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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第 78集团军某旅一场
旅指挥所带合成营进攻战斗演练令人
耳目一新：全程没堆沙盘、不挂地图，
各级指挥员在各自指挥车上同步受领
任务、筹划战斗、组织协同。
“我们组织此次演练，就是要依托

全新的信息系统装备，对推进战斗力
生成模式转变进行实践探索。”该旅领
导告诉记者，指挥模式的转变是贯彻
“信息主导、体系制胜”新理念的必然
结果，也是实现“以快制慢、迅即能战”
目标的现实要求。

虽然现场不见实物沙盘和纸质地
图，但信息系统装备里，电子沙盘和地
图却一样不少。记者登上合成一营指
挥车，只见营长刘洪志下达战斗命令
后，车内指挥网开启。他与营指挥所
其他成员交换意见后，很快便规划出
行军路线图，并将行军编队和路线分
发至每辆单车信息终端。

铁甲奔腾，信息流转。向作战地
域机动途中，营连指挥员在各自指挥
席位上，运用电子沙盘组织战斗协同，
语音、文字、视频等作战指令和情报信
息在系统内顺畅流转。

全新的指挥模式使作战指挥更加
高效快捷。营参谋张肖坦言，以往合
成营参加演练时，他不仅要用电台反
复呼叫通联各连连长，掌握连队具体
位置，还要参与标绘地图、堆制沙盘，
费时费力不说，还容易贻误战机。如
今的信息化指挥系统为营指挥员安上
了“千里眼”，指挥员能对每个作战单
元和重要节点的单兵进行精准指挥。

战斗打响，指挥信息系统显示的战
场态势图上，各类标识不断闪烁，战场
动态一目了然。突然，装步一连侧翼遭
“敌”火力压制，进攻受阻。刘洪志仔细
观察战场态势发现，装步三连三班处于
打击“敌”火力点的有利位置，于是将作
战指令直接下达至三班战车指控终
端。三班很快摧毁了“敌”火力点。
“演兵场不见实物沙盘和纸质地

图，难道它们就此退出了战场？”演练
结束，面对记者的疑问，该旅领导解释
道：“作为最后的保底手段，实物沙盘
和纸质地图我们一直随车携带。一旦
信息系统装备遭‘敌’打击出现网阻链
断等情况，传统的指挥方式随时可以
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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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年伊始，习主席视察中

部战区陆军某师，在该师军史馆反映松

骨峰战斗的展板前，他感慨地说：“这一

仗打得很激烈，官兵战斗作风很顽强。”

同时强调指出：“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

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

多，骨头要更硬。”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

照。70年前，志愿军将士在极不对称、

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在白雪皑

皑的崇山峻岭中跋涉前行，面对如山军

令，即使牺牲也要坚守阵地，面对强大

对手，纵然倒下也要敢于亮剑，涌现出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英模功臣和

近6000个功臣集体。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战

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

拼。志愿军将士以勇于担当的英气、横

刀立马的豪气、舍我其谁的勇气、赴汤蹈

火的胆气，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

展开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较量。“上甘岭

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

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

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美第

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至死都没弄明白，

怎么就是拿不下那两个由中国士兵把守

的山头。后来，美国人用电脑模拟得出

的结论始终都是：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

化装备，志愿军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

的。电脑只能模拟物质性的东西，却永

远无法模拟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朱德元帅曾说：“没有政治觉悟的勇

敢，只是血气之勇。有了政治觉悟的自

觉的勇敢，乃是大勇。”革命军人的战斗

精神，是建立在政治觉悟、理想信念之上

的“大勇”。正是因为懂得为谁而战、为

何而战，志愿军将士才能横刀敌阵、沥血

孤营、视死如归。“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

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

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

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这是志愿军战士宋阿毛留在长津湖阵地

上的绝笔诗，也是志愿军将士革命英雄

主义的真实写照。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没有顽强的

意志，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再好的武

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利。在战争制胜

问题上，人是决定性因素。无论时代如

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赢得战斗

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历史上，我军

以劣胜优、以弱胜强，主要得益于用

“气”弥补了“钢”的不足。如今，大量新

装备、新武器列装部队投入使用，为我

们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技

术基础。我们在用“钢”铸造雄师劲旅

的同时，更需要传承“谜一样的东方精

神”，做到钢多气盈骨更硬。

（作者单位：96892部队）

传承“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启示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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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战争胜负关乎国家安全，未来战

场也充满不确定性，这要求军人具备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眼光和

本领。军人对未来战场态势的预判，

正如站在海边眺望远处的桅杆，要有

前瞻眼光和战略思维。只有紧盯训练

转变的“桅杆”，才能增强预见性，抓住

机遇期。

“胜利向那些预见战争特性变化

的人微笑。”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

步，战争形态加速演变。要想占领未

来战场制高点，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

主动仗，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全

面提高核心军事能力。第78集团军

某旅依托信息系统装备推进指挥模式

转变，就是盯着“桅杆”进行的军事训

练实践，他们积极探索信息化作战新

特点、新样式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紧盯训练转变的“桅杆”

短 评 ■林 飞

本报讯 记者陈典宏、特约通讯
员郑烨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
红军英勇西征的主要征战地……”仲
秋时节，第 74集团军某旅编成数个梯
队机动千里参加跨区演习。该旅某
导弹连指导员赵艺璇在行军间隙见
缝插针，利用机动沿途和演训地丰富
的党史战例资源，与官兵谈使命、话
担当。

此次跨区机动演习耗时长，沿途
红色资源丰富。为引导官兵保持高昂

士气，该旅积极打造“行军讲堂”，灵活
运用机动沿途和演训地红色资源开展
教育，深入挖掘各地党史军史，让官兵
在行军途中和演习间隙了解红色历史
和英模故事，同时组织朗诵战斗诗词、
观看红色电影、举办车厢红歌会等活
动。丰富的教育形式不仅增强官兵参
与教育的兴趣，也增进大家对使命任
务的理解。
“行军讲堂”有声有色，兵心士气

持续高涨。前不久，军列停靠南昌

站，官兵下车在站台稍作休息，指挥
保障二连南昌籍下士焦佳金向连队
官兵讲述南昌起义的故事，不时引发
阵阵掌声。军列途经河南省，多次圆
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的指挥保障一
连河南籍上士任浩鹏，为大家分享开
国大将王树声征战豫西的战斗故
事。“行军讲堂”提振兵心士气，广大
官兵纷纷表示，一定要向先辈学习，
立足岗位苦练打赢本领，出色完成各
项演训任务。

第74集团军某旅利用跨区机动沿途红色资源教育官兵

“行军讲堂”提振演训兵心士气

本报讯 彭鹏、曾鑫报道：9月中
旬，海军第 36批护航编队某护卫舰组
织“护航路上砺精兵”活动，战士王朝
阳结合任务海域特点讲解海洋法与海
战法应用，赢得官兵阵阵喝彩。王朝
阳说：“舰上新配置的‘随舰课堂’为我
们提供了丰富教育资源。”

护航编队遂行海外任务时，官兵
时常处于动散状态，教育难以集中展
开。如何在远离营区、远赴大洋的状
态下开展教育，成为护航编队急需解
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海军机关专门

为执行第 36批护航任务的舰艇部队调
配了离线学习系统、移动学习终端和
国家精品在线课程配套教材，精心打
造“随舰课堂”。

据了解，海军相关部门为护航编队
配设的离线学习系统，能够有针对性地
预置海上安全形势与我国周边安全环
境、海洋法海战法应用、海军合同战术
等近 10类适应护航任务特点的在线学
习资源，供官兵自主学习，帮助官兵提
升岗位履职能力。同时，官兵出海前还
可以预先在强军网服务平台下载政治

理论、文化教育等学习资源，从而在没
有网络的海上进行离线学习。完成任
务返营后，离线学习系统连接平台便可
自动上传学习记录，保证学习数据的连
贯性。

在管道维护时遇到难题的主机兵
葛浩，走下战位来到学习室，很快便在
“随舰课堂”的《动力管路应急维修》课
程中找到了解决方案。“‘随舰课堂’不
仅为我们开展教育提供了便利，也为
我们实施技术维护提供了支持。”葛浩
高兴地说。

海军第36批护航编队实现全员全时全域开展教育

“随舰课堂”助力官兵自主学习

本报讯 唐中伟、张可昂报道：“这
场‘意外’毁了两个家庭，而‘意外’看似
偶然，实则必然……”近日，东部战区军
事检察机关“人生没有彩排”案例分析
会拉开序幕，来自战区军事检察院及所
属基层院的 9名办案检察官走上讲台，
讲述各类犯罪分子一步步迷失自我、坠
入深渊的人生悲剧，剖析案件背后的原
因教训，从思想深处警醒官兵明底线、
知敬畏。

据了解，此次案例分析会选取了近

年来战区检察机关办理的涉及酒、财、
密、网、赌等多起典型案例，由主办检察
官登台分析，以案释法、以案说理、以案
示警。同时，他们还借助多媒体手段，运
用视频、音乐等形式增强分析效果。火
箭军某部指导员周波听完分析会后感慨
地说：“这次案例分析会形式别开生面，
内容真切实在。我相信官兵会把这些案
例牢记在心，做到警钟长鸣。”

举办案例分析会活动，是东部战区
军事检察院帮助官兵提高法律素养、增

强法治观念的一个缩影。据该检察院领
导介绍，每一个案件在警醒官兵的同时
也警醒检察机关，要积极探索法治教育
的有效手段，不断建立完善预防犯罪的
长效机制，引导官兵遵纪守法、履职尽
责，切实把法治文化融入战备训练、教育
管理、作风建设等各方面，为战区部队安
全稳定贡献力量。据悉，他们还将分析
会录像制成光盘赠发战区部队、上传强
军网，并在战区预防犯罪警示教育基地
开辟专题板块予以集中展示。

东部战区军事检察院举办“人生没有彩排”案例分析会

检察官以案释法鸣警钟

本报讯 刘状、付文强报道：“S”形
路段倒车击靶、无光条件下武器分解结
合、复杂条件下战伤救护……秋日的齐
鲁大地上，武警山东总队一场激烈的后
装岗位比武活动正如火如荼展开。
“仗怎么打，保障就怎么练。”该总队

保障部领导告诉笔者，此次比武活动采
取总队试点规范、支队自行组织、总队督
导评估的方式，不仅设置了近似实战的
环境，还坚持考核情况复杂化、考核内容

实战化原则。考核涉及财务、炊事、驾
驶、军械、卫勤以及后装专业兵 6 个类
别，涵盖司务长业务技能组训、基本炊事
技能操作、战地综合驾驶技能、战地救护
等 9个课目，全面检验后装岗位官兵专
业技术水平。
“左前方 3 公里有‘敌’潜入，企图

渗透袭扰……”笔者在炊事比武现场
看到，炊事员接到“敌情”通报后，迅速
前出、隐蔽观察、判断处置。“‘敌’无人

机即将过顶”的通报接踵而至，炊事班
组成员立即撤收炊事车辆、扑灭零星
火苗，沿预定路线转移至隐蔽处。“做
一顿饭需要多次转移阵地”，在这场专
业比武中，类似的实战化场景随处可
见。在战地救护课目比武竞赛中，卫
生员在“敌”火力威胁下，穿越浓烟和
烈火、越过道道铁丝网，对“伤员”进行
诊断、止血、消毒和包扎，顺利完成转
移后送任务。

武警山东总队着眼实战组织后装岗位比武

做一顿饭多次转移阵地

10月 13日，第80集团军

某旅开展大机群战术编队飞行

训练，锤炼部队实战硬功。

易迪宇摄

仲秋时节，南部战区空军

某雷达站按实战要求展开训

练。图为官兵快速奔赴战斗

岗位。 李 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