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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通讯员张
敬国报道：“看，这是火神山医院首批
收治入院的 4 名患者康复出院时的场
景。因疫情防控需要，那天我们只能
‘隔空拥抱’，挥手道别……”5月下旬，
在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第 980 医院主题
教育课堂上，曾参与武汉抗疫一线工
作的心血管内科副主任赵玉英，通过
图片、视频等方式再现抗疫场景，深情
讲述切身感受，情理交融的教育大餐
“圈粉”众多官兵。这是该中心针对官
兵思想实际，改进创新教育“供给侧”
呈现的喜人场景。
“教育只有适应官兵需求，才能真

正撬动心灵，激发工作热情，促进部队

建设发展。”该中心领导告诉记者，他们
调研发现，有的基层单位教育搞了不
少，但发挥作用不明显。该中心党委一
班人感到，要改变以往教育单向输出的
做法，针对官兵思想实际改进创新教育
“供给侧”，打造思想政治教育质效新的
增长极。

摸清官兵思想脉搏，定制专属教
育。该中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组织各
级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了解青年
官兵思想特点和实际需求，结合部队工
作为官兵“定制”教育方法和内容。4月
以来，针对某团官兵执行多项重大任务
压力较大的实际，该中心及时安排优秀
政治教员通过网络政工平台推送培育

战斗精神优质课程，激励官兵发扬连续
战斗的优良作风，圆满完成应急力量演
训等大项任务5项。

搞好统筹规划，共享优质资源。针
对一些单位教育内容多、官兵负担重、
教育效果弱等问题，该中心通过建立教
育协作区等方法，走开“专家上理论大
课、主官备精品主课、官兵出原创微课”
的路子，开展“上门送餐式”政治教育，
让官兵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最近一次
调查结果显示，官兵对教育课满意度提
升到96%。

用活典型事迹，催生内在动力。身
边人、身边事往往最为官兵所关注。为
此，他们广泛开展“出彩联勤人”评选活
动，并把他们的典型事迹制作成短片、
动漫等发布到强军网，激发大家学习典
型、争当典型的热情。某医院护士王梦
茹在参加抗疫斗争中，主动申请进入
“红区”工作并出色完成任务，被批准火
线入党，登上“出彩联勤人”光荣榜。观
看她的事迹短片后，很多官兵深受感
动，自觉把她当成学习的榜样。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针对官兵思想实际改进创新教育“供给侧”

打造思想政治教育质效新的增长极

本报北京 6月 9日电 记者刘建
伟、特约记者吴旭报道：军委训练管
理部日前下发通知，在全军教育战线
部署开展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学习研
究和宣传贯彻活动，要求结合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引导各级教
育职能部门和院校广大教职员工深入
学习研究，并推动新时代军事教育方
针在办学治校具体实践中贯彻落实。

此次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活动，将
围绕“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内涵要义”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立德树人”
“坚持为战育人”“坚持一体化布局”
“坚持内涵式发展”等 6个方面 25个具
体问题，采取动员部署、宣讲辅导、研
讨攻关、总结交流的方法步骤，逐步展
开推进。

为确保活动取得成效，各院校结

合深入论证办学定位、优化学科专业
体系、编制“十四五”建设发展规划
和制定个性化教学评价方案，推动新
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进入建设规划和教
学实践。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发挥人才
培养重心作用，制定落实院校优先发
展战略具体举措。军委机关部门录制
下发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宣讲录像，
供各单位观看学习；组织国防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和军种指挥学院编写新
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理论专著；根据疫
情防控形势，适时召开新时代军事教
育方针理论研讨会，推动各大单位学
研成果进入法规教材编修、进入教学
训练工作。

此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主席在全军
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的
“下篇文章”，各级对开展新时代军事教

育方针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活动要加
强组织领导，坚持主官主责、以上率
下、大事大抓，确保全面发动、全员
覆盖、全力推进。要科学谋划组织，
统筹推进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学习贯
彻与疫情防控，推动学习研究和宣传
贯彻工作融入年度教学训练任务，加
强体系设计、动态调整、过程管控，
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要务求取
得实效，贯彻严实作风，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破解院校办学育人重难点问
题，用好专家、问计官兵、聚智攻
关，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学研成果。
要抓好深化转化，积极推动学研成果
内化为全军教育战线的共同认知和行
为自觉，固化为规范指导院校办学育
人的具体措施，确保军事教育发展正
确方向、提升军事人才培养质量。

全军教育战线开展新时代军事教育
方针学习研究和宣传贯彻活动

波峰浪谷战斗射击，子夜时分空

地对抗，两支部队野外驻训中的“非常

之举”，正是为了抓住难得的练兵时

机，在难局、危局、险局中摔打磨练官

兵的打仗本领。

训练从难征战易，训练从易征战

难。一支军队要想能战时应变从

容，就必须在平时经历复杂艰难的

锤炼。莫忘了古人治军，“滂沱雨、

大雪降、狂风怒之日，正是练兵之

时；崎岖路、河溪沟、荆棘处，正是练

兵之地”。

近观近年来各部队野外驻训之

变，从难从严看似苛刻，却是对历史

使命、对未来战争的最大负责。我

们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工作，每一天都应视为“赶考日”。

只有立足应对最困难、最复杂的局

面，提前做好各种应对准备，“当那

一天真的来临”，才能够亮剑必胜，

不辱使命。

训练从难征战易
■魏 兵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6月 9日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互致贺电，庆祝中菲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菲律
宾是友好邻邦，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
交 45年来，中菲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特
别是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
合作持续拓展，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
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福祉，为地区稳

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菲两国都处在发展

关键时期，合作前景广阔。我高度重视
中菲关系发展，愿同杜特尔特总统一道
努力，推动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不断
迈上新台阶。中方对菲律宾遭受新冠肺
炎疫情感同身受，愿同菲方携手努力、共
克时艰。

杜特尔特在贺电中表示，菲中两国

人民的友谊和亲情绵延千年。1975 年
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当
前世界安全和稳定持续面临挑战，新冠
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
进一步强化菲中伙伴关系至关重要。菲
方视中方为亲密邻邦和重要伙伴，愿继
续秉持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原则，不断深
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促进两国的和平、
发展和繁荣。

就中菲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互致贺电

编者按 教育的生命力和活力源于创新、系于务实。适应新的形势任
务、新的部队实际，不断改进教育形式，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确
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的基本要求。郑州联勤保障中心针对官兵思想实际改
进创新教育“供给侧”，让“供给端”精准对接“需求端”，守正创新使教育直抵
官兵心灵，质效明显提高。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经春入夏，部队野外驻训渐入高潮。全军将士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碧海长空之间，绘就一幅幅气势
恢宏的练兵新画卷。

但看龙腾虎跃，踏访“吹角连营”。从今天起，本报在《掀起练兵备战热潮》专栏连续推出“野外驻训看
变化”系列报道，展现各部队开展野外驻训的新风貌、新实践、新探索，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特约通讯
员王路加报道：6 月上旬，闽南某海
域风高浪急，尽管海况已逼近两栖战
车行进突击的性能极限，但东部战区
陆军某旅海上实弹射击演练仍按时
展开，两栖装甲突击群踏波蹈浪、战

斗射击。据该旅领导介绍，5 月以
来，他们在濒海驻训中，把复杂海况
下战斗射击等险难课目，作为探索两
栖作战战法训法的突破口，进行专攻
精练。
“平时训练勇担风险，战场上才

能化险为夷。”改革调整后，这个旅从
步兵单位改编为两栖装甲单位。以
往，基于安全考虑，海上战斗射击等
课目大多选择在良好天候、海况中进
行，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部队转型发展
和战斗力生成。该旅作训科科长姜
进坦言，此次将实弹射击演练安排在
“大潮日”，就是为了锤炼恶劣海况下
的打仗本领。

勇闯难关需要科学组训。为此他
们组织人员对不同天候海况下海上驾
驶、浮渡装载、战斗射击等训练内容进
行集智攻关、科学论证，并围绕海上特
情处置、战场抢修、自救互救等内容展
开专项演练，为训练“闯关”提供了科
学依据和安全保证。

记者在现场看到，战车随着大潮
摇摆不定，给车速控制、方向修正、目
标搜索都带来挑战。摇摆间，合成一
营炮手万罗程抓住稍纵即逝的平稳间
隙，快速完成目标锁定，并实施攻击。
一声“惊雷”过后，岸滩靶标被准确击
中。连日来，该旅官兵战风斗浪，不断
突破极限，锤炼部队战斗力。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精练险难课目探索战法创新

复杂海况展开实弹射击演练

本报讯 记者赖文湧、特约通讯
员黄志伟报道：仲夏时节，浙西某地骤
雨初歇。远程机动至此进行野外驻训
的第 73集团军某旅，在子夜时分突然
拉响防空警报。阵地上，导弹列阵，雷
达飞旋，某营发射连雷达操作手雷宸
紧盯屏幕，快速敲击键盘，进行对空目
标搜索，一场陆空对抗演练临机展开。
“说‘临机’，是因为按照原定计

划，今晚应是原地休整，临时调整训练
计划是为了与空军部队对表。”该旅作
训科科长胡湘建告诉记者，他们与空

军兄弟部队建立联训机制后，受气象
等条件限制，飞行计划时常临时调整，
如果死板地按照训练计划走，往往会
遭遇“没有对手”的尴尬处境，导致训
练“空对空”。为最大限度利用好与空
军兄弟部队互为条件对抗的训练资
源，他们灵活调整训练安排，力求一旦
战机起飞，就相应展开对抗性训练，不
断锤炼部队对空抗击能力。

一轮抗击刚结束，该旅便迅速组织
夜间微光条件下战场转移。官兵利用
手势、低语、弱光源等方法进行沟通，所

有车辆装备在夜暗环境下按时抵达预
备阵地，在完成隐蔽伪装后随即展开新
一轮对空抗击。面对多批次、多方向来
袭“敌机”，各分队区分模块，构成远中
近、高中低多重防空火力网，联合防空、
自主抗击。驻训开展以来，该旅与空军
兄弟部队互为对手展开 10余次陆空对
抗演练，全程强化快速搜捕、稳准跟踪
等技战术课目专攻精练，部队防空作战
能力得到检验提高。

上图：官兵在夜间展开演练。

熊 健摄

第73集团军某旅灵活调整训练安排提高备战质效

子夜时分打响对空抗击战斗

6月1日，火箭军某旅组织官兵前往小河口会议旧址开展党史军史教育活动，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高铭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