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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第 82集团军某旅旅史馆内，一面绣
有鹰形图样的旗帜十分显眼。

这面旗帜是美军“北极熊团”团旗的
复制品，它的实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内。它的缴获，被载入人民
军队光辉战史，也书写了该旅前身部队
的“高光时刻”——

1950年 11月，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打响。27日晚，该旅前身部队在长津湖
新兴里意外遇敌。敌人正是此前从未吃
过败仗的精锐部队、被称为“北极熊团”
的美军第 7师 31团。面对严寒天气和武
装到牙齿的强敌，英勇的志愿军将士经
过数昼夜激战，全歼“北极熊团”3100多
人，并缴获该团团旗。

光辉战史背后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令人肃然起敬：战士隋春暖在双脚冻
伤、身上多处负伤的情况下，仍顽强迂回
近10公里拦截逃敌，独自一人毙、俘15名
敌人；“一级英雄”孔庆三，在无法构筑炮
阵地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当炮架，保障
火炮精准射击，配合步兵摧毁敌重要火力
点，自己却受到火炮后坐力的巨大冲击而
壮烈牺牲……
“当年，先辈们正是凭借这种‘以气

胜钢’的精神，打赢了一场场看似不可能
打赢的战斗。”该旅领导介绍，战争的硝
烟虽已远去，但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熔
铸的英雄气始终绵延不息，激励一代又
一代官兵不畏挑战、勇往直前。

在“北极熊团”团旗一侧的展柜里，
亮闪闪的奖牌熠熠生辉，记录着一名士

兵的军旅荣光——
2016年，该旅战士李玉兵参加国际

陆军轻武器技能大赛，与来自 19个国家
的 360多名精英射手同场竞技。面对水
土不服和赛事规则临时更改等不利条
件，李玉兵一路拼搏，斩获步枪组 19个
比赛项目中的 3金 6银 1铜，让鲜艳的五
星红旗在异国他乡高高飘扬。

回想起这段经历，李玉兵感慨地说：
“作为英雄传人，胸膛里要永远怀着对胜
利的渴望，只有经受常人经受不了的磨
炼，才能得到常人得不到的胜利荣光！”

一名士兵的血性突击，正是这支英
雄部队奋进在强军征程上的生动写照。

调整改革中，该旅从摩步旅转型为
合成旅，多支新型作战力量应运而生。
如何尽快适应新编制、加快形成战斗
力？如何面对转型重塑新挑战？官兵们
从抗美援朝光辉战史中汲取强军力量，
迎难而上，打响了一场转型“突围战”。

构建“旅营连作战能力指标体系”，制
订《转型建设三年规划》，出台《深化练兵

备战十项措施》……一张张转型建设路线
图相继出炉，合成营参谋集训等也随之展
开，从首长机关到普通一兵，人人进战位、
研战法、强技能，跑出转型“加速度”。
“当时，连队仅有几名技术骨干，多

数战士都没接触过电子对抗专业……”
回想起组建之初，电子对抗连指导员李
军深有感触。面对困难，全连官兵不等
不靠，一头扎进训练场，白天上装练操
作，晚上加班学理论。如今，该连 95%以
上官兵顺利通过专业技能等级评定考
核，连续两年在集团军分队专业考核中
取得建制连总评第一的佳绩。

破浪出击，换羽重生。调整组建以
来，这支英雄部队交出一份份优异答卷：
攻克 50多个制约备战打仗的瓶颈问题，
探索形成 20多项战法创新成果；参加集
团军以上比武考核，荣获23个第一……

前不久，该旅官兵参加实兵对抗演
习凯旋，“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口号响
彻营区。这些新时代的勇士们，时刻准
备着再次向胜利发起冲锋！

昔日全歼美军“北极熊团”，今朝跑出转型“加速度”。第 82集团军
某旅从抗美援朝光辉战史中汲取强军力量—

转型重塑，薪火传承英雄气
■赵治国 本报特约记者 姜 帅 特约通讯员 刘梦婷

本报讯 张弓、冯程报道：10 月下
旬，草原深处战车轰鸣，第 78集团军某
旅一场跨昼夜实兵综合演练激战正
酣。由该旅勤务保障营抽组的装备抢
救抢修组、机动救护组等 5支保障力量，
伴随主攻分队进行支援保障，协助夺占
“敌”防御要点。这是该旅紧贴实战提
升后装保障效能的一幕。
“后装保障讲求精准性、时效性，

保障行动要与战斗行动无缝对接，确
保‘供得上、救得下、运得快’。”该旅领
导介绍说，他们着眼使命任务，依托信
息化装备，灵活调整后装保障力量编
成，按救、修、供等保障要素组建前进
保障队和机动保障队，纳入作战分队

战斗编组实施保障。同时，他们围绕
战斗类型、战场环境等方面，结合战斗
进程逐项研究规范保障行动，采取单
要素演练和综合演练方式，检验保障
效能。

演练中，作战分队多辆战车“被炸瘫
痪”、多人“负伤”……前进保障队某新型
装甲抢修车迅即出动，对受损车辆进行
抢修；机动救护组快速机动至作战分队
右翼，支援前进保障队救护力量，搜寻
“伤员”并进行救治。随着战斗持续，装
备战损数量增多，油料等物资消耗量加
大，勤务保障营指挥所及时传送保障对
象坐标方位，引导后方保障力量前出进
行油料补充、弹药补给等，提供精准高效
保障。

该旅还建立后装保障信息数据
库，动态更新演训物资库存量等数据，
根据部队担负任务等情况，精细测算
保障需求，进一步提升战场精细化保
障水平。

第78集团军某旅着力提升战场精细化保障水平

保障力量伴随主攻分队驰骋演兵场

本报讯 祝婕、姜顺报道：近日，海
军陆战队某旅护航官兵随舰出征。与以
往不同的是，此次万里航程中的心理疏
导工作，由基层官兵自主完成。据了解，
这是该旅着力打造思想工作、理论辅导、
文体活动、媒体网络、安全管理、风气监
督等基层“六支队伍”，提升基层自建能
力的有益实践。

该旅领导调研发现，编制体制调整
后，所属部队点多面广，抓建基层不能光

靠党委机关“输血”，更要把着力点放在
增强基层“造血”功能上。为此，他们对
照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下力
气打造“六支队伍”，强化基层自建能力。
“六支队伍”成员均来自基层。该旅

根据官兵兴趣特长，按照个人申请、党支
部研究等步骤，科学合理编配“六支队
伍”力量；机关定期制订培养目标和计
划，营连按照骨干结构特点，合理确定培
训内容和重点，同时为每名骨干建立“成

长档案”，规划发展路径。他们还利用跨
区演习、联演联训等时机，让“六支队伍”
在任务一线摔打锤炼、提升能力。

前不久，由营连理论辅导骨干自主
组织的“我眼中的强军足迹”活动在该旅
多个单位同时进行。跨越时空的接力讲
述让官兵深受触动，大家听党指挥、苦练
本领的决心意志更加坚定。据了解，今
年以来，该旅官兵先后出色完成多项重
大演训任务。

海军陆战队某旅注重发挥官兵主体作用

“六支队伍”赋能基层自建

本报讯 白英杰、林蒋杰报道：“在
边境自卫作战中，战斗小组组长吴石林
肩扛炸药包、手提爆破筒，义无反顾冲
向雷区，用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开辟通
道……”10月上旬，西北大漠某演训场，
第 73集团军某旅装步七连排长贾敬彬
讲述战斗英雄吴石林的英勇事迹，在场
官兵无不动容。连日来，该旅结合野外
驻训任务实际探索动中抓教，灵活组织

教育微课，教育时效性、针对性和感染
力明显增强。
“野外动散条件下，不便开展集中授

课，而回营集中补课，往往时间紧、内容
多，官兵消化吸收效果不佳。”该旅领导
介绍说，他们因地制宜，利用训练间隙、
机动途中等时机，贴近任务实际，将教育
“大课”化整为零，见缝插针组织教育微
课。同时，该旅注重发挥官兵主体作用，

开展“设置小话题、搭设小舞台、利用小
载体、开展小活动、营造小环境”等“五小
活动”，让官兵成为教育主角，使教育形
式更加灵活丰富，教育质效得到进一步
提升。

教育精准发力，练兵更添动力。近
日，该旅组织开展红蓝对抗训练，在黄沙
飞扬的戈壁滩上，官兵士气更加高涨，战
术运用越发灵活。

第73集团军某旅结合驻训实际动中抓教

“五小活动”深化教育质效

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郭显
俊报道：近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
召开西部七省区市军地军粮有关部门
联席会议，就建立健全情况通报、工作
会商、监督检查、奖惩问责等机制达成
共识，标志着该中心着力构建的区域联
保、军地联管、财粮联建的联动格局基
本形成，将进一步提升军粮供应水平、
更好服务备战打仗。

为解决军兵种“平时自己保、战时
联勤保”模式影响战时快速响应、无缝
衔接等问题，破解各地方粮食部门联动
性、协作性不强，数据不共享、资源统筹
机制不完善等难题，该中心围绕“仗怎
么打，军粮就怎么保”的总体思路，着眼
“供应保障稳定可靠、日常管理规范有
序、服务备战精准高效、品牌效应有效
发挥”目标，积极建立健全通用物资保

障“一盘棋”格局。他们协调重庆、四
川、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七省区
市军地军粮有关部门，建立军粮供应保
障领导管理协调机构，致力于优化军事
行动军粮保障方案计划，协调军地相关
部门解决军粮供应保障矛盾问题，协调
地方军粮供应保障力量搞好军事行动
军粮保障、参加战区联演联训，组织开
展军地联合监督检查等工作。

针对部队遂行演练演训、抢险救灾、
跨区机动等任务军粮供应保障的特殊
性、时效性、差异性，领导管理协调机构
通过运用新版给养信息系统、启动区域
军粮联席响应机制，实现军粮“远程拨
付、全域通用、择优选点、精准配送”，构
建形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前后衔接、
梯次搭配、主副结合、军地协同的军粮支
援保障体系。

针对组织多军兵种联合军事演习演
练、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造成
特定区域内（跨省区市）军粮供应重大波
动，按日常渠道无法满足部队军粮需求而
引发的应急供应保障情况，领导管理协调
机构或其委托有关军地单位，组织召开军
地协商会议，共同研究处置，确保军粮全
时全程安全有效供应。

聚力服务备战打仗 优化军粮筹供手段
西宁联保中心探索构建区域联保、军地联管、财粮联建格局

有人问米开朗基罗是如何雕刻出《大卫》

的，他说：“很简单，我只是凿去多余的石头，

去掉那些不该有的大理石。”删繁就简三秋

树，化繁为简见真功。这既是科学有效的工

作方法，也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求真务

实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说：“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

的。”现代战争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战局胜

负、官兵生死，一切繁文缛节、“枝枝蔓蔓”，都

是战斗力的大敌。当年，我军颁布“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几条制度管全军，直到今天依然

在发挥效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易执行、好操

作。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化，机关各

部门编制缩减，定岗定人、一岗多责已成常

态，愿不愿碰问题、敢不敢“解扣子”、善不善

理矛盾，检验着党性、考验着担当。如果工作

拖沓、程序繁琐，不但会助长弄虚作假、投机

取巧的不正之风，更会影响部队战斗力生成。

不能把简单工作复杂化，而是要把复杂工

作简单化。德国军事家兴登堡说：“最简单也

是最难的，战争中只有简单才能获得成功。”战

争本身具有复杂性，遂行军事行动最讲求简单

性。化繁为简，多做实实在在管用之事，少用

忙忙碌碌收效甚微之功，努力做到工作思路简

明、办事程序简化、文电会议简短、公务接待简

朴、官兵办事简便。

客观来看，办理有些事情、解决有些问

题，确实需要涉及几个部门、多个环节，但也

要看到，“简单问题复杂化”的顽症痼疾依然

存在。相互“踢皮球”“打太极”，每“踢”一

脚、每“打”一拳，看似有理由，实则没道理，用

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从本

质上来讲，就是形式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

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简单问题复杂

化”，是对工作不负责任、对基层缺乏感情、对

规定没有敬畏的表现。

“想做都有办法，不做都有借口。”能力是在解决问题中提高的，发展是在解

决问题中实现的。各级机关须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多在“面对面”上下功夫、少

在“纸对纸”上花力气，不搞“一张表”“一刀切”；既要考虑干什么有利于战斗力

建设，也要考虑不干什么有利于战斗力建设；真正做到压实责任链条、明确责任

单位、细化任务安排、强化督导问责，一级尽好一级的责、一级干好一级的事；在

标准上划出硬杠杠，在落实上立起高压线，努力将官兵从“枝枝蔓蔓”中解脱出

来，心无旁骛谋战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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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武警安徽总队合肥

支队组织年度军事训练创破纪录

比武。参赛官兵经过激烈角逐，创破

多项纪录。

左图：登台受奖。

下图：冲过终点。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