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在实施作战

指挥时，一贯重视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

科学分析计算，强调各级指挥员要“胸

中有数”。粟裕大将则有一个更加鲜明

的观点：“打仗就是数学。”对于指挥员

而言，越会精算战局，就越有取胜把

握。当精确打击成为现代战争的基本

作战样式时，更凸显出精算深算细算的

重要性。

以往，“狠狠地打”“不惜一切代价”

曾是我们一些指挥员的口头禅，作战重

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多概略筹划少精

准计算，只知术之为术、不知数中有术，

致使作战筹划粗放，影响了实际打击效

能。编制体制调整后，未来参与联合作

战的兵种力量更加多元，平时组织实

战化训练，必须精准计算投入兵力、运

用时机、使用火器、弹种弹量，算清协同

账，这样才能以合理的军事资源使用与

耗费，达到最佳的作战效益。

新大纲准确把握现代战争制胜机

理，把强化作战计算作为提高作战指挥

能力的重点，引导指挥员在指挥打仗中

学会用数据决策。我们应该在日常训

练中依据新大纲，着力提升算的能力、

改进算的模式，使精算深算细算成为各

级指挥员的自觉行动，确保在未来战场

做到“胸中有数”谋胜算。

指挥员要“胸中有数”
■第79集团军某旅合成营营长 何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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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大抓练兵备战·新大纲施训进行时累累累

本报讯 樵小锋、滕杰报道：雪山
入云，战旗飞扬。日前，一场“军营挑战
不可能”文化活动精彩上演，经过几轮
对决，新一季“十佳尖兵”诞生。这是
西藏军区某炮兵旅将野战文化活动与
演训任务无缝对接的一个场景。
“野战文化跟着任务走、瞄着打赢

建，培育官兵敢打硬仗的战斗精神。”
该旅领导介绍，野外驻训展开以来，他
们针对驻训时间长、任务繁重等情况，
因地制宜开展“阵地文化”“沙盘文化”
“方舱文化”“帐篷文化”“竞技文化”等
凸显战味的基层文化活动，鼓舞官兵
备战打仗的高昂士气。

近期，他们还开设“经典战例大讲
堂”，军事文化成为官兵学习的热点；
开展体能训练，增强官兵抗高寒耐缺
氧能力。野战文化活动催生练兵比武
热潮，年初以来，该旅多次完成全员全
装 600 公里以上长途机动，不断刷新
高寒地域实兵实弹演练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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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武元晋、特约记者海
洋报道：盛夏时节，第 79集团军某旅一
场合成营紧急出动演练拉开战幕。合成
二营根据流程计划图，依次收拢人员、装
载物资、启封装备，每个环节都精准到分
秒，动作都规范到单装。

记者在现场看到，通过优化流程、
创新手段和配套器材，单装启封、弹药
装放等步骤耗时比以往明显缩短。该
旅针对改革调整后的新编制体制，探索
改进传统作战计算模式，部队练兵备战
效能稳步提升。

改革调整后，合成营优化了编制，
加强了力量。但由于部分官兵观念和
思维没能及时转过来，改革之初并未
显现出应有的优势。一次实战演练
中，该旅合成三营由于对作战地域、机
动能力等要素计算不详，错失依托有
利地形对“敌”分割围歼的机会。营长
耿振磊在反思中感到，这一仗败在作
战计算还停留在传统兵力兵器对比、
毁伤指标等求值计算上，完成对同一
目标打击时不仅耗费大量的火力资
源，还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火力死角。
部分官兵没有及时对照新体制、新模
式转型换脑，作战计算经常出现“跟不
上趟”的现象。

“信息化战争打的是信息数据，无
战不算、不算必败，越是精算、越有胜
算。”今年开训以来，该旅按照新大纲
对作战计算提出的多项新要求，引导
官兵熟记各类战术数据和技术参数，
掌握作战能力、作战时间、作战空间计
算的内容和方法，通过精确计算投入
兵力、使用火力、弹种弹量，确保部队
作战机动精确到点、兵力编组精确到
班、弹药消耗精确到发、协同作战时间
精确到秒。
“精算深算细算，必须结合战斗进

程，在分析判断情况、提出作战筹划、组
织协同动作、组织战斗保障等演练中深
化。”战斗还未打响，较量已经开始。在
营长耿振磊指挥下，指挥所的火力、通
信、战勤等营参谋，对作战力量编组、弹
药消耗、毁伤指标进行量化计算和具体
区分，精确计算兵力投送数值、修订火力
打击方案。通过计算，反坦克火箭、火箭
爆破组、防化喷火组等火力编组被加强
到攻击任务最重的中路突击队，与步兵
同乘装甲车进入战场。

演练中，装步五连连长孙广宇突然
发现侧方位有一坚固工事，根据火力计
算，准确判断现有步战车弹药量不足以
将其毁伤，只见他迅速将目标参数通报

给营属迫击炮分队，一举将“敌”工事摧
毁。火力连连长卢超深有感触地说，过
去凭借炮手的经验进行射击，如今从捕

捉目标、计算射击诸元到毁伤效能评估
全由精准数据作支撑，新的作战计算模
式释放了强大作战效能。

第79集团军某旅探索改进传统作战计算模式

作战计算采用“新公式”

演训场心得

本报讯 王妍洁、郑义报道：“上半
年，我营出色完成了红蓝对抗、教练员
轮训、驻地扶贫帮困等 4项工作，5名战
士被评为‘金牌教练员’；但在野营拉练
中，部分官兵防空袭隐蔽动作太慢，暴
露出打仗意识不强等问题……”近日，
火箭军某团一营半年工作总结会上出
现这样一幕：摆问题不留情面，讲成绩
大大方方。该团团长郑焱告诉笔者，这
是他们纠正基层“检讨式”总结误区带
来的可喜变化。
“问题一箩筐，成绩不见影，辛辛苦

苦大半年，开会回到新兵连！”不久前，该

团“窗口论坛”上的一条留言引发官兵热
议：“工作总结不一定都是‘检讨式’发
言”“辛苦干了大半年，到头来成绩一带
而过，问题毛病猛讲猛批，干事创业的激
情咋能提升”……战友纷纷跟帖。

该团调研发现，各单位半年工作总
结一律“检讨式”，已成为基层主官帮助
官兵分析问题、找准差距、补齐短板的
惯用方式。然而，一味讲问题，却忽视
了成绩褒奖对广大官兵的激励作用，挫
伤了不少人的积极性。
“总结讲评既要批评讲问题，也要表

扬说成绩。”为此，该团党委常委带机关干

部分片帮带，面对面倾听官兵呼声，手把手
教授方法、监督纠改。同时，他们根据新大
纲要求，规范建连育人方法，建立条目化、
表格化、清单式的基层建设评估体系；建立
“定期回访”制度，不断提升基层营连主官
全面谋划工作的能力水平。

走出误区带来新气象。日前，该团
训练三营九连刚走下半年军事考核场，
就结合前期暴露的问题及时组织总结
讲评，梳理出 11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在
批评 7名工作积极性不高的官兵同时，
对前阶段 9个方面工作提出褒奖，并为
表现突出的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火箭军某团纠正基层“检讨式”总结误区

摆问题不留情面 讲成绩大大方方

本报讯 奉国军、特约通讯员唐继光
报道：20余名两地分居干部通过内部交流
调动实现家庭团聚、30余名官兵通过“直
通军营”驾训考核取得驾驶证书……近
日，笔者在新疆军区某师采访了解到，改
革调整期间，该师坚持沉到一线积极做好
服务官兵、解难帮困工作，赢得广大基层
官兵称赞。

前不久，该师党委一班人结合蹲连住
班深入基层调研，面对面听取和收集整理
官兵意见建议百余条。在此基础上，师里
召开“精准抓建基层形势分析会”，针对基
层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制订解决方

案，限时定责抓落实。他们依托强军网建
立“你问我答”服务热线，规定机关各业务
部门对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必须在 24
小时内予以答复。某特型装备维修请领
器材周期长，是一些基层单位反映的共性
问题。师机关摸清情况后，立即选派高级
工程师王明文等技术骨干组成装备巡修
服务小组，带上相关器材和零配件，到各
个单位开展巡检巡修上门服务。

在该师某团，笔者看到，刚调到这个
团不久的修理连指导员朱绍军，轮休时
高高兴兴回到家属院，与妻女团聚，一家
人其乐融融。“通过内部交流调动，让两
地分居的干部实现团聚，这件实事真是
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朱绍军说。据
悉，该师党委利用干部调整之机，结合工
作岗位需要，将 20余名两地分居的干部
交流调动，让他们实现了家庭团聚。

新疆军区某师倾心解决基层现实困难

蹲连住班听呼声 实事办到心坎上

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

7月7日，在新疆军区卡拉苏边防连，列兵姚振华与家人视频通话，欣喜地

告诉家人连队今年种出了大西瓜。该连所属某边防团地处帕米尔高原，一线边

防连队驻地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近年来，官兵在网上学习种植技术、邀请

地方专家指导、改良土壤成分，许多以往山下才能生长的果蔬落户连队。

许必成摄

7月6日，

正在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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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耀摄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

南针作用，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

个自信’。”按照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要求，经常对表对标，及

时校准偏差，才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风吹

雨打不迷航。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

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重视和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重

要优势。从烽火岁月“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

命军队的生命线”，到建设时期“政治工作是

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再到改革年代“到

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们党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提纲而众目张，在内忧外患中诞

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中壮大，

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具

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

品质、严明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多少幽明不平处，烦君端试指南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事业为什么能够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迈向百年

的大党，为什么恰是风华正茂，始终走在时代

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

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一个关键性的因

素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

眼于从政治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上突出位置，以坚定决

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从而改变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党内政

治生态气象一新，党心民心空前凝聚。

如今，以政治建设破局开新，带动全面

从严治党深入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党建工作

的鲜明特色和重要经验。但也要清醒认识

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存在长期性和

复杂性、面对的“四种危险”存在尖锐性和严

峻性，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

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从中

央纪委查处的中管干部案件也可以看出，

“几乎都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绝大多数

都有政治问题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严重

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只有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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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领党的其他方面建设，我们党才

能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

挥党的政治建设的政治指南针作用，

理应走在前列、标准更高、要求更

严。战争年代，毛主席用电台指挥作

战，全党全军都无条件地执行“嘀

嗒、嘀嗒”的命令，上下“如同一个

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

铁一样”。今天，阔步行进在强军兴

军征程上的人民军队，突出党的政治

建设的首位和统领地位，坚决维护权

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

和习主席指挥，就一定能够凝聚起无

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担负起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本报讯 李涛、记者李建文报道：
“根据你们提出的整改意见，我单位已
拉单挂账完善解决了 20多个，有效提升
了装备维修经费使用效益。”7月初，军
委审计署郑州审计中心受到被审计单
位空军某航空装备修理基地的称赞。
该审计中心领导介绍说：“坚持聚焦备
战、坚持依法施审，让审计工作助推战
斗力提升是我们的工作原则和方向。”

今年以来，该审计中心承担了多
个单位的装备经费审计任务。他们以
助推战斗力建设为目标，紧紧围绕经
费管理、项目立项、物资采购、业务流
程、资金审批等重点环节，依法从严开
展审计工作。面对工作量大、涉及面
广和人员紧张等现实困难，他们坚持
内容不减、标准不降，访部队、下基层、
看流程、摸实情，既查纠装备经费使用
中存在的问题，又与被审计单位一起

研究制定措施，消除管理盲区，堵塞管
理漏洞，努力实现装备建设的军事经
济效益最大化。

在对某航空维修基地的审计中，
该审计中心明晰审计责任清单，将问
题查找与指导整改同步推进，帮助被
审计单位从制度、机制层面深挖原因，
研究提出 50 余条整改意见和措施，并
采取拉单列表、明确责任、挂单销账等
方式，从严从快督促整改到位。对一
时难以彻底整改的，明确整改时限和
措施，要求被审计单位逐步落实整改，
确保问题归零。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该审计中心注重强化审计廉洁自律
约束，多次组织廉洁从审巡查，通过问卷
调查函询、执行纪律反馈、公布举报电
话、严格审计信访等手段，促进审计权力
运行的公开和透明。

军委审计署郑州审计中心聚焦备战从严施审

拉单挂账消除审计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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