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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记者手记

本报讯 记者钱晓虎、韩成报
道：“把不同的火力要素用在合适的
目标上！”近日，闽南大地，一场合成
营进攻演练拉开战幕。陆军某旅合
成三营营长吴敏和 4名营参谋通过作
战指挥系统，现场研判战场态势，临
机拟定作战方案，针对前沿坚固类、
装甲运动类、勤务保障类等不同目标
拟定相应打击方法，指挥 10余个兵种
分队密切协同，向“敌”阵地发起迅猛
攻击。
“与传统步兵营相比，合成营几乎

囊括了陆军部队所有基础兵种专业。”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随着陆军转型步
伐不断加快，合成营已成为全新的基
本作战单元加入战斗序列。
“合成营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而

是将诸兵种要素高效掌控、融合运
用。”陆军参谋部训练局领导介绍说，
这种模块化、多能化的兵力结构，可根
据战场态势快速灵活组合，“即插即
用”配置形成多种作战模式，让各作战
要素聚力发挥体系效能。

记者了解到，经过几年探索研
练，合成部队成为陆军主要作战力
量，重型、轻型、空突、山地、两栖等多
类新型合成营模块化嵌入陆军作战
体系，实现了作战指挥多源感知、作
战要素高度融合，作战空间向多维拓
展，推动陆军部队机动作战、立体攻
防能力大幅跃升——

塞北草原，夜间夺控战斗正酣。
某重型合成营指挥员通过信息终端呼
叫空中火力支援，战鹰呼啸而至，凌空
打击在“敌”防御阵地撕开缺口。紧接
着，坦克、装甲步兵等地面力量临机组
合，以雷霆之势突入“敌阵”。

太行腹地，城市攻防战况胶着，某
轻型高机动合成营充分发挥灵活快速
的优势，数十辆新型突击车成功避开
“敌”火力点，迅疾穿插直抵纵深，从多
个方向对“敌”包围夹击。

东海之滨，某两栖合成营战风斗
浪，探索的夜间远距离编波航渡等一
批战法得到有效检验。

合成化，改变了陆军作战样式，也
在重塑新一代陆军官兵。“以前，优秀
步兵的标准是‘神枪手’‘铁脚板’；现
在，一个合成步兵营就有数十种专业、
百余个岗位，符合实战的‘车马炮’是
什么标准、该怎么培养，需要重新探
索、不断思考。”走下演训场，营长吴敏
如是说。
“作为新型陆军的探路者，我们

一刻都不敢耽搁。”对于合成营的未
来发展，某合成旅领导坦言，“作为新
型作战力量，合成营从诞生到成熟再
到强大，还需要走更远的路、跨越更
高的山。”

集纳陆军部队基础兵种专业，多类新型合成营嵌入作战模块

合成营成为陆军机动作战基本单元

抗倭战斗中，明朝名将戚继光率

领的“戚家军”广泛应用“鸳鸯阵”。这

种以 12人为一个基本作战单元的阵

形，长短兵器相互结合，可随地形和战

斗需要不断变化，“戚家军”用此阵与

倭寇交战，屡建战功。

合成营的组成结构和作战运用，与

此有相似之处。与传统步兵营相比，合

成营集小型化、多能化、精干化、模块化

等诸多优势为一体，凸显信息主导、体

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等观念。

攥指方能成拳。作为新型作战力

量的代表，陆军合成营在天南地北的

演训场上淬火成钢，推动新型陆军向

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战略转型目标

阔步迈进。

新型作战力量跃上改革潮头
■钱晓虎

又一批重症患者转入火神山医院
ICU。忙碌了一天，宋立强坐在返回驻
地的班车上，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把患者
的情况又梳理了一遍。

病房里没有窗户，灯光 24 小时长
明，感受不到白天和黑夜。一个多月来，
重症医学一科副主任宋立强和战友们每
天都在这里，为挽救每一位重症、危重症
新冠肺炎患者而战斗。

3月 15日下午，脱下防护服，宋立强
大步走出重症医学一科病房，穿过长长
的白色走廊，一脚踏进春日暖阳。仰起
头，看着蓝天上流云飘过，一种充实感从
宋立强内心深处涌出，将连日来的疲乏
和紧张一扫而空。

宋立强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
名队员，也是军医大学的一名教授，更是
一名有着 33年军龄的军医。熟悉宋立
强的同事都说，他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人，
关爱患者如同亲人。“兵者、医者、师者”
恰如一个“品”字，在他身上汇聚成一道
爱的光芒。

出征武汉以来，他一边争分夺秒救治
患者，一边加班加点查阅资料、制订规范、
研究病例、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完善危重
症患者的最佳救治方案。边救治边总结，
他把自己的体会和思考，写成《现有条件
下救治过程的不足和思考》一文，为有效
诊疗危重症患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3月10日，是宋立强的50岁生日。同
为军医的妻子李妍发来祝福，宋立强给妻
子回复了一句话：“五十知天命，救死扶伤
就是我的天命。”

在火神山医院，宋立强常对患者说
的一句话是：“加我微信，今后随时可以
找我。”听到这句话，许多原本忐忑不安
的患者便放下心来。

为患者提供“全病程管理”，是宋立
强多年来的工作常态。即便是下班之
后，有患者来电咨询求助，他也总是不厌
其烦地答疑解惑。妻子李妍说：“他的热

情和能量，大半用在患者和学生身上
了。有时已出院的患者病情出现反复，
电话打半个小时是常事。”
“一切以患者为重”的理念，在宋立

强心中执着而坚定。他说，这是受了母
亲的熏陶。宋立强的母亲曾是一名妇儿
科医生。因为住在单位家属院，半夜有
患者家属敲门求助，母亲总是起身披衣
就走；中午有人登门求救，母亲也会立即
放下饭碗。耳濡目染之下，宋立强从小
便立志从医。

支援武汉的日日夜夜，宋立强与团
队成员分工协作，令许多重症、危重症患
者转危为安。为提高重症患者的治愈
率，宋立强始终注重跟踪最新的临床研
究结果。
“9 床脉搏氧维持不住了，赶快抢

救！”3月 15日一大早，宋立强刚跨进更
衣室，就收到值班医生的紧急呼叫。进
入监护室，宋立强快速检查呼吸机、查阅
患者胸片……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这
名重症患者转危为安。此刻，宋立强的

护目镜里，白色雾气氤氲，在镜屏上勾画
出道道水迹。

为危重症患者吸痰、带患者到影像
室拍 CT、与战友交流救治经验……这
一天，在“红区”的几个小时里，宋立强一
刻也没停下来。

晚上，女儿发来微信问父亲何时凯
旋，宋立强用一句唐诗回复：黄沙百战穿
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宋立强珍藏着一枚纪念抗击非典胜
利的首日封，那是他 17年前在小汤山战
斗历程的见证；12年前，他的身影又出
现在汶川抗震救灾的战场上。这一次，
作为医疗专家出征武汉，宋立强在火神
山医院重症监护室与战友一起携手攻
坚，为患者打开生命通道。
“救死扶伤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我

们要把能救的患者都救过来，不要留下
遗憾！”宋立强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这是他的心声，更是爱的写照。

上图：宋立强在工作中。

中国军网记者 高 辉摄

爱 是 一 道 光
—记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呼吸与危重症专家宋立强

■本报记者 高立英 中国军网记者 高 辉 通讯员 王 煜

本报武汉3月19日电 记者孙兴
维报道：截至 3月 18日，火神山医院、泰
康同济医院和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
区累计收治患者 6698 人，治愈出院突
破 4000 人。这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坚持关口前移、严把医护质量、突出重症
救治，有效防止轻症变重症、重症变危重
症取得的阶段性重要成果。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自 1月 24日抵
达武汉后，在军队前方指挥协调组组织
下，广大医务人员闻令而动、勇挑重担、
敢打硬仗，全力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医
疗队构建医院、科室、病区三级质控体
系，落实查房、会诊、感控等医疗管理制
度，坚持一线救治与专家帮带相结合、基
础医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相结合、传统医
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人文关怀和疾病

诊治相结合，最大限度降低病亡率。
医疗队建立健全每日管床医生、病

区主任、科室主任检诊制度，规范医疗过
程和护理行为，依托各医院专家团队，开
展院内危重症病例讨论 73次 185例，分
组对 800 余名重症、危重症患者进行现
场会诊，开展 10次 49例死亡病例讨论。
依托远程会诊系统，利用后方优质专家
资源指导前方专家组，先后 12次对 74名
危重症患者进行联合会诊、远程会诊。

医疗队帮助 3所医院获得新冠病毒
核酸实验室检测资质，将日检核酸能力
迅速提升至 1800人份；协调国家有关部

门赋予火神山医院病理解剖资质；2次
组织新冠肺炎临床病理讨论会；组织康
复者恢复期血浆采集和治疗效果评估研
究；开展干细胞治疗临床试验；规范使用
体外膜肺氧合机；完成血浆输注和疗效
评估79例。

他们还开展综合治疗、联合诊疗，2
次协调组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指
导组和军队前方中医药专家集中研讨，
建立流动智能应急中药房。成立心理服
务专家组，制订印发《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心理服务规范》，先后为 1200 余人次
开展健康宣教。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持续奋战抗疫一线

救治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晓霞、记者孙
兴维报道：3月 15日上午，从驻地前往火
神山医院的班车上，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员白秀梅落座后，像往常一样拿出
手机，点开数字图书馆 APP 中的有声
书，戴上耳机听起来。白秀梅告诉记者，
军委政治工作部为武汉抗疫官兵专门配
发了“数字读书卡”。

为深入做好关爱医务人员工作，军委
政治工作部为武汉抗疫一线和驻鄂部队
官兵每人配发一张“数字读书卡”。官兵
通过扫描卡上二维码、输入阅读账号和密
码，即可登录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开通的数
字图书馆，随时随地阅读。数字图书馆提
供5万册精品电子书、20万分钟有声读物
和 600余种视频资源，涵盖思想政治、军

事历史、文学艺术和防疫知识等内容。
小小读书卡，“战地”暖人心。“我喜欢

看军事文艺作品，休息时间就会读一读。”
每天上下班的班车上，白秀梅和战友们都
会通过收听有声电子读物来放松身心。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施露说：
“每次看到卡片封面上医务人员勇敢逆
行的图片，内心就会充满力量。”

军委政治工作部

为武汉抗疫官兵配发“数字读书卡”

本报讯 龙耀东、特约记者代宗锋
报道：“如何抓好《纲要》的学习贯彻，不
断探索精准抓建基层的思路和办法”
“怎样把基层自主抓建的创造活力释放
出来”……近日，东部战区海军专门下
发通知，在部队上下兴起学习贯彻《纲
要》、提高按纲抓建能力的热潮。
“《纲要》是新时代基层建设的基本

准则和依据。”年初，该战区海军党委在
研究新年度抓建基层工作时形成共识：
要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新时代

基层建设，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沉，不
断改进精准抓建基层的工作指导方式，
努力锻造“三个过硬”的东海劲旅。

为确保学习质效，该战区海军针对
疫情防控和部队实际，采取分步组织实
施的办法，指导团以上单位先学一步、深
学一层，率先用《纲要》规范抓建基层工
作，也为在基层单位全面展开“《纲要》学
习月”活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
时，他们依托强军网、“东海舰队发布”微
信公众号，持续推出“东海基层建设风采

录”“东海一线基层主官带兵心得谈”等
专栏，营造按纲抓建基层的浓厚氛围。

理顺千条线，穿好一根针。在前期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该战区海军党委专
门研究制订《关于加强新时代战区海军
基层建设具体措施》，明确 7项 23条精
准抓建基层的具体举措。他们按照“体
系化设计、工程化推进、精准化落实”原
则，制订年度抓建计划，明确抓建重点、
目标举措、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

据悉，该战区海军党委机关还将深
入一线，选取有代表性的基层单位“解
剖麻雀”，帮助基层解决建设中面临的
突出矛盾问题，推进为基层办实事工作
落地落实。

东部战区海军规范改进工作指导方式

重心下沉，精准抓建基层

新华社北京 3月 19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9日晚应约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凶猛，中国必须迎难而上，勇敢应对，
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还关乎全世界公共卫生安全。
经过艰苦努力，当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赢得疫
情防控战的最终胜利。中方愿同包括俄
罗斯在内的各国一道，基于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加强国际防疫合作，开展防控
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携
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护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

习近平强调，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
刻，中俄相互支持、守望相助，开展了密切
合作，体现了新时代中俄关系高水平。中
俄合作基础牢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
以中俄科技创新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各领
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坚定支持俄
罗斯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采取的重要举
措，相信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人民

将继续沿着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团
结奋进，不断取得新成就。

普京表示，中国政府为抗击疫情采取
了卓有成效的举措，不仅控制了国内疫
情，也为保护世界人民健康安全作出了重
要贡献，俄方高度赞赏中国的努力并为此
感到高兴。中国向遭受疫情的国家及时
伸出援助之手，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
范。中国的行动是对个别国家挑衅和污
名化中国的响亮回答。俄方希望同中方
继续就抗击疫情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
断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3月17日，新疆军区某部组织官兵在大漠戈壁进行训练考核。 韩 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