滚下去。每次爬坡，
干部骨干总是冲锋在前。

几分钟后，徐岩和马壮爬上了一
处较为平缓的地带，调匀气息后，他们
将长长的绳子在冰镐上用力绕了几
圈，另一头绑上小石块抛给坡底的官
兵。巡逻分队一线排开，新同志在中
间，党员骨干在两头，大家握着绳子往
上爬。飘飘洒洒的雪花吹在脸上像刀
割一般，官兵压低身体手脚并用，跋涉
3个多小时，鞋子和手套被积雪浸湿，
一层冰霜凝结在防寒面罩上……
“这个地方常有落石，大家要小

心！”离点位只有几百米时，一名老骨
干提醒大家。他的话音刚落，山顶上
几块砖头大小的石块便滚落下来。眼
看下士雷远来要被落石砸中，马壮一

把将他拉到自己身后。
最后几百米的路段，官兵爬了将

近 1个小时。登上“英雄顶”后，大家
来不及休整，立刻展开观察、警戒、检
迹、记录。积雪覆盖的喀喇昆仑之巅，
巡逻官兵整齐列队，展开国旗，紧握右
拳，朝着首都北京的方向庄严敬礼：
“报告祖国，巡逻点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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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洁、陈妍妍报道：前不
久，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血管内科
成功为一例心脏移植患者施行心脏移
植术后Micra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

传统起搏器是治疗心动过缓的一线
手段，该技术问世以来，已为无数患者解
除了病痛。Micra 无导线起搏器是国际
新技术，无导线、无囊袋，体积只有胶囊
大小，重量不到 2g，仅需微创手术即可
植入，可以大大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此外，该型起搏器拥有超强电池续航能
力，可以为心脏提供持续稳定的动能。

此次手术对象因扩张型心肌病于

2008年进行心脏移植术，后又历经多次
心脏手术。面对复杂病情，该院在联合
会诊后最终制订了Micra无导线起搏器
植入诊疗方案。手术在局麻状态下进
行，股静脉穿刺、放置鞘管，再将起搏器
通过递送系统植入到心腔内部，术中参
数测试、牵拉试验满意，释放植入成
功。术后 4小时，患者就能在床上自由
活动。

据该院心血管内科刘兵、沈敏教授
介绍，此例手术的成功是我国无导线起
搏治疗领域的重要成果，将为相关患者
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和选择。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成功实施心脏移植术后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

本报讯 奉云鹤、邢小素报道：“昨
晚刚回归，今天又要出发，本以为来不及
报销差旅费，没想到赶上财务科现场办
公，一下子全解决了！”前几天，海军某试
验训练区工程师孟凯出差回来，不到半
小时就办完全部报销程序。
“战斗力的基础在基层，财务供应

保障必须突出基层这个重点。”这个试
验训练区针对官兵跟产监造战线长、
赴外保障任务重、人员出差次数多的
实际情况，组织机关财务人员走进基
层现场办公，确保基层财务核销流程
“快、精、准”。

为提高依法管财、科学理财、精准
用财能力，这个试训区财务部门定期组
织财经法规集中授课，及时完善试训区
财经制度规范。同时他们强化服务效
能，利用网络平台在线为部队官兵答疑
解惑。

好钢用在刀刃上。他们坚持财务保
障向战斗力聚焦，大幅压减非急需项目
和行政消耗性开支，集中财力保障试验
训练、信息化建设等中心任务。在今年
某次试验任务中，机关财务人员急事急
办，及时协调解决经费问题，为任务圆满
完成提供了坚实保障。

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强化服务保障效能

走进基层现场办理财务核销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特约记
者赵欣报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人，我宣誓……”元旦前夕，第 73
集团军某旅新兵大队为全体新兵举
行授衔仪式。不同于以往的是，参加
此次仪式的不仅有军容严整、精神抖
擞的新兵，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部
分新兵亲属。他们亲手为新兵佩戴
军衔，共同见证这个光荣时刻。
“将亲情融入‘兵之初’，激发新

战友练兵备战的饱满热情。”该旅领
导介绍，他们依据条令法规，着眼新
时代新兵特点，决定通过“军营开放

日”形式，邀请部分优秀新兵的亲属
入营参加授衔仪式，近距离感受新
兵的成长，激励新兵再接再厉、建功
军营。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该旅专门
安排车辆到车站迎接新兵亲属，随
后组织大家来到训练场观摩刺杀
操、军体拳等课目表演。看到新兵
们的成长变化，亲属们赞不绝口。
“当听说授衔仪式会邀请优秀

新兵家长出席，大家训练的劲头更足
了。”该旅新兵二连指导员李源媛说，
新训临近尾声，各班的新兵都铆足了

劲，决心通过苦练精训取得优异成
绩，让父母看到自己“最好的样子”。

女兵钟紫芩入伍后自我要求严
格，常加班加点训练，两次阶段性考
核均取得第一名。这段时间，她更
是自我加压，考核成绩再次名列第
一。授衔仪式上，钟紫芩的母亲现
场为女儿佩戴军衔，母女二人情不
自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既有强烈的仪式感，又有浓浓

的亲情。”活动结束，亲属们纷纷为
这场活动点赞，“我们为孩子成为一
名合格战士感到骄傲！”

第73集团军某旅邀请优秀新兵亲属参加授衔仪式

“孩子，让我亲手为你戴上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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