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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快讯动员快讯

从 8月 3日起，“国际军事比赛-
2019”将在 10国举行。我陆军、海军、
空军将组队赴俄罗斯等5国参加比赛，
保障参赛队伍跨国军事运输的任务落
到了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运投部门人员
的肩头。连日来，该部门上下带着责
任、感情和方法，投入到跨国军事运输
保障的一线。

“计划内的保障可以按部就班，
计划外的保障需要紧急协调。”在内
蒙古满洲里某铁路货场，北部战区军
事运输投送调度中心军代表王百元
告诉记者，按照计划，参演部队应提
前到场在此集结，但由于各单位路途

远近不同，有的部队提前好几天就到
了。由于军列停靠的货场没有供水
供电设施，官兵的生活用水、防暑降
温成了问题。

烈日下，王百元跑前跑后，依托铁
路车站办公区设施，迅速外接电缆、水
管。不出半天时间，远道而来的参赛
官兵就洗上了热水澡、喝上了开水。
自己虽然汗流浃背，王百元却感到无
比舒畅。

尽管一些部队到场早，但直至启
运在即，俄方还未收到我方出境人员
清单。今年是边检部门改革转型的第
一年，新的工作机制还在探索建立之

中，为这次跨国军事运输带来新情况。
“准备时间宝贵，坐等不是办法。”

负责现场指挥的北部战区军事运输投
送调度中心副主任罗维有当机立断：
通过铁路部门和边防部队传递信息，
推动两方对接工作及早展开。

受领任务的军代表杨荣堃和李世
超分头展开工作，一方面通过铁路外
事部门联系俄铁路部门，另一方面协
调我边防部队通过边防会晤机制向俄
边境代表机构通报信息。最终采取双
管齐下的办法，促进了双方准备工作
的顺利开展。

“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虽然
各支参赛部队都编配随队翻译，但在
铁路运输和装备捆绑加固的具体环
节，很多专业术语都存在翻译不准、不
清、不细的问题。特别是部队在俄罗
斯后贝加尔斯克火车站进行换乘换装
作业期间，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

事关人装安全，必须一丝不苟。
负责境外换乘换装指导工作的专业技
术工程师刘洋想出了一个拉网式检查
的办法。他协调我方铁路人员、参赛
部队负责人以及翻译人员，与俄铁路
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像过筛子一样，

对装备捆绑加固情况逐台逐车检查，
虽然双方工作量增加了好几倍，却保
证了装载不出错、安全底数清。

此次比赛，我军首次由空军、海军
联合组队参加“航空飞镖”航空兵机组
比赛。而该参赛项目所需装备、弹药
和器材的运输任务重，让负责换乘换
装的 3名押运员犯了难。在场的几位
军代表协调现场全体参赛官兵，打破
部队建制，建起各军兵种共同参与的
攻坚团队，大大缩短了装备器材的换
乘换装时间，展现出来的团结协作精
神令俄方人员挑起大拇指。

换乘换装作业结束后，满载勇士
和装备的列车缓缓开动。列车上，添
乘军代表吴大川将独自担负起未来
7300多公里的军运保障任务，他面向
国门方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
转身踏上漫漫征程……

为保证输送途中安全，中心运投
部门指导参赛部队做了大量准备工
作。图①：参赛部队装备驶入平板列
车；图②：中俄两国军路人员联合检查
装备车辆捆绑加固情况。

王兴华摄

你为国争荣光你为国争荣光，，我万里保通畅我万里保通畅
■■王兴华王兴华 本本报记者报记者 赵佳庆赵佳庆

“航空运输时，汽油车要把油箱油量
减至四分之一以下，蓄电池也要进行绝
缘处理……”最近一段时间，桂林联勤保
障中心某调度中心军代表高海波谈起航
空运输滔滔不绝。可在几个月前，他对
航空运输还是一知半解。

“随着联勤保障部队体制编制的调
整，单一运输保障模式被打破，铁路、水
路、公路、航空联合投送格局应运而生。”
该调度中心工程师祝宗文认为，这种新
格局迫切需要军代表从原来一个领域的
行家里手转变为多面手。比如，以前从
事航务保障的需要学会组织铁路运输，
从事铁路运输的也要学会组织航空和水
路输送。

然而，由于受训练场地、训练装备所
限，军代表学习航空运输的机会非常
少。“没有训练机会，就想办法创造机
会。”该调度中心党委议战议训会上，一
班人研究决定：结合遂行航空保障任务，
联合民用机场开展航空军事运输投送训
练，让没有入门的军代表尽快进入情况。

前不久，该调度中心受领一批航空
投送任务后，立即协调空军某部和昆明

长水国际机场，在完成投送任务的同时，
组织以前从事铁路运输的军代表全员上
阵，全程学习航空运输知识。

第一次走进机场塔台，10多名军代
表感到异常新鲜和兴奋。塔台是如何调
度飞机起降的、军用运输机怎样借助民
用机场完成任务、部队装备器材怎样在
民航飞机上装卸载……在机场和某航空
公司，军代表们看得仔细、问得详细。

在演练部队指挥车开进机舱进行装
载的过程中，军代表按照专业要求争相
上手：迅速放置轮胎挡木，运用钢索捆住
前后轮进行固定……

通过一步不落地跟班作业，军代表
们掌握了航空军事运输从进场安检到登
机起飞全部流程的方法要求。“那两天机
场夜间温度不到20摄氏度，但我们每个
人都忙得满头大汗。”高海波回顾说。

“培养多面手军代表，既是当务之
急，又是长期任务。”该调度中心领导介
绍说，下一步，他们将完善军地协作机
制，为军代表掌握多领域知识拓展平台，
同时探索换岗轮训、岗位练兵的方法路
子，不断提升每一位军代表组织任务部
队开展立体投送的能力。

下图：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调度中
心军代表参观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塔台。

肖 兵摄

某调度中心培养业务多面手

铁路军代表走进机场塔台
■宋国庆 本报特约通讯员 肖 兵

7月下旬的鹭岛厦门，持续高温多
雨，仍旧挡不住大批游客踏访世界文化
遗产——鼓浪屿的脚步。人们发现在
鼓浪屿众多景点中，有一处相对清凉的
去处——贝壳博物馆。

该馆收集了来自太平洋、大西洋、
印度洋、北冰洋及五大洲60多个国家的
6800多种色彩缤纷的贝壳标本，并运用
无缝拼接投影等多媒体技术，为观赏者
打造全新的视听体验，展现出海洋文化
的独特魅力。

贝壳博物馆给人以清凉之感，源于
它处于独特的位置：地下防空洞。提起
防空洞，厦门人并不陌生，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他们挖了众多的防空洞。那时，
厦门还是一个封闭的海防小城，尽管基
础设施薄弱，各级仍然勒紧裤带挤出钱
来修建防空工事。

“那时候人防工程建设主要考虑挖
得深、掘得大、藏得多。”厦门市人防办
计财处处长张明层介绍说，这一状况的
改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党和国
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人防建设开始将战
时“藏”和平时“用”两种功能结合起来。

1980年 10月，厦门成为我国最早
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得风气之先
的厦门人在防空洞平战结合上进行了
全新的探索。

一开始，有的防空洞用于石子加
工，有的成为蘑菇培植场、地下试验
室。后来，鼓浪屿景区又把防空洞改建
成游乐园，每天游人川流不息，人防工
程开发利用搭上了旅游经济的快车。

2015年被评为厦门市“科普教育基地”
的贝壳博物馆，也是由某公司投资8000
多万元，在早期挖掘的英雄山防空洞内
建成的。

“防空洞改造前后，真是天壤之
别。”市人防办综合保障中心平战结合
科负责人王国贵介绍说，英雄山防空洞
改造前长期“铁将军”把门，外观破旧，
内部阴暗潮湿，与世隔绝。13000多枚
珍稀贝壳一经入驻，防空洞人气火爆，
活力迸发。

焕发活力的防空洞绝不仅限于鼓
浪屿。厦门大学内的芙蓉隧道，由 8个

防空洞组成，使用面积 1600多平方米。
人防部门与厦门大学联合出资700余万
元，将该工程开发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
地。如今，该基地已培育出多个创新团
队，他们先后获得全国机器人大赛冠
军、智能车大赛特别奖、全国航空航天
模型锦标赛团队奖等多个奖项，并与相
关企业建立“产、学、研、用、管”一体化
创新创业机制。昔日用于人员掩蔽的
防空洞，已成为厦大学子成长成才的一
片热土。

名岛名校内的工程得到充分开发，
百姓身边的工程也进行了公益化改
造。2016年，厦门市人防办与思明区
中华街道镇海社区联合发力，将一处闲
置 了 数 十 年 的 老 旧 防 空 洞 ，改 建 成
3000多平方米的党建活动平台。社区
党委书记讲党课、党员大会、居民热点
问题讨论都在这里进行，防空洞成为该
社区宣传党的好声音、引领群众思想的

重要阵地。
在厦门，还有一些防空洞为市民

纳凉避暑提供便利。人防部门在纳凉
点添置桌椅、放置书刊、保持环境整洁
的同时，还设置图文并茂的人民防空
宣传画廊，向纳凉群众普及应急避险
知识。鸿山、龙山、美仁山等地的防空
洞都是既能避暑消夏，又能增长知识
的好去处。

在推进防空洞开发利用的过程中，
厦门市人防办把公益便民优先作为一
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笔者翻阅《厦门
市人防建设十三五规划》《厦门市人防
工程专项规划》等文件，均能见到这一
基本原则的详细表述。与此同时，人防
部门还与人防工程承租方签订协议，严
禁破坏工程主体结构、改变人民防空功
能，并定期组织检查，防止拆墙打洞等
问题发生，确保全市人防工程的战备功
能不受影响。

从单纯防御工事到多彩公共空间
—福建省厦门市人防工程开发利用情况一瞥

■本报特约通讯员 马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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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工程是战时城市人口实现自主
防护的基本屏障，是战时保持后方稳定、
保存战争潜力的重要支撑。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多地
城市呈现出“大盘崛起、高楼林立”的繁
荣景象。与此同时，结合民用建筑同步
建成的地下人防工程也越来越多，人均
防护面积大幅度攀升。无疑，这一成绩
是可喜的。

众所周知，结建人防工程益处良多，
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建设经费、节约
土地资源；平时可用于商业运营，能够弥
补人防建设经费缺口，实现经济建设与
人防建设协调发展。而且，到了战时，小
区居民无需长途机动，只需就地疏散，便
能快速掩蔽自救。

但是，成绩背后也暗藏隐忧——结
建人防工程地表特征明显、人口密度较
大，一旦遭袭可能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
而且救援难度大。民用建筑着眼生产生
活所需而建，选址标准是舒适度和经济
效益，这与人防工程的功能设计有着一
定的差距。因此，从构建现代人民防空
体系的角度来看，人防工程建设不能一
味地跟着楼盘走。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人防工程建设也不能单
纯追求数量上的增长，而应在提高质量
上下更大功夫，做到建一处工程，护一方
百姓。当今世界，空袭兵器发展很快，作
为对付空袭之矛的盾——人防工程建设
应遵循“有什么矛就铸什么盾、矛从哪里
来盾就从哪里防”的思路，规避潜在威
胁，找准发展方向。

在布局上求优化。应综合考虑城市
地形地貌、人口密度、交通状况等多种因
素，能结建的就结建，不能结建的一定要
选址新建，打造就近就便、四通八达、坚
固可靠的人防工程体系。城市是防护的
重点，但城市防护不等于城区防护。应
突破城区防护的固有思维模式，依据快
速发展的交通网络，将人防工程建设向
城郊的山区、丘陵地带延伸，选择适当的
天然洞穴将其开发为防护设施，做好多
手准备，以期有备无患。

在质量上严把关。楼盘合格，需要
达到一定的技术标准；楼盘下面的人防
工程合格，需要达到技术、战术两层标
准。因此，在人防工程质量认证上必须
严格把关，万不可因迁就楼市开盘而随
便“开绿灯”。工程验收后，也不能挂个
牌子了事，而应定期检查，确保工程始终

保持良好的战备效能。
在资源上抓统筹。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我国各地均构筑了一大批防空工
事。用现代防空标准看，这些工程防护
构造较为简单，但部分工程立足战时需
要，依山傍水而建，经维修改造，依然还
可在储备物资、掩蔽装备方面发挥作
用。人防部门应统筹新旧工程建设，可
将新建工程功能定位为指挥、人员掩蔽、
急救物资储备，将老旧工程作为补充设
施纳入维护保养计划，以期实现新旧工
程的功能互补，提高防护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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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
王
少
亭

无论是搭乘旅游经济的快车，还
是助力大学生创新创业，抑或是为基
层党建提供新场所，厦门人防工程开
发利用始终具有一个鲜明特点，这就
是紧紧跟上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使防
空洞内富有时代气息。

诚然，战时防空是人防工程的第一
属性，工程的战备功能改不了、动不得。
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人防

工事要平战结合，平战结合才能靠得
住。”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
人防工程不搞平战结合不行，平战结合
慢半拍也不行。有的人防部门筹建、开
发人防工程，要么批不下来，要么推不下
去，其主要原因就是工程的功能设计与
现实需求难以有效衔接：人家已经穿上
西装，你还为人家裁剪长衫。

要让人防工程开发跟上时代节

拍，需要从规划入手。规划是建设的
龙头。人防部门应通过发挥军地双重
领导的优势，以及人防指挥部的协调
作用，将人防工程纳入现代城市建设
总体规划，与地下空间开发齐头并进、
协调发展，防止让价值不菲的“地下长
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要让人防工程开发跟上时代节
拍，还要树立公益便民第一的原则。
人防工程属于国有资产，其开发利用
成果应让广大群众共享。人防部门应
多算“政治账”，少算“经济账”；多算

“大账”，少算“小账”，将数量可观的人
防工程，特别是居民小区内的人防工
程改造成可免费使用的公共文化娱乐
空间，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助上一臂之力。

“地下长城”不能少了时代气息

编余小议编余小议 ■马智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