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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

这是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上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为领

导干部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能力

指明了方向。

政治能力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

是具体的、实在的。党中央关心的重

大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展开的重

大部署和交办的重大任务等要落实

落地，都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领会决

策意图、吃透指示精神、结合实际细

化措施的过程。领导干部只有具备

较强的政治领悟力，才能真正理解党

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

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

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才能真

正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保持清醒，同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习主席

强调，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

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

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

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

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

彩。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中央军委的决

策部署，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

之大者。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始终心

系国之大者，方可站位高、视野宽、胸襟

广，方可有大格局、大担当、大作为，方

可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

当今，军事和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

政治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制约愈发突

出，军事斗争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

性显著增强。如何处理好战争和政

治的辩证关系，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

政治领悟力。只有深刻领会把握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紧紧围绕

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筹划和设计重大军事行动，才能全

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政

令军令畅通，确保全军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

和习主席指挥。

理论上的追随是最内在的追随，思

想上的看齐是最根本的看齐。领导干部

要提高政治领悟力，必须自觉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学

习、不断实践、不断领悟，真正掌握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应进

一步增强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

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向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看齐，善于把国

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各个岗位工作融

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全面提高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更好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提 高 政 治 领 悟 力
——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能力系列谈②

■祝俊业

本报讯 王旭、刘晓帅报道：近日，
在第 80集团军某旅模拟训练室内，某
导弹班班长曾家聪通过新型模拟仿真
影像训练系统，成功拦截“敌”机。

据了解，借助这一模拟仿真系统，
该旅官兵仿佛置身戈壁荒漠、丛林山
地等不同场景中，进行瞄准跟踪、锁定
射击等课目训练，环境适应、心理承受
和战场应变能力得到进一步锤炼。该
系统还可实时通报训练数据，教练员

根据成绩逐一点评，指导官兵针对性
查漏补缺。
“模拟仿真是部队实战化训练的重

要手段之一，能助力破解诸多现实训练
难题，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该旅领导
介绍，他们此前发现，某型导弹射击易
受复杂电磁环境等因素影响，陆空对抗
演练的抗击成功率与日常训练存在差
距。为此，旅党委邀请院校专家、基层
官兵召开“诸葛亮会”，采用模拟仿真和
人工智能技术构设模拟训练室，借力科
技手段提升官兵训练水平。

某连下士曹俊龙平时训练成绩优
异，实弹射击考核成绩却不理想。他
利用该系统刻苦训练，纠正操作动作，
锤炼稳定跟踪目标能力，在前不久的
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第80集团军某旅运用科技手段

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

借力模拟仿真 提升训练水平
本报讯 吴永华、雷彬报道：前不

久，南海某海域，一场实兵对抗演练激战
正酣。参演舰艇发现空中目标后，迅即
进行处置。此时，又有两架“敌”机从不
同方向呼啸而来。特情接踵而至，舰艇
指挥员只能临机变换策略紧急应对。
“3架‘敌’机突袭的背后，是大队运

用新型靶机模拟空中攻击的新突破。”
海军某训练基地靶标保障大队领导说，
用靶机模拟空中目标，可以直观检验水
面舰艇防空反导能力。为提供更逼真
的攻击情境，他们着力打造更难缠的空
中蓝军，攻击样式更多、对抗性更强。

该大队自组建以来，始终聚焦战场
需求，在模拟强敌攻击样式、构设复杂
电磁环境、检测武器系统性能等方面不
断取得突破，逐步打造出一支专业蓝军

队伍。他们在演练中操纵靶机频出特
情，让不少指挥员吃过“苦头”，倒逼水
面舰艇部队练出一批批业务能手。
“只有把自己锤炼得足够过硬，才能

更好发挥空中‘磨刀石’作用。”据介绍，
该大队将进一步探索多种机型同时模拟
多种目标的攻击样式，构设更复杂逼真
的战场环境，让参演部队更好淬锋砺刃。

海军某训练基地靶标保障大队聚焦

实战构设演训环境

打造专业蓝军 练出业务能手

习主席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

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

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

和吸引力。当前，青年官兵获取信息、表

达情感、生活娱乐等各方面都与互联网

密切相关，“网生一代”极具时代特色的

认知模式和行为习惯，既为教育工作带

来新挑战，也为教育创新提供了新机遇。

教育的活力源于改革创新。推动我

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变革，关键要走好

群众路线、用好网络手段，将网络这个

“最大变量”变成教育创新的“最大增

量”。教育者必须积极应变、主动求变，

摸准官兵需求，融合传统手段与新兴技

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

武警重庆总队探索“网络互动+正向

引导”群众性自主教育模式的实践表明，

用网络思维改进教育形式、延展教育维

度，正当其时，大有可为。

将网络流量转化为强军正能量
■陈志攀

本报讯 记者张放、通讯员孟钊报
道：新年前夕，巴丹吉林沙漠寒风刺
骨。某部营区内，来自西宁联勤保障中
心第 944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的医护人
员，正联手为该部上尉王泽宇制订脚部
旧疾康复方案。方案中，既有全军知名
骨科专家开具的药方，又有体系医院的
跟踪回访安排。王泽宇欣喜地说：“有
这么好的医疗保障，我的脚伤一定能很
快痊愈！”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区域覆盖

西部基层边防一线。受地理环境和医
疗条件限制，少数驻戈壁荒漠和高海
拔地区部队官兵，长期以来看病就医
不便。为破解这一难题，该中心积极开
展“走基层、暖兵心”“联勤军医老区行”
等活动，整合所属医院骨干力量，并邀
请解放军总医院医护专家，共同组建
16 支医疗队，深入边远艰苦地区开展
巡诊服务。医疗队队员们翻雪山、穿
戈壁、钻密林，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边
防一线。

为确保巡诊质量，各医疗队按照优
势互补原则组队，携带多种便携式医疗
设备，力争实现多学科医疗服务全覆
盖。针对一些有慢性病的官兵，在解放
军总医院专家诊断治疗的基础上，该中
心还安排对应体系医院医生定期回访、
持续跟踪，确保治疗效果。

医疗队的到来，让基层官兵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在贺兰山
下，解放军总医院骨科专家张国莹一上
午接诊了数十名官兵；在祁连山麓，第
941 医院专家何敏开设专科诊室，专业
又贴心的诊疗让官兵家属连声称赞。数
月来，16支医疗队的巡诊足迹遍布川、
甘、青、宁、藏，先后服务官兵万余名，受
到基层部队好评。

西宁联保中心携手解放军总医院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16支医疗队深入边防一线巡诊

寒冬山城，冷风袭人，武警重庆总
队某支队上士覃家缓的心里却热乎乎
的——他没想到，支队领导到自己老家
送喜报的一次网络直播在总队新兵团
引起轰动。

去年夏天，重庆市万州区遭遇持续
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区街道严重内涝，上
千名居民被困。灾情就是命令，覃家缓
所在支队紧急驰援。危急时刻，他不顾
个人安危率先跳入洪流解救受困群众，
荣立个人二等功。

前不久，该支队领导专程前往覃家缓
广西老家送喜报。那一天，道路两旁锣鼓
喧天，身披绶带的覃家缓脸上写满荣光。
“家缓，好样的”“家缓，你是家乡的骄
傲”……覃家缓家门前，挤满了前来道贺
的街坊邻居。这一幕，通过总队直播教育
系统在新兵团现场直播。

直播另一端，刚入伍的新兵们共同见
证军地领导将立功喜报和奖章交给覃家
缓父母的光荣时刻，个个心潮澎湃。“我要
当个像覃班长一样的好兵”“我一定要勤
学苦练、建功军营”……“网生一代”新兵
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心声。
“营造崇尚英雄、争当先进的氛围，

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借力网络能够打破
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在第一时间展现
第一现场，更加直抵心灵、触动灵魂。”该
总队领导介绍，他们在深入学习领会全
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后愈发认
识到，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
时代关，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契合青年官
兵特点。

为此，该总队着眼提升教育实效
精研招法。针对新时代官兵认知特点

和行为习惯，他们依托直播教育系统、
在线问答社区、互动交流平台等，探索
“网络互动+正向引导”群众性自主教
育模式，努力促进教育从单向灌输向
双向互动转变、由抽象说教向形象感
染升级。
“启发官兵自主教育、自我提高，

效果往往事半功倍。”某中队指导员罗
松说。大学生士兵小王入伍后不适应
军营生活，训练工作积极性不高。罗
松没少跟他谈心交流，但效果总不尽
如人意。

一次，罗松把教育课堂设在支队特
战比武场上，为中队官兵直播特战队员
血性拼搏的画面，还现场连线战斗英雄
韩廷宝。隔空对话中，韩老英雄舍生忘
死炸碉堡的战斗故事，让小王和战友们
深受触动。“当兵就要准备打仗”“为了胜
利，牺牲也在所不惜”……讨论区内，官
兵们踊跃发言，在线互动不断将教育推
向高潮。

互动是手段，目的在引导。新战士
小孙生性爱美，每天睡前都要做皮肤护
理，个别战友对此颇有微词。新兵团有
针对性地设置“如何正确维护军人‘颜
值’”话题，组织了一场在线辩论，干部骨
干适时引导，帮助官兵树立正向理性的
审美情趣。
“热点网上谈，是非大家辨。”该总队

领导介绍，随着教育主体和网络载体不
断融合，网络课堂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去年以来，该总队完成多项急难
任务，官兵始终冲锋在一线、战斗在前
沿，用敢打必胜的实际行动，践行当好忠
诚卫士的铮铮誓言。

武
警
重
庆
总
队
利
用
网
络
互
动
推
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入
脑
入
心—

热

点

网

上

谈

是

非

大

家

辨

■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陈
万
金

通
讯
员

彭
荣
国

深入学习贯彻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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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图①：寒冬，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雀干
托盖边防连组织严寒条件下强化训练。

王 越摄

图②：近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旅开展空战课目训练。 谷浩东摄

图③：1月上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
组织新年度开训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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