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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炮脱靶”“2炮脱靶”“3炮脱
靶”……戈壁大漠，某陌生复杂地域
飞沙走石，第 74集团军某旅某新型
车载火炮迎来实弹考核。谁也没有想
到，考核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20
发炮弹仅上靶两发，命中率不但远低
于厂家给出的数据，还创下旅组建以
来最差纪录。

亮相即“出丑”，有的官兵当场
就质疑：“新火炮列装不到一个月就
组织极限条件射击，是不是步子迈得
太大了？”还有的官兵出于安全考
虑，建议暂停考核，等找到原因后再
另行组织。伴随保障的厂家技术人员
则提醒：“这次射击，打的是极限距
离和极限气象条件，靶标大小也只有
定型试射时的四分之一，如果降低难
度，应该能打出好数据。”

面对各方声音，该旅指挥领导小
组在炮阵地现场召开会议，大家一致
认为：提升旅队核心作战能力不能
等；厂家的数据固然权威，但部队要
的是贴近实战的作战数据，而不是打

靶数据。
“第二天再打！射击距离不变、

气象条件不变、靶标大小不变，一
切仍按实战要求设置。”面对指挥
所的“死命令”，营长周建海立下
军令状：“再打不好，我愿意接受
纪律处分。”

根据多年的炮兵指挥经验，周建
海将上靶的两发弹作为突破口。戈壁
滩上，他带领技术骨干和营连指挥员
逐个环节查找问题。傍晚时分，周建
海最终锁定症结：人工复瞄环节出了
差错。

周建海大胆建议取消人工复
瞄，旅领导询问有几分把握，他答
道：“虽然没有绝对把握，但不去
试，又怎能知道对和错？”人工复瞄
不仅是保证准确调炮、精准打击的
保底手段，还是防止火炮射击偏离
最大射界造成安全问题的保险措
施。周建海清楚，取消人工复瞄需
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面对风险，旅
指挥领导小组一锤定音：“大胆试，
出了问题组织负责！”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在次日的实
弹射击中，取消人工复瞄后的火炮，
命中率提升到 86%以上。分析得知，

该新型火炮自动化程度高，自动调炮
和自动修正能力较强，而人工复瞄反
而容易导致误差。
“做好相应的安全防范，放开手

脚去闯。”有了此次成功经历，该旅
指挥领导小组鼓励官兵大胆创新、大
胆试错。就在当日，该旅还专门拿出
两门火炮和多发弹药，对另外 10余
项推测进行实射验证，不仅得到了装
备说明书和教科书上没有的数据，还
掌握了新火炮的最优性能。

新装备的训法、战法，同样需要
大胆创新、大胆试错。该旅某远火武
器系统刚完成升级改造，就参加跨区
机动演练和某重大实弹演习活动。演
习中，有超半数训法、战法首次运用
实践。
“尽管一些训法、战法在实弹演

习中暴露出不少问题，甚至没有完全
融入新武器系统，但正是由于不断尝
试和改进，我们才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远火营营长付文轩说。

据了解，在长达数月的驻训演习
中，该旅对 3种新型主战装备进行研
究训练，对 20余个重难点课目展开
攻关，10 余项新训法、战法通过实
战检验，得到广泛推广。

第74集团军某旅新装备研训从难要求、大胆试错—

“最差纪录”逼出装备“最优性能”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黄 海

新闻前哨

记者探营

“全程跟踪拍摄火炮昼夜射击场景
累得够呛，竟没拍到一张‘像样’的好照
片。”回想起一天下来拍摄某新型火炮实
射时的几番折腾，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宣
传科下士孙满园顿时感到苦不堪言。

近日，听说旅里要组织火炮昼夜
射击考核，作为摄影人员，孙满园激动
不已。拍摄大小实弹射击考核 10 多
次，每次都能收获战炮昂首齐鸣、战车
驰骋冲锋等精彩画面，他理所应当地
认为，这次也必定“手到擒来”。

考核当天，孙满园身挎摄影必备
“神器”——便携式通信电台，早早来到
炮阵地附近，寻找最佳拍摄位置。据他
长期积累出的经验，只要听到电台传来
“标尺��，方向��”“装填，放”等口
令，当即按下相机快门连拍，准能拍到
“火龙”喷涌的“大片”，屡试不爽。

“轰轰轰……”正当孙满园静候口
令发出时，阵地上突然炮声连连。电台
还未响，炮声咋先响了？难道是电台临
时转换信道？孙满园端着相机手足无
措，有些发懵。
“10多分钟前，电台里还人声鼎沸，

这会儿咋就静悄悄了？”随着炮声连绵起
伏，孙满园愈发焦急。站在一旁负责警
戒的哨兵道出原委：为了提升射击效率，
这次全程运用指挥信息系统，将射击指
令、诸元、参数等信息传输至各火炮战
位，无需再用电台反复呼叫。无奈之下，
孙满园只得记录下硝烟刚散的场景。

第一轮火力打击结束，孙满园刚想
打听下一轮战炮射击次序，以便进行有
针对性的拍摄。不料，各战车迅速撤收，
按战斗队形分散疾驰。于是，孙满园举
起相机紧追不舍，推拉镜头、急速构图，
由于单车间隔大，无论怎么调整焦距，相
机取景框也装不下多少火炮……

火力暴击、战车驰骋场景抓拍无门，
孙满园郁闷地返回指挥车。经询问才得

知，此次实弹射击改变过去“一打到底”的
固定模式，紧贴作战环境，随机嵌入敌情。

虽然出师不利，但是孙满园在
“受挫”中摸清了火力打击手段、敌情
设置……他决心在夜间射击拍摄中来
个“大翻身”。

夜幕降临，孙满园调好拍摄模式，
满怀信心地守在阵地旁，一旦火炮射
击，镜头会自动记录下炮弹出膛轨迹。
但 20 分钟后，孙满园发现一辆辆战车
在微弱月光下移动。
“怎么没开打，就转移阵地？”原来，

考核组临时导调：“阵地被‘敌’发现，部
队快速转移。”

然而，孙满园刚赶到新阵地，火
急火燎架好相机时，火光四射，炮声
急促。白天的遭遇再次在孙满园身
上重演，拍摄计划又成泡影。返回
后，孙满园深受触动：这次虽然没能
拍到精彩画面，但看到的是贴近实战
的训练场景，官兵们距离战场打赢的
目标更近了。

奔波一天，没拍到一张好照片
■冯 程 王彬沣 本报记者 宋子洵

深夜，鲁西丛林山野，第 80 集团
军某旅组织的合成营进攻战斗演练正在
激烈进行。
“呼叫救护组，进攻阵地前方×

米，我方一名‘战士’负伤，迅速实施
抢救！”接到命令，在集结地域待命的
该旅卫生连指导员姜延胜派出卫生员林
栋执行任务。

林栋快速背起急救用品，利用夜
视器材沿着低矮的灌木丛匍匐前进，
成功避开“敌”火力。姜延胜在侦察
设备里实时关注林栋的表现，心中对
这次任务取得好成绩有了底数。然
而，当林栋找到受伤“战士”之后，
却突然停在了原地。5 秒、10 秒、20
秒……时间飞逝，救人要紧，林栋为
何迟迟不动？

姜延胜心急如焚，抄起电台呼叫林
栋：“为什么不实施抢救？”

“指导员，我还没有接到伤情导调
内容。”林栋的一句话，让姜延胜顿时
哑口无言。

不过，指导员的质问，让林栋瞬间
恍然大悟，他细细观察这名受伤“战
士”——仿真人体模型，左腹股沟出血
不止是因为股动脉受伤、左小臂骨折是
中弹造成的……伤情完全可以自主判
定，但是为时已晚。由于没有第一时间
查看伤员伤情，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
林栋被判成绩不合格。

该旅领导介绍，在前期调研中发
现，部分营连在组织战场救护训练时，
偏重战术动作、抢救速度、包扎美观度
等内容，习惯预先明确伤情，让官兵渐
渐养成了“依赖性”。此次演练，他们
特别增加了不同专业兵种实战素养评判
内容，重点纠正官兵训练偏差，拧干演
训中的“水分”。

在全旅复盘检讨会上，姜延胜率
先进行反思检讨，其他营连指挥员也
自告奋勇，主动剖析演练中的短板不
足，进攻分队战场灯火管制不严、侦
察分队使用荧光棒为后续部队标记路
线等问题被一一摆上桌面，大家一起
研究对策办法。

会后，该旅研究出台推进实战化训
练的措施办法，并对复盘检讨查纠的问
题，逐一挂账销号。在战场救护训练方
面，该旅为卫生连增购了一比一仿真人
体模型，建起模拟卫勤实战训练场，锤
炼提升官兵战场救护过硬技能。

在刚刚结束的新一轮演练中，林栋
再次受领任务。这一次，他摒弃“考场
思维”，迅速进入实战状态，隐蔽寻找
伤员，认真判断伤情，分步骤进行止
血、固定、包扎等操作，以 3分 43秒率
先完成抢救任务，获得满分。

第80集团军某旅着眼实战要求破除官兵“习惯性依赖”—

战场救护，岂能静等“伤情通报”
■张德煜 肖 磊 本报记者 韩 成

“一名飞行员跳伞落水，方位��，请
迅速前往搜救！”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与
海军某支队联合组织海上联合搜救训练，
随着指挥所命令下达，现场立即进入打仗
状态。
“起飞！”接到命令，某旅一架运输直

升机从某野外机场紧急升空，飞往飞行
员“遇险”海域。与此同时，海军某型战
舰也立即转向，驶往该海域。

10分钟后，运输直升机首先到达事
发海域上空。然而，以往陆上救援很快
能发现的待救援目标，这次却迟迟不见
踪影。
“伤员位置随洋流、风力、海浪等水

文气象条件影响不断变化，加上海面强

烈反光，发现目标难度成倍增加。”救生
员姜峰告诉记者。
“展开搜索！”随后，直升机拉升高

度，并根据战舰提供的气象、海况等信
息，不断缩小搜索范围。

2分钟后，机组在左前方 800米处发
现了落水飞行员，机长徐斐立即驾驶直
升机下降高度抵近伤员，悬停在离海面
几十米的地方。
“绞车发生故障，无法吊放救生员！”

正当直升机准备实施吊救时，指挥所临
机下达特情。机长徐斐通过数据链与战
舰指挥员简短交流后，决定将搜救机组
转为引导组，战舰下放救生小艇，直升机
引导救生小艇继续救援。

在直升机的引导下，救生小艇很快
救起伤员并将其转移到战舰。徐斐迅速
建立着舰航线，不断调整飞行姿态，将直
升机稳稳降落在战舰甲板上的停机坪。

直升机着舰后，陆海官兵协力将伤
员送上直升机，直升机盘旋起飞离开甲
板，成功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海上
联合救援训练圆满结束。

记者了解到，这次海上联合搜救训
练全程融入实战背景，成功演练搜索定
位、舰船捞救、战机甲板起降、联合指挥
等多个课目，突破了多个训练难题，并在
建立和运用搜救体系、提升海上联合搜
救效能上做出了有益探索，为未来陆海
军种间海上联合作战积累了经验。

第73集团军某旅与海军某支队组织海上联合搜救训练—

陆海协同，紧急开辟“生命通道”
■石芝鹏 付孟哲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初秋时节，层林尽染。
第 82 集团军某旅射击场上，一场

对运动目标射击课目演示正在进行。三
营九连“神枪手”陈鸿龙为射击补差人
员逐个讲解射击要领后，12 名补差人
员分组展开实弹检验。飞跃深坑、突破
障碍、抵近前沿、迅速突击……一阵密
集的枪响过后，12 名队员从基础组顺
利“晋级”强化组。
“队员们能成功逆袭，得益于营党

委议战议训会上议定的‘分层分级训练
法’。”陈鸿龙高兴地告诉笔者，如今，
营里坚持一线把脉、集中会诊，定期召
开的议战议训会，为官兵解决了不少训
练问题。
“以前，大多数参会者都只是拿着

材料，在议战议训会上进行‘程序
式’发言。”作为参加议训会的士官代
表，陈鸿龙回忆道，有的与会者脱离

了基层训练实际，坐而论道、纸上谈
兵；有的讲问题针对性不强、浮光掠
影；有的提出一些对策无的放矢，难
以落实落细，甚至还会妨碍基层组训
施训。
“缺乏‘脱鞋下田’的精神，就

发现不了制约训练的深层次问题，议
训会难免开成‘空谈会’。”为此，该
营党委对症下药拿出对策措施：会前
“诊脉”，深入班排调研训练问题；会
上“开方”，集智攻关提出解决办
法；会后“复查”，督导问责限时整
改落实。

这不，该营党委此后召开的议训会
会风马上有了改变，各连队主官开门见
山：战术考核，考场设置在缺少障碍物
的空地上；实弹射击，白天打得多、夜
间打得少；实装驾驶，熟悉场地练得
多、陌生场地练得少……大家当面锣对

面鼓地查摆问题、分析症结，提出对
策，“火药味”和“硝烟味”都很足。

8 月初，八连连长魏成涛受领了
“训练课目多元，如何提升训练质效”
课题。经过深入调研，他在议战议训会
上提出交叉调配训练时间、灵活选择训
练场地、量身订制训练计划等组训方
案。与会人员据此总结出区分课目、层
次、人员的“分层分级训练法”，决定
由各连自主安排训练内容，灵活调整训
练进度，合理编配组训人员，极大地提
升了训练效益。
“把脉问诊”带来“精准抓训”。在

营党委的科学指导下，官兵训练热情持
续高涨。近日，该营组织基础体能、轻
武器射击等多项课目考核，优秀率较上
季度提升 30%。八连在步枪多种姿势射
击课目中合格率达到 100%，优秀率达
到 95%。

议战议训先“脱鞋下田”
■屈凯明 刘梦婷

9月8日，武

警天津总队机

动支队组织官

兵开展攀登、索

降、跨越壕沟等

课目训练，砥砺

官兵顽强的战

斗精神和过硬

的打仗本领。

钱志强摄

9月11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即将离队的10名女兵进行最后一次巡逻执勤，她们闯险峰、翻石滩、过河流、越山

脊，向界碑告别。图为上等兵古丽米热在界碑前描红。 刘南松摄

飞 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