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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话题④：以有力举措激发练兵热情

搞活军事民主内容形

式，通过解决问题，促进战

法训法不断优化升级

“海上战术研究不深，缺少战术指挥
手段”“战场训练考虑安全多、考虑敌情
少”……海军某潜艇支队训练中心，一场
军事民主会开出了“硝烟味”。

某艇队刚完成远海训练任务，就在
支队领导组织下，对训练中暴露出的各
类问题进行剖析。
“只有在军事民主方面做到‘百家争

鸣’，才能充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智
慧，实现战斗力全面提升。”该支队支队
长丁永伟介绍，近年来，他们进一步强化
“高标准组训施训、民主式检讨总结”的
训练传统，让军事民主会成为提高战斗
力的有力举措。

充分的军事民主，可以最大限度为
战斗力建设扫清了“盲区”和“暗礁”。

这场军事民主会上，该支队区分
指挥机关、艇队主官、士官骨干 3 个层
次，组织官兵结合任务实际，逐个反思
发言。最后，他们共梳理出 3个方面 20
余项具体问题，总结归纳 10 余条有益
启示。

声呐技师付海传提出的“优化声呐
设备维修管理流程”等建议，很快被艇队
列为下步工作重点。他自豪地说：“我们
身处训练一线，最有成就感的事，莫过于
提出的建议被上级采纳。”

军事民主会后，该支队按照会上搜
集的众多建议，指导各艇队抓紧开展战
法研究转换，不断强化“实践-反思-实
践”的正向循环，使战斗力不断提升。

该支队参谋长王勇总结说：“我们搞
活军事民主内容形式，通过解决问题，促
进战法训法不断优化升级。”

在另一片海域，海军乌鲁木齐舰正
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一阵炮响过后，靶
船被击毁，该舰射击成绩被评定为优秀。

随后，乌鲁木齐舰抓紧召开“诸葛亮
会”，组织舰员开展复盘检讨。
“指挥员指挥修正不果断、号手修正

操作不熟练，导致射击修正耗时略长。”
会上，主炮手刘朝甄说，“我们其实可以
打得更好。”
“损管操演没有紧贴实战，缺乏舰

艇断电黑暗条件下的训练。”机电长肖
拓也直陈训练短板。舱段班长陈杨杨
经过思考，对肖拓指出的问题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

官兵们七嘴八舌地发表自己的看
法，10余条合理化建议被采纳。

在乌鲁木齐舰，召开“诸葛亮会”早
已成常态。他们还设立训练难题攻关小
组，鼓励官兵集思广益。仅过去一年，该
舰就采纳了 60余条源自官兵的训练“金
点子”。
“我舰能在各项演训任务中屡创佳

绩，就因为我们注重发扬军事民主，汇聚
官兵智慧，激活官兵训练热情，创新训法
战法，提升了训练效益。”该舰领导总结
说，“要想解决训练中的难题，多向官兵
‘取经’其实是一条‘捷径’。”

集体智慧有力量，战

友们的创新设想是破解

训练难题的关键

站在投影幕布前，海军临沂舰副对
海作战长杨鑫亮踌躇满志。

对照手上的新战法研练方案，他不
时切换 PPT，从容讲解。围坐在会议桌
边的各部指战员奋笔疾书，记录下关键
信息。

这套方案和 PPT 是杨鑫亮熬夜攻
关出来的心血结晶。他期待着这套方案
落地实施的时刻。

这场新方案报告会刚结束没多久，
战斗警报就拉响了。新战法正式进入实
兵研练阶段。

然而，令杨鑫亮没想到的是，整个研
练过程中，多个战位出现误操作，导致此
次训练被导调组评为不合格。
“难道是我没有讲解清楚？”复盘会

上，杨鑫亮还没琢磨透研练失败的原因，
就听到雷达班长赵鹏开始“吐槽”：“方案
太复杂、内容太多，即便抄在本子上，还
是有很多记不住。”

赵鹏的发言，得到了多部门骨干的

附和。
“方案虽然详尽，但需要创新方式方

法，以便于更好地对接实操。”该舰领导
的一番话，引发了舰上官兵的“头脑风
暴”。

最终，根据战友们的智慧，杨鑫亮区
分不同战位，将厚厚的训练方案分解成
一张张简洁明了的图表。通过图表，各
号手的职责和操作规范一目了然。

新一轮研练打响。全舰官兵分别对
照各自的“操作清单”，密切配合，终于达
到了预期训练效果。

杨鑫亮深有感触地说：“集体智慧有
力量，战友们的创新设想是破解训练难
题的关键。”

千里之外某军港，海军某潜艇支队
四级军士长尹军刚休完假归队，就经历
了一次专业技能摸底考核。

考核成绩公布，多个课目亮起红

灯。尹军心急如焚。
尹军所在艇队出远海训练归来，他

向上级提交报告，申请“交流”到近期有
出海任务的友邻艇队，参加他们的出海
训练，尽快补齐专业技能短板。

很快，尹军如愿跟随友邻艇队的潜
艇，出海训练……
“类似这样‘交流’到友邻单位，

‘借船出海’的训练模式，是汇聚了支
队官兵智慧的一大创新。”该支队政委
肖常春介绍，今年开训前，他们深入基
层调研，就战斗力建设相关难点问计
于兵。

官兵们对“艇队之间交流互动少”的
问题反映强烈。他们解释说，由于各艇
队的优势资源得不到共享，导致训练水
平参差不齐，直接影响了部队整体训练
水平。

对于这一问题，该支队面向基层，广

泛征集破解办法。最终，汇总多名官兵
建议，该支队探索新的训练模式，构建训
练交流机制，变单训独练为联合协作练、
体系融合练。

开训后，该支队及时召开形势分析
会，全面梳理各艇队在专业组训、装备维
护、战法运用等方面的优势和短板，积极
整合训练资源，完善训练交流机制，制订
联合施训措施。组训部门在制订计划
时，合理搭配参训兵力，架设对口联训机
制，还组织重要岗位业务骨干“交流代
职”，拓宽了带教手段，促进了官兵素质
整体提升。
“交流”到友邻艇队的四级军士长

尹军顺利完成出海训练，各项专业技能
水平均达到良好以上。他说：“以往搞
训练都是闭门单干，现在艇队之间交流
增多，优势互补，我们的专业训练不再
有空档期。”

群众性大练兵激发

了官兵们的主观能动性，

“我要练”永远比“逼我

练”更能出成效

面对欢呼鼓掌的战友，上等兵邓磊
兴奋地和队友击掌相庆。

海军陆战队某旅训练场上，他刚刚
在全排迫击炮“装定瞄准与改装”课目小
竞赛中夺冠，以优异成绩当选当日的“训
练之星”。
“每天比一比，比出了动力，提升了

成绩！”邓磊的班长李佳骏告诉记者，近
两年，该旅群众性比武竞赛氛围浓厚。
除了全旅组织开展“创纪录立标杆”活
动、军事训练比武等，各营连也积极开展
以“小动员、小比武、小讲堂、小评比、小
讲评”为主要内容的“五小活动”。

然而，回顾过往，该旅群众性大练兵
活动曾一度遇冷。
“一段时间里，旅里的‘龙虎榜’被几

个训练尖子轮流‘霸榜’。不少战友看到
上榜无望，训练热情有所下降。”一次机
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某营教导员王玉
朝指出的现象，引起了该旅党委一班人
的重视。

该旅常委议训会上，他们对这一现
象深度剖析。原来，那段时间，旅机关牵
头组织了群众性比武竞赛，各营连为了
夺得好名次，固定推荐几名专业尖子轮
番参赛，虽然比出了成绩、打破了纪录，
但更多官兵也因此无缘赛场。
“‘霸榜’现象违背了群众性练兵比武

的初衷。群众性练兵比武一旦成为少数人
的事，就失去了激发练兵热情的效果。”该
旅放手让各营连自行组织丰富多彩的比武
竞赛，并在旅级比武竞赛中采取各营连推
荐与自愿报名、随机抽签相结合的方式确
定参赛选手，给予官兵平等的参赛机会。

从那以后，全旅官兵的练兵热情再
次被点燃。一茬茬新面孔先后登上该旅
各级“龙虎榜”。

从该旅新修订的比武竞赛活动安排
计划表上，记者看到，今年该旅筹划了10
余项各级各类比武考核活动贯穿全年。
“经过改进后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不
仅注重比的结果，更强化训的过程，克服
了以往只看尖子的痼疾。”该旅参谋部作
训科科长连凤海告诉记者，他们要通过比
武竞赛，让更多官兵查找自身短板弱项，
催生本领恐慌，进而专攻精练、强固本领。

如今，为了备战系列群众性比武竞
赛，该旅不少官兵纷纷利用业余时间自
我加练，各营连训练成绩节节攀升。

前不久，该旅组织新年度首次群众
性创破纪录比武考核，官兵们共创破 10
多项训练纪录，涌现出一大批训练尖子。

对于班长李佳骏来说，群众性练兵
比武也是全班摘金夺银的诀窍。

在备战该旅组织的某型迫击炮实弹
射击比武过程中，李佳骏带领全班一头
扎进训练场。由于他不时组织小练兵、
小比武，原本枯燥乏味的练习变得充满
挑战性和趣味性。

全班战友在小比武中全力以赴，争
当每日的“训练之星”。

最终的比武场上，李佳骏和全班战友
在规定时间内打出了高命中率，夺得全旅
第一名的好成绩。
“群众性大练兵激发了官兵们的主

观能动性，‘我要练’永远比‘逼我练’更
能出成效！”李佳骏深有感触地说。
（采写中得到王冠彪、杜钰、董存金

等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版式设计：梁 晨

新时代的“诸葛亮会”怎么开
■本报记者 段江山 陈国全 特约记者 茆 琳 吴浩宇

对于海军沈阳舰对空长王兆毅来
说，这场“仗”打得憋闷。

对抗演练在某海域举行，沈阳舰与
友邻两艘战舰组成防空队形。2架“敌
机”快速抵近，王兆毅组织人员抗击，成
功发射舰空导弹将“敌机”击落。随后，
多批次“敌机”从不同方向来袭，均被编
队防空火力网“摧毁”。

打了胜仗原本应该高兴，但王兆毅
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打得更好”。
“预先设计、环环相扣的演练方案，

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指战员手脚。”复盘环
节，王兆毅直言不讳地指出，演练中面对
复杂多变的空情，沈阳舰并没有占据最

佳攻击阵位，给舰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
了不小困难。

编队导调组成员、沈阳舰导弹业务
长郝红芳也提出类似疑问：“各舰执行编
队指令过于死板，对于目标处置不够灵
活。演练中虽然成功击落‘敌机’，实战

环境更复杂，能否准确命中目标很难保
证。”

面对质疑，有战友指出，演练中编队
组成的阵形、各舰所处位置，均是严格按
照演习方案和上级指令执行的。
“战场上，当然要严格执行指令，但

也要根据来袭目标灵活调整，及时占领
最佳攻击阵位，否则就会陷入被动。”参
与复盘的官兵经过激烈争论，最终，进一
步优化了演习模式——

针对演习方案对每项行动都规定得
过于细致这一情况，他们决定实行演习

方案“图表化”，即通过一张图和一张表，
概略明确演习主要流程、规范行动关键
环节，给指挥员预留充足的临机处置空
间。

新的演习模式推行后，沈阳舰对
空长王兆毅感觉：“想法被激活了，之

前被惯性思维捆住的手脚突然解绑
了。”

随后的自主对空抗击演练中，各舰
进行大角度机动条件下对空抗击训练，
舰艇实战能力在高强度对抗下得到了进
一步锤炼。
“发扬军事民主，尊重官兵主体地位

和首创精神，不仅凝聚了官兵智慧，更激
发了战友们的练兵热情。”该支队参谋部
作训科参谋张建说。

训 练 激 情“ 议 ”出 来
■本报记者 陈国全 段江山 通讯员 张声立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

上指出，要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发扬军

事民主，鼓励创新创造，把广大官兵练

兵热情激发出来、练兵智慧凝聚起来。

广大官兵是战斗力形成的主体，是

军事训练实践的主角，也是参与军事训

练转型的主力。只有不断激发官兵练

兵热情、凝聚官兵练兵智慧，把基层官

兵“千条线”拧成练兵备战“一股绳”，才

能最大限度提升训练实效。

官兵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充分发扬军事

民主，集智破解训练难题，才能推动军

事训练效益最大化，以同样的训练投入

实现更大的战斗力产出。基层官兵身

处战斗力建设一线，对军事训练中存在

的问题最有发言权，对军事训练优化和

改进往往能够提出真知灼见。

领导机关只有俯下身子、放下架

子，问计基层、求教官兵，真正尊重官兵

的主人翁地位，发挥好他们的聪明才

智，坚持扭住官兵主体抓训练，练兵热

情才会充分激发，训练效率才会加速提

升，训练转型才能早日实现。

面对新编制、新体制、新装备等诸

多新情况，军事训练转型刻不容缓。身

处训练一线的官兵对战斗力建设新需

求、训练转型新趋势具有最直观的感

受，对训练创新转型也都有独到的见

解。只有把训练创新转型的自主权交

给基层官兵，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

基层官兵主观能动性，找到创新转型的

可行路径。

如今，很多单位下大力抓训练实践

创新、训练装备革新，最大限度凝聚官

兵的智慧和力量，不仅提升了传统课目

的训练成绩，还在新专业训练、高技术

课目、新质作战力量运用、联合训练训

法战法研究等方面探索出新路子。

部队是要打仗的，基层官兵练兵热

情和练兵效率高不高，直接关系到未来

作战成败。群众性练兵比武，是我军发

扬军事民主的一项创造，是激发军人血

性、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广泛

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能让官兵感受到

练兵备战、当兵打仗的荣光；实战化的

磨砺、重心在战的导向，会让他们更好

地实现军旅人生的价值。用好这一抓

手，就能使广大官兵练兵热情高涨、练

兵智慧集聚，练出更多精武高手，推动

训练转型实践，实现战斗力较大提升。

现代战争是体系支撑下的精兵作

战。制胜未来战场，需要充分发挥每一

名官兵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夯实战斗力

的基石，打造更多战斗力的“刀尖子”。

随着每名官兵的训练潜能得到最

大程度激活，创新活力充分迸发，我军

新时代军事训练一定会水涨船高，一定

能有效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提升和各项

重大任务完成。

向科学组训要战斗力
■程昭善

让官兵的智慧活力充分迸发
■邹 锐

远海大洋的一场对抗演练中，面对突然而至的“敌情”，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舰艇编队紧急变换队形，迅速占领最佳攻击阵位。 蓝明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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