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段江山

记者调查

图①：解放军总医院组织下属各医学中心野战医疗所，在某野战训练场开展卫勤轮训。图②：在某卫勤训练基地举行的训练考核中，该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野
战医疗所手术组队员正在对“伤员”实施手术。图③：卫勤演练中，突遇“敌”袭，野战医疗所队员对伤员实施紧急转移。 陶艳斌、万召帅摄

从在营训练到走向

战场，卫勤硬功如何锤炼

坐在野战医疗车上，看着车窗外的
戈壁和山峦快速向后移动，解放军总医
院第一医学中心野战医疗所副所长李健
最大的感受就是“快”。

为了参加那场联合战役实兵演习，
野战医疗所连夜机动千余里。这支由
30多辆各型车辆组成的车队，在通往演
习地域的简易公路上快速突进。

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一辆运输车发生
故障的报告。这让李健担心起来：如果
那台故障车迟到或掉队，将影响整个野
战医疗所的展开。

几分钟后，维修班班长通报“故障已
排除”。李健松了口气，所有人都因维修
班的“快”而振奋。

那场演习，野战医疗所不仅提前抵
达演习地域，还将“快”贯彻到演习各个
环节——

友邻单位一台X线车发生故障已经
多日，他们派出装备维修队前去支援，很
快就排除了故障；他们搭乘直升机进至战
斗最前沿，很快就完成危重伤员转运任
务；面对5名疑似传染病“伤员”，收容处置
组组长王涌带领队员很快就完成了诊断、
隔离和初步救护，避免了传染病扩散……

一个个“很快”，展现了野战医疗所过
硬的卫勤保障能力。这是解放军总医院
持续狠抓基地化卫勤轮训取得的实效。
“卫勤保障的难点在于战场环境的

复杂性、战事发展的突变性，以及战创伤
的特殊性。这是在营训练难以模拟的。”
该医院领导介绍说，过去的一年里，在开
展“百项万人”岗位技能大练兵的基础
上，他们组织各医学中心所属的数十支
机动卫勤力量，先后进驻某野战训练场，
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

基地化卫勤轮训代替在营训练，成为
新常态。从战场生存能力到战时保打赢能
力，该医院的医护人员经历了全方位的实
战化锤炼。无论是演训条件的艰苦程度，
还是训考课目的实战化水平，都远超以往。
“风一起，满嘴沙；雨一下，满身泥。”

这是第四医学中心野战医疗所所长董成
对某野战训练场最初的印象。在那里，
他带领野战医疗所的战友们，经历了两
次基地化轮训、1次大规模卫勤考核，时
间跨度长达7个多月。

期间，他们邀请陆军某旅 8名组训
骨干担任军事教官，讲授识图用图、警戒
防卫等课目，并在实战化背景下，开展机
动、展开、收治、撤收等全员全装全流程
卫勤训练。

一次演练中，导调组突然向躺满“伤
员”的帐篷内投掷多个烟幕弹，模拟受
“敌”攻击、突发火灾等情况。整个帐篷

内瞬间浓烟滚滚，刺鼻的气味扑面而
来。野战医疗所收容处置组组长赵明迅
速组织医务人员转移“伤员”，并查明原
因，快速排险。
“在基地化卫勤轮训期间，这样的险

情接二连三，不断对野战医疗所的应急处
置流程进行锤炼。”董成告诉记者，在一轮
又一轮实战化卫勤演练中，他们从仅救治
数名“伤员”练起，不断增加训练难度和强
度。最终，他们修订完善了100余份方案
预案，卫勤保障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

在全军卫勤训练考核中，第四医学
中心野战医疗所不仅整体成绩突出，还
提前完成 19公里武装徒步行军和野外
伤员搜救任务，刷新了年度考核纪录；第
三医学中心的中国国际救援队通过了联
合国重型救援队分级测评复测，创下
137 个考点考核均零失误、零扣分的空
前纪录；去年一年，第五医学中心的“三
防”力量完成了多项全国全军重大任务，
机动距离累计上万公里……
“无论是参加实战化演训，还是执行

重大保障任务，总医院作为一支战略卫勤
支援保障力量，经受住了考验。”该医院卫
勤部卫勤计划处处长郑部告诉记者，“基
地化卫勤轮训为总医院数十支卫勤力量
搭建了相互学习、磨合和比拼的平台，是
面向战场打造卫勤劲旅的创新之举。”

从为医而研到为战

而研，科研创新如何突破

接到转运那名颈部重伤“伤员”的指

令时，第四医学中心野战医疗所重症护
理组队员祝红娟一时犯了难——

携带小氧气筒的话，很可能走到半
路氧气就耗尽，危及“伤员”生命；如果携
带笨重的大氧气筒，只有她和队友抬担
架是不够的，他们还需另找一个人来帮
忙搬运氧气筒。

那是前不久在某训练基地举行的卫
勤训练考核。现场“伤员”众多，医务人
员本来就人手紧缺。他们好不容易找来
一位同事，协助完成了那次重伤员转运。

找人帮忙所耽误的时间让祝红娟耿
耿于怀：“在节奏更快、烈度更强的实战
中，时间就是生命。在人手紧缺的情况
下，伤员很可能因为笨重的氧气筒而无
法快速转运，甚至危及生命。”

祝红娟查阅大量资料，产生了“在伤
员的颈托中嵌入制氧装置”的设想：“那
种制氧装置更小型、更便携，制氧量大，
更适应野战条件下的战救需要。”

走下考核场没多久，祝红娟就向第
四医学中心申报了“颈托式制氧供氧装
置的研发与应用”这一科研项目，并很快
通过专家组论证。

此外，为了提高战救效率，她还对相
关医疗器材进行了改良，并获得“野战条
件下导尿装置的设计与应用”“脊髓损伤
伤员过床板的设计与应用”等3项专利。

所有这些科研创新成果的取得都在
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种创新速度在以
往尚不多见。
“战创伤比日常伤更复杂更特殊，还

会随着战争模式和武器系统的发展不断
发生变化。聚焦战场急需、瞄准战创伤
开展的科研创新，必然会产生新课题、呼
唤新突破。”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告诉记

者，不少发端于演训场的科研项目已经
定型，并推广运用。

在那场训练考核中，面对大量“伤
员”，该医院野战医疗所的医务人员打开
新型卫生员背囊，取出胸部密封贴、胸腔
穿刺针、橡胶止血绷带等最新急救器材，
快速完成抢救。

第一医学中心急诊科主任黎檀实
介绍说，近年来，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以
新型单兵、战位急救包，及新型军医、卫
生员背囊为主体的第三代系列战救装
备。经临床及演练实操验证，同等条件
下，这套装备救治伤员数量较以往增加
近一倍，救治成功率平均上升约 30%。

在基地化卫勤轮训中，各医学中心
还分别展示了野战快速检验箱、移动
CT、便携式医疗加压舱等最新研制的战
救装备器材。这些新型装备器材的运
用，大幅提高了野战医疗所的卫勤保障
能力。
“这些战场急需的卫勤科研项目

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成功，有赖于总
医院雄厚的技术积累。”第一医学中心
野战医疗所收容处置组组长王涌告诉
记者，从朱日和演兵场回来后，他就带
领团队着手对野战血液净化器、便携
式呼吸机、小型监测仪等科研项目进
行论证、立项和研发，并已获得专项科
研经费支持。

除了战救装备器材的研发和革新，
在战救技术上，解放军总医院也不断取
得新突破。

考核中，第一医学中心野战医疗所
手术组组长徐文通在野战条件下，对 1
名“重伤员”实施腹腔镜手术。

与以往助手协助下的 5孔腹腔镜手

术不同，这一次，徐文通在便携式机器人
手臂协助下，试验独自开展 3孔腹腔镜
手术。

医疗帐篷内，所有考官和医务人员
都屏息凝神，亲眼见证了手术取得最终
成功。
“这种手术方式的创新，最初的考虑

就是为了战场需要。”徐文通告诉记者，
“借助这款机器人手臂，原本需要至少两
名医生共同完成的腹腔镜手术，现在仅
需一人就能完成。‘省’出的 1名医生可
以救治更多伤员。”

这种新的手术方式不仅节省人力，
还具有创口更少、出血量更小等优点。
那次考核结束后没多久，徐文通就用这
种手术方式，成功开展了 7例胃癌根治
手术，再次验证了这项战救技术创新的
科学性。
“在军事医学日新月异的当下，只

有在战救技术和研发领域不断创新突
破，才不会被时代淘汰。”该医院领导
说，一年多来，5G 远程手术和检查、机
器人和腔镜手术、显微外科等一大批高
新技术在演训场上接受轮番验证和评
估，为未来战争中的战伤救治标定了发
展方向。

从因循旧例到紧跟

实战，战救规则如何优化

穿过弥漫的硝烟，解放军总医院第
一医学中心野战医疗所分类后送组的队
员立即被满地躺着的“伤员”震惊了。

在某野战训练场举行的那场训练考
核中，他们受领的任务是“支援战斗一线
旅营医疗分队”，首先要快速对伤员进行
检伤分类。

按照传统战伤救治做法，检伤分类
需要逐人逐项展开，以免发生伤情误
判。然而，战事紧急，伤员规模太大，逐
人检查所耗费的时间极有可能耽误对重
伤员的抢救。

关键时刻，一名医务人员振臂一呼：
“能走的，跟我来！”

一大半还能走动的“伤员”站起来，
跟着他往后方的野战医疗所进发。其他
医务人员立即对卧地不起的危重伤员进
行检查和抢救，并有序组织担架队运送
伤员。
“大规模伤员冲击”的紧急情况就这

样得到妥善处置。
“振臂一呼”并非急中生智，而是解

放军总医院对传统战救流程的一项细节
创新。
“别小看这简单的一句‘跟我来’，

背后就是战救流程的优化。”第一医学
中心野战医疗所分类后送组组长朱志
宏告诉记者，在战场上，战救流程直接
决定了战救效率，关系到每一名伤员的
生命安危。

当前，战救流程所遵循的《战伤救治
规则》已施行多年，其中不少内容仅涉及
处置原则，并未明确具体规程。随着武
器系统及作战模式的发展，战创伤类型
在不断变化，医疗技术也日新月异，有些
条款已不再适用于未来实战中的卫勤需
求。
“作为全军战略卫勤力量，在战救规

则、流程优化方面，我们应该有舍我其谁
的担当。”解放军总医院领导的这番话，
为医务人员注入了突破和创新的勇气。

借助基地化卫勤轮训的契机，该医
院组织医疗专家，对战伤救治流程中的
医疗物资准备、检伤分类、病床分配等环
节进行逐项论证及优化；他们还在战场
搜救中引入无人机，用来快速侦察环境、
定位伤员、甄别伤情，使搜救效率大幅提
高；在卫勤演练中，他们引入 SOP标准
作业程序，对每项救治环节及每名医务
人员的职责分工进行明确，使野战医疗
所即便没有接到指令，也能像一台精密
仪器一般高效运转……

战救规则的优化不仅存在于救治过
程中，野战医疗所机动、展开、收治、撤收
各个环节的优化，都能对提高战救效率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某野战训练场举行的那场训练考
核中，解放军总医院动用大量兵力、车
辆、卫生装备、特勤特色装备，组织开展
战役力量展开、战略卫勤编组、通用特勤
及高新技术应用等多项课目的训练和考
核。

短时间内，各医学中心野战医疗所
和多支特勤特色医疗队在指定地域分别
及时展开，各具功能的医疗帐篷科学布
局，随时可以开展大规模伤员救治。

随后，解放军总医院抽取了多支战
伤急救力量，首次尝试联合行动。

一声令下，该院所属的几家野战医
疗所和多支特勤特色卫勤力量迅速机
动、就近部署，快速搭建了一所功能完备
的野战医院。

多支战救力量的模块化组合实现了
集群效应，相较于野战医疗所，野战医院
的战救能力成倍提升。
“既能够多方向前出支援，又能攥

指成拳联合作战，这就是战略卫勤保障
战场全局的实力。”解放军总医院领导
充满期待地说，随着实战化卫勤训练的
深入，类似这样的卫勤组织管理规则、
救治流程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将为其他
卫勤力量及未来实战运用提供有价值
的借鉴。

版式设计：梁 晨

从演训场透视“医疗航母”的转型航迹
■赵文亮 郭 晶 罗国金 本报记者 段江山

顶着爆炸的气浪，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野战

医疗所队员潘菲和队友们快速将“伤员”抬上武装直升机。

“伤员”刚固定好，直升机就开始缓缓攀升。寒冬

的演兵场清晰地展现在她的眼前：广袤的戈壁荒原上，

钢铁洪流掀起滚滚烟尘，防御前沿的各类工事构筑得

密密麻麻……

去年岁末，在某训练基地举行的一场联合战役实

兵演习中，解放军总医院派出的野战医疗所队员们的

身影活跃在演兵场一线。

这是潘菲第二次来到该训练基地。

多年前，她曾和其他4名同事来到这里，对2000多

名官兵进行战救培训。

这一次，她与野战医疗所100多名战友，深度嵌入

实兵演习全程。

从“教员”到“队员”，潘菲不仅经历着个人的转型，

也见证着解放军总医院的转型。

经过调整改革，多家重点医院转隶为该医院下属

医学中心。其体量空前壮大，“医疗航母”名副其实。

站在全新的起点上，解放军总医院瞄准未来战场

急需，在演训模式、战救流程、装备研发、临床技术等方

面不断展开新的探索，以基地化卫勤轮训牵引转型建

设。经过近一年的锤炼，该医院保障打赢的能力大幅

提升。

去年第四季度，该医院所属野战医疗所分赴多个

野战训练场和训练基地，完成了一系列卫勤力量训练

考核和实战化演练任务，一批新型野战医疗器材设备、

战伤救治方案和流程经受住了实战实训的考验。

转型建设初见成效，探索重任依然艰巨。新年伊

始，习主席签署中央军委2020年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

开训动员令。解放军总医院各野战医疗所闻令而动，

展开岗位大练兵及系列实战化卫勤演练。该医院领导

说：“卫勤保障能力建设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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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革的时代，只有定好位，才能

起好步。定位不准，就会出现方向不

明、盲目建设的情况。

军队医院作为我军卫勤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卫勤备战和保障打赢

能力，直接关系到我军是否能打仗、打

胜仗。经历调整改革，解放军总医院

的规模结构、科技实力、人才队伍、保

障能力、训练水平等均发生了深刻变

化。站在新起点上，不少建设课题面

临无先例可遵、无经验可循的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把

准未来战争新趋势、找准卫勤备战新

定位。

当下，世界新军事变革速度之快、

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未来

信息化战争中，高技术武器杀伤威力越

来越大，要求卫勤力量必须综合集成、

一体联动，具备更高的保障效率和能

力。着眼长远发展和建设全局，解放军

总医院明确了自身作为战略卫勤保障

力量，是全军卫勤战救体系“顶级”和重

大任务保障“拳头”的职能定位。

有了科学定位，转型重塑就有了明

确方向。当前，解放军总医院还面临制

度机制不够健全、卫勤演训模式不够完

善、机动卫勤力量建设存在短板等问

题，制约了转型发展。

“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

为害。”时代大势滚滚向前，不进则退。

在战争模式日新月异、战伤类型千变万

化、军事医学突飞猛进的今天，如果固步

自封，必将被战场和时代所淘汰。唯有

稳步推进从保障理念到卫勤实践的深

度转型，才能扛起新时代赋予的重任。

对卫勤保障部队来说，实战化训练

是卫勤保障能力建设的重要工程之

一。只有在近似实战的训练中破解卫

勤力量运用和战场救治中的难题，练好

胜战之功，保持待发之势，才能成长为

保障劲旅。为了在未来战场战伤救治

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持续推进

一体化、实战化、基地化训练，积极与其

他军兵种部队展开联演联训，在实战实

训中锻造战略战役兼备的卫勤支援保

障能力、全域全维可及的医学救援能

力、特色特勤突出的伤病救治能力。应

持续深化研战谋战备战，完善战略卫勤

的发展模式、建设路径和能力生成机

制，探索和优化战伤救治流程，全面提

升战略卫勤支援保障水平。

军队医院要提升卫勤备战和保障

打赢能力，人才是决定性因素。解放军

总医院完善科技人才考评体系，拓宽人

才成长路径，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启动

“3+1”人才建设工程，探索领军人才、

拔尖人才、新秀人才与临床特殊人才梯

次培养的制度设计。在科研创新领域，

充分调动医疗人才积极性，强化“为战

而医、向战而研”的导向，在战伤救治领

域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持续取得突破

和技术积累，革新传统战救装备，运用

最前沿临床医学科技研制新型战救装

备器材，为战时挽救伤员生命提供技术

和硬件保障。

牢记初心担使命，扬帆起航谱新

篇。改革调整后，解放军总医院将充分

发挥人才、技术、装备等各方面优势，以

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时不我待的忧患

意识，在科学决策中深化改革创新，以

新担当新作为，全面推动医疗卫勤事业

转型发展，不断提升战略卫勤支援保障

能力，开启保障打赢的新征程。

瞄准打赢，找准卫勤备战新定位
■任国荃

锐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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