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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验杰报道：近日，北部战
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在陌生海域组
织对空射击训练。经过紧张搜索，该支
队某舰舰炮手张宝最终锁定并准确命中
目标。本以为对空射击成绩会被评优的
张宝，没想到只拿到了“合格”。
“虽然精准命中目标，但张宝搜索用

时过长，与实战要求还有差距。”考核员、
枪帆长刘博介绍说。前期，该支队机关
深入基层调研发现，随着实战化训练强
度不断加大，官兵备战能力虽有提升，但
不同程度存在“偏科”倾向：有的重准度、
轻速度；有的重操作、轻理论；有的重数
据、轻效果……少数官兵取得成绩后安
于现状，综合素质存在短板。

为纠治这类倾向，该支队严把训
练质量关，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
什么”，突出抓好“重、难、新、弱”科目
训练，在全支队深入开展训练问题研
究，对标实战，找准短板弱项。在此基
础上，他们进一步完善训练档案、建立
“训练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和标准，让
官兵带着问题清单训练，提高针对性；
按照讲解示范、模仿体会、练习纠偏、
实践运用、巩固强化的流程，组织“偏
科”官兵瞄准短板下功夫，不断夯实训
练基础。

在前不久的一次编队训练中，该支
队各专业业务长随舰考核，综合优秀率
再创新高。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严把训练质量关

查短补弱，对标实战练硬功

本报讯 张远开、特约记者许凌康
报道：5月中旬，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一连
制氧设备发生故障，上级就近从友邻单
位调配医疗资源，仅用 4小时就将维修
器材送至连队。西藏军区探索建立区域
统筹型保障网络体系，实现应急物资就
近快速调配。

该军区保障部领导介绍，西藏边防
点多、线长、面广，偏远点位向上级申领
物资周期较长、运输不便，遇上大雪封
山，应急物资很难实现随缺随补。为此，
军区探索建立区域统筹型保障网络体
系，将各单位自上至下的“纵向单链”保
障模式，调整为“纵横一体”的联合储备、
按需统供保障模式，偏远点位遇到应急
物资短缺，既可由上级按建制补充，也可
申请友邻单位调配。
“传统保障模式条块分割，战场上

难以发挥精准保障作用。”军区保障部
深刻认识到，“谁的扳手修了谁的履带、

谁家的油供应了谁家的车并不重要，未
来战场作战力量多元一体，保障必须精
准高效。”

军区机关多次调研探索新型保障模
式，组织同一区域内不同部队实行物资
联合储备，由业务机关根据不同点位具
体需求统筹供应。同时，他们还组织各
级加大经费投入，组建技术攻关小组，给
用于冬季推雪开路的装载机、挖土机加
装预热装置，确保工程机械遇到恶劣暴
风雪天气也能正常工作，着力打造稳定
的应急保障供给网络。

雪域高原的“保障地图”上，新型保
障模式优势日益显现：军区最偏远的昆
木加哨所距所在团部 200 多公里，距另
一友邻单位仅数十公里，以往从上级机
关调运应急物资需要 1至 2天，如今从友
邻单位调配只需2至 3小时。
“保障随时随地响应，合理调度一体

指挥。”在某综合训练场，配属某合成旅

执行任务的某旅小分队，派出 18人的精
干力量轻装出征。分队指挥员张鹏欣喜
地说：“原本担心配属单位不能保障装
备，出发前我们还筹划自带保障团队。

如今旅里通过调度，难题迎刃而解。”
今年初以来，西藏军区一线部队保

障时效提升，运输总里程数明显减少、保
障资源利用率提高两成。

西藏军区探索建立区域统筹型保障网络体系

雪域边关实现应急物资随缺随补
“明面上的‘五多’问题看似没了，

可官兵咋就没感到压力减少呢？”初夏
时节，在新疆军区某团机关基层双向
讲评会上，某营文书汪显军的发言得
到不少基层官兵认同。

前不久，该团筹办一场活动。可
在汇总相关人员信息时，组织活动
的机关干部犯了难：去年以来，该团
大力纠治“五多”问题，明确机关下
发通知必须由机关部门领导、值班
团领导签字审批，各股室的发文数
量也要在交班会上讲评。若按规定
下发人员信息表，需签字盖章、逐级
审批，还有可能受到批评。这名机
关干部决定将表格模板挂在强军网
网盘上，由各单位填写完毕后，再按
原始路径传回来。

给基层打电话告知此事时，这名
机关干部还再三强调：“这张表格不
是通知，无需在《收发文电登记本》上
体现！”

几个月来，汪显军接过不少这样
的电话，虽然基本没登记，但自己的工
作量却没怎么减少。想到这里，他很
是郁闷：“正式下发的文电数量少了，
但是许多‘隐形文电’藏身网盘。”

某营文书刘云才也忍不住“倒苦
水”。一次，他接到机关干部来电，说
网盘里有个“东西”。刘云才以为是
下发的学习资料，便没有第一时间处
理。等到训练结束，他才发现网盘里
是一份集中办理军人身份证件的电
子通知，并且要求立即上报。匆忙之
下，他将一名战友的信息填错，险些
误事。
“发文‘不走正路’，表面上是机

关干部嫌麻烦，根子却是他们对‘五
多’问题认识不到位。”经过研究，该
旅党委决定，一方面继续严控机关
发文数量，对强军网网盘进行集中
清理，并规范其使用方法；另一方
面，简化文电审批程序，让必要的通
知高效流转。

整改之后，变化喜人。虽然《收发
文电登记本》上的内容有所增加，但网

盘里的“隐形文电”不见了。“现在，我
们的工作量真的减轻不少！”今昔对
比，让汪显军喜形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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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余磊、王蕾茜报道：“沿
着国境线巡航飞行，强烈的使命感在
我心中激荡……”近日，在第 81 集团
军某旅直升机营主题教育课堂上，飞
行员徐成鑫向战友讲述难忘经历，背
后大屏幕同步播放任务一线影像资
料。台下，官兵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
国》。这是该旅改进教育方式、释放基
层活力的一个生动镜头。

以往，该旅机关把月教育计划安排
得满满当当，政治工作干部白天搞训练、
晚上忙备课，落实教育“压力山大”。虽
然他们忙得脚不沾地，但官兵似乎并不
买账：参加的教育课很多，印象深刻的却
不多。如何提高教育课质量？该旅党
委调研后决定，将“固定套餐”调整为“自
主选餐”，推动基层教育减负。

新版教育计划给营连预设了“自
留地”：每月固定两项教育，其他由营
连结合官兵需求，自主“填空”。4月
份的连队“自留地”一栏，诸多教育内
容引人注目——“如何累得有盼头，玩
得有意义”“井无压力不出水，人无压
力轻飘飘”……某连连长崔宇说：“教
育门类少了，政治工作干部有更多时
间打磨精品课。”

教育学习催人奋进，练兵备战豪

情满怀。前不久，该旅展开战场侦察、
编队航行、超低空突击等多场次飞行
训练，锤炼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官兵
士气高昂，冲锋在练兵一线。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刘强、通讯
员曹雷报道：前不久，一场基层建设情
况线上座谈会在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
队展开，机关成立联合工作组，借助视
频语音终端，远程连线基层单位收集
意见建议。

据了解，该支队分散部署在 20余
个小散点位，最远点位到机关需 4个
多小时车程。该支队领导介绍：“以前
机关开会，各点位派人参加，常常参会
一次、奔波一天，线上座谈会节省了大
家的时间。”
“如何帮助新兵尽快度过第一适

应期？”“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入脑走
心？”……视频一端，与会代表结合单
位建设实际问题畅所欲言；另一端，联
合工作组把“金点子”记录在册，为下
一步工作提供参考。座谈会结束后，
线上调研继续进行。

为保证座谈调研真实性，该支队
还组织机关工作组进行实地走访，并
要求绝不搞迎来送往、层层陪同，切实
拧紧“五多”问题阀门。

为基层减负 让官兵有感
●第81集团军某旅压减教育门类腾出教员备课精力
●武警九江支队组织线上座谈调研避免干扰基层

精准保障是一道复杂的战场考题。

目前，我军后勤保障涉及供、修、运、救等

专业，只有做到精细化、标准化、一体化，

才能形成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保障优势。

对一线部队而言，及时精准保障是备

战守防乃至生存的基础。反应时间决定战

争胜负，未来战场上，保障优势越明显、反

应速度越快的一方，胜战几率也就越高。

保障先行务求精准。要牢固树立后

勤变“前勤”的理念，变被动反应为主动

跟进，变逐级请领为直达配送，完善应急

保障体系，统筹力量整合资源，构建高效

实用的保障网络，确保急时拉得出、战时

保得住。

树立后勤变“前勤”的理念
■陈小菁

本报讯 林铎、余德林报道：“经过
你们的精心治疗，我的肩颈部疼痛明显
减轻。”日前，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康复
疗养中心医护人员，收到一封来自基层
部队的感谢信。不久前，陆军某团士官
颜庆文在该中心参加康复疗养，经过医

护团队的特色护理，困扰他多年的慢性
颈肩肌筋膜炎被治愈。

近年来，部队官兵疗养需求日趋增
加，推动康复疗养中心从休养保障型向
战斗力维护型转变。“要将各类优质疗养
资源向战斗力生成聚焦，竭力做好为兵

服务。”该中心领导介绍，他们区分疗养
员不同工作性质和身体状况，精心安排
康复、特勤、保健等疗养内容；针对不同
个体的健康需求，细化健康管理方案；经
健康管理部门评估后，为疗养员制订涵
盖康复训练、中医理疗、运动膳食营养指

导等内容的专属“疗养套餐”。
某团军官尉永达训练中踝关节受

伤。手术后，他来到该中心进行康复疗
养。中心康复专家团队为其量身打造包
括古针疗法、中药湿热敷等特色内容的
“疗养套餐”。经过一段时间休养，尉永
达的踝关节基本活动自如。回到部队
后，他又按照专家指导的方法，帮助身边
战友缓解训练伤痛。

据悉，该中心还修订完善疗养员出
入院、疗养查房等制度规定，从源头规范
标准要求，提升服务内涵和质量；注重营
造温馨疗养环境，配备按摩健身器材，切
实为基层官兵提供优质卫勤理疗保障。

桂林联保中心某康复疗养中心将优质资源向维护战斗力聚焦

量身打造专属疗养套餐

短 评

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初夏时节，海军航空大学

某团组织实弹训练，锤炼飞行

学员实际运用武器能力。

上图：多发连射。

左图：火箭弹发射。

徐英龙、本报特约记者

朱晋荣摄影报道

5月中旬，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舰艇编队在某海域开展海空联合

训练。 周道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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