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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处于调整期，越要绷紧战备弦
—联勤保障部队某预备役旅应急专业训练见闻

■丁 宁 李铃铃 本报记者 王均波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
命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取得胜
利，其战争动员实践丰富、特色鲜明。

发展历程

英国战争动员的发展，既学习借鉴
欧洲大陆列强的经验，同时又结合国情
军情，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之
路。1757年，英国通过《民兵法》，巩固
了民兵地位。19世纪中叶组建志愿
兵，将民兵制度由传统的义务民兵制改
为志愿民兵制。1907年，英国通过《国
土军与预备役部队法》，取消志愿兵、国
民兵和民兵，组建国土军，并在各大学
成立预备军官训练团。至此，英国后备
力量的建设，由传统的民兵制度转变为
近现代的预备役制度。

一战期间，德国飞艇和飞机的空
袭对英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英国为
此建立民防制度，进行大范围的民防
动员。1917年 8月，英国伦敦成立“防
空指挥部”，实行灯火管制，构筑防空
洞，疏散掩蔽居民，建立防空袭警报
等。一战结束后，英国初步形成城市
民防体系。

二战期间，英国成立战时内阁，作
为战争动员的最高决策机构。在战时
内阁的领导下，英国相继成立工业动
员、物资动员、人力动员、交通动员、财
政动员等领导机构，为组织实施全国总
动员奠定了组织基础。

冷战期间，英国确立了以精干常备
军为骨干、以国家经济社会资源为依
托、以国家平战转换能力为重心的战争
动员战略指导，并在 1982年爆发的英
阿马岛战争中得到全面检验。

通过海湾战争，西方国家普遍认
识到，未来战争将更多表现为高技术
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体现
在战争动员领域，就是实施精确有效
的局部动员。为此，英国在 20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幅度削减陆军后备力量的
骨干——国土军。与此同时，大力发
展皇家海军后备力量，使其数量占到
皇家海军现役兵力的60%以上；调整民
防职能任务，进一步向应战与应急相
平衡的方向转变。

发展现状

注重平时战争储备的基础性作
用。采取平战结合和军民结合的方式，
依据战时需要，组织发展国民经济，规
划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

重视持续动员。依据英国现行防
务政策，战争爆发后，一方面寄希望于
核威慑和美国的增援，尽快结束战争；
另一方面又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基于上述动员思想，在预备役建设方
面，除继续重视正规预备役外，还加强
了志愿预备役部队的建设，使后备力量
不断扩大。志愿预备役部队通常由各
行各业的志愿人员组成，战时部分人员
作为预备队，成建制地派往一线补充增
援作战部队，部分人员负责本国要地的
保卫和警戒，较好地实现了现役与后备
力量的均衡发展。

英国战争动员的决策主要涉及议
会、首相及其内阁、国防部三类主体。
议会是事实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具
有对包括战争动员在内的涉及战争与
和平事项的最高决定权。首相及其内
阁掌握着有关国防与军队的实际领导
权，内阁下设国防与海外政策委员会，
是国防的最高决策机构，同时也是战争
动员的最高领导机构。国防部属于政
府行政部门，其最高长官是国防大臣。
在战争动员中，国防部制定动员的政策
和计划，领导三军的动员准备与实施，
协调其他部门的动员准备与实施工作。

英国战争动员可划分为武装力量
动员、工业动员、交通运输动员和民防
动员等几大类。此外，战时动员还包

括政治动员、联盟动员、财政动员等。
其中，武装力量动员分为现役部队动
员和预备役动员，预备役动员又分为
正规预备役动员和志愿预备役动员。
工业动员主要分为国有企业动员和私
人企业动员。民防动员主要依托具有
一定专业技能的志愿人员，战时应对
敌空袭并消除空袭后果，平时担负抢
险救灾任务。

发展趋势

近年来，英国在战争动员体系建设
上，更加突出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均
衡发展，进一步推动民防建设向综合性
危机管理方向转变。

英国政府在“防务与安全战略评
估”中，进一步明确了预备役部队肩负
的三项使命：支援执行海外任务的现役
部队；支援民选政府，提高国家抗灾能
力；保持军队与国民的联系。比如，国
土军建有民事快速反应部队，英国把这
支部队作为政府应对国家紧急情况的
重要力量，几乎所有突发事件都动用民
事快速反应部队，达到了以应急行动提
升应战能力的目的。

此外，“脱欧”后的英国将面临较大
的安全发展压力和战争动员建设任
务。一方面，其防务企业将失去欧洲防
务基金的资助，在武器装备研发、防务
产业等领域将遭受打击；另一方面，昔
日的防务伙伴将成为竞争对手，围绕某
些防务议题将展开激烈博弈。

为此，英国国防部发布《动员、现代
化和转型》报告，对不断上升的安全威
胁进行回应。报告明确，“脱欧”后的英
国将聚焦于与先进的对手竞争，动员计
划将重新聚焦于传统问题。同时，结合
防务要求，提高投送能力，加强创新能
力，尤其是加强对信息和数据的利用，
以及加强无人机等高性能武器的建设，
不断提高“脱欧”后的防务水平。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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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联勤保障部队某预备役旅
预备役军官马原和同事们争相传阅不
久前参加训练的照片。“训练期间迷彩
服经常湿透，但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因
为尽到了自己的职责。”马原说。

“预备役军官尽参训之责，我们尽
组训之责。”该旅战勤科科长陶瑞丰介
绍，训练是生成和巩固战斗力的基本途
径，2017年，该旅由省军区系统转隶至
陆军，今年 7月，又调整至联勤保障部
队序列，虽然处于调整当口，但该旅训
练工作始终照常开展。

自 8月 27日开始，该旅组织预备
役官兵进行为期5天的应急专业训练，
内容包括抗震救灾、反恐维稳、医疗保
障等。为营造逼真的训练环境，该旅
将一个刚拆迁完的村庄作为震区救援
训练场。踩着硌脚的瓦砾进入废墟，
参训人员如置身灾区。通过采用人工
搜救、仪器搜救、犬只搜救等方式，他
们一口气救出几名“压埋人员”，医疗
队紧急施救，担架队快速将伤员运至
附近医院……

考虑到北方仍处于汛期，该旅动用
冲锋舟、橡皮艇、无人机等器材组织防
汛演练；近年来驻地林地面积大幅增
加，他们就运用油锯、风力灭火机等器
材练习森林灭火技能……“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陶瑞丰说，经常使用

装备器材，它们就会处于良好状态。
8月中旬，接到关于参训的通知

后，预备役官兵所在单位大力支持。“虽
然汽车营预备役教导员的任职命令尚
未批复，但我们局长已经进入角色。”该
旅预备役军官、廊坊市交通运输局安全
生产科科长张伟告诉记者，由于该旅定
期组织开展训练，使相关单位领导形成
共识：配合部队工作，理所当然。

记者翻看该旅2018年以来的训练
计划，发现每年的训练时间从5月持续
到10月，内容涉及轻武器实弹射击、战
术动作、手榴弹投掷、卫生救护等单兵
共同课目，以及应急、油料、运输等专业
课目，训练任务覆盖全体预备役官兵。
就在开展这次应急专业训练前，该旅还
组织全体现役官兵进行集训。组训者
先受训，是他们的一贯要求。

“越是处于调整期，越要紧绷战备
弦。”该旅参谋长高哲轩介绍，今年7月
1日，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部队领导指
挥体制，当天零时零分，联勤保障部队
首长机关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全旅现
役官兵宣读命令，逐一呼点旅领导和机
关人员，营造出起步就严格、开局就规
范的浓厚氛围。该旅党委一班人在学
习领会上级精神中形成共识：持续大抓
训练，以训练的常态落实带动全面建设
水平的整体提高。

图①：联勤保障部队某预备役
旅抗震救灾分队利用废墟开展震区
救援演练；

图②：卫生救护分队练习担架
后送技能，提高战场救护能力；

图③：抗洪抢险分队乘坐冲锋
舟进行水上救援演练;

图④：反恐维稳分队练习棍术，
提高近身格斗技能;

图⑤：森林扑火分队开展灭火
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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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北省衡水市人防办通信保障分队开展跨区机动演练，着力提高
应急通信能力。图为该市人防车载卫星通信分队在保定市涞源县开展互联
互通训练。 李 梅摄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主席向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
奖章。除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还有一种
声音久久在笔者耳边回荡——当“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以及“人民英雄”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张定宇、陈
薇抵达人民大会堂北门时，迎候在那里
的人群高呼：“欢迎欢迎，国家功臣，向您
致敬！”

发自内心的呼喊，道出了国人心中

蕴藏已久的英雄情结。英雄者，国之干，
民之魂。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
族，也是崇尚英雄的民族。受长期和平
环境等因素影响，社会上崇尚英雄的氛
围一度有所淡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梦强军梦深入人心，转作风正风气持
续推进，崇尚英雄、学赶先进成为全社会
普遍共识和广泛行动。

国家功臣，国礼待之。不论是这次
表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英雄、功臣，还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表彰“共和国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抑或欢送
援鄂医疗队返乡，党和国家以及各地政
府均以高规格举行隆重仪式，进行大力
宣扬。一次次震撼人心的场面、一段段
感人肺腑的事迹、一个个挺身而出的英
雄，让国人更加明白：人民英雄、国家功
臣才是最应该追的星！

“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
扬清为第一要义。”要想扬清，必须激
浊；要想弘扬崇尚英雄的正气，必须及
时 清 除 肆 意 诋 毁 英 雄 的 污 泥 浊 水 。

2018年5月，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施行，有
力遏制了污蔑英雄烈士的不法行为。

“徒法不足以自行。”军地双方应建立联
合执法的工作机制，对不法言行露头就
打，形成维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常态
机制、高压态势。

堪当英雄、功臣者，既有声名显赫的
领军人物、科学巨匠，也有挺身而出的普
通人，而这些普通人中不乏因见义勇为
而受伤者、生活困难者。“为众人抱薪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相关部门应及时
给予关心帮助，莫使英雄流血又流泪。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为立功军
人家庭敲锣打鼓送喜报的新闻越来越
多，走访慰问英雄烈士家属在多地蔚然
成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国家功臣，
向您致敬”必将成为最铿锵有力的时代
强音，激励我们在英雄、功臣的带动下奋
勇冲锋！

“国家功臣，向您致敬！”
■魏 浩 孙志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