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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以往在实验室里

“埋头苦干”，此次实兵演训

让国防科技大学教员和学员

们“昂起了头”。科学家们表

示，从实验室到战场的这条

路上，他们看着自己研制的

装备发挥了作用，也看到了

装备仍有很多需要精进完善

的地方。

◎夏 澎 陈立春 本报记者 张 强

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

功八连”始终发扬“把支部建

在坑道”这一优良传统，坚持

强连队先强支部、抓队伍先

抓班子，通过狠抓支部自身

建设，促进连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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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多用肚子呼吸（腹式呼吸），活动完觉得胸闷就让护士给您吸

氧……”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 987医院专家医疗队呼吸内科主任司少魁

在延安八一敬老院，为 103岁老红军王布福老人把脉问诊。

6月 2日至 8日，联勤保障部队组织百支专家医疗队走进革命老区送

医送药送健康，千名医护人员在红色之旅中感悟初心使命。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这是联勤保障部队连续第三年开展“联勤军医

老区行”活动。此次活动，他们共抽组 108 支专家医疗队，1000 余名医院

学科带头人、高职军医，奔赴全国 108 个革命老区，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

活动。

在福建上杭、漳浦以及甘肃会宁、陕西延安等革命老区义诊现场，群

众把医疗队专家团团围住，测血压血糖、看影像报告、问病情病理，第

900、909、940、980 等医院的专家满腔热忱把脉问诊，耐心细致解疑答惑，

精准高效对症开方。

在云贵高原偏远山村、白山黑水田间地头，第 920、962、987、990等医

院医疗队员上山下乡、走村入户，面对面问病情、心贴心解难题。老党员

蒋大爷激动地握着专家的手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在革命老区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敬老院，解放军总医院各医学中心、东

部战区总医院、第924、960等医院抽派骨干力量与当地医院开展联合坐诊，

开设专科门诊、开展义诊手术，组织疑难病例会诊、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针对老区优质医疗资源缺乏、卫生健康意识不强等情况，他们开展

公共义诊、上门巡诊、健康宣教、技术带教等服务活动。对需求集中的

慢性病、地方病等，重点安排医疗力量问诊；对不方便参加义诊的困难

群众，组织军医上门提供体格检查、疾病诊断、健康咨询等服务；对医疗

力量薄弱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开展医疗技术和医院

管理相关业务培训；对健康知识匮乏的群众，发放健康宣教折页、举办

健康知识讲座。

送医送药送健康的同时，各医疗队还组织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和革命

旧址，开展主题党日、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在寻根溯源中追忆初心，在为

民服务中践行使命。

“我深切感受到老区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情谊，作为联勤军医，守

护好老区人民的健康平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第 940医院心血管内

科主任马凌在参观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后深有感触地说。

一周时间里，联勤保障部队的百支专家医疗队共诊治老区群众 4.1万

余人次，慰问老红军、老英模等重点人群 390多人次，组织健康宣教 110多

场次、受众 2.3万多人，发放健康手册 6万多本（份），为革命老区带去了优

质医疗服务。

为群众办实事

百支专家医疗队走进革命老区

6 月上旬，茫茫西北戈壁上，空降兵某旅一

场战术演练激战正酣，该旅“上甘岭特功八连”党

支部带领官兵突破层层拦阻，成功夺取目标。

“对党忠诚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冲出

来的，作为上甘岭英雄传人，必须为战斗力负

责。”演练开始前，该连指导员祝华峰的一番话让

全连官兵热血沸腾。

69 年前，上甘岭战役坚守坑道作战期间，当

时的王牌八连（以下简称八连）成立了“坑道临时

党支部”，将来自 16 个单位的官兵凝聚在一起，

坚守坑道 14昼夜，最终将穿有 381个弹孔的战旗

插上了上甘岭主峰。

而现在的“上甘岭特功八连”党支部发扬“把

支部建在坑道”的优良传统，带领全连官兵出色

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3 次、

二等功 8次、三等功 14次。

矗立任务一线的战斗堡垒

“八连是从黄麻起义中走来的连队，有红军

的老底子……”祝华峰说。前不久，“上甘岭特功

八连”一场特殊的党史学习教育在荣誉室内展

开，党支部一班人结合连史轮流给官兵们讲述党

史故事，促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坚持走在前列、强化示范引领，是我们党支

部沿袭多年的优良传统。”祝华峰介绍说，在上甘

岭战役坚守坑道作战期间，面对人员打散、建制

打乱、缺水断粮的困境，八连组建“坑道临时党支

部”，使得坑道内各部队形成了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党支部的引领下，官兵们浴血奋战，最终取得

了战役的伟大胜利。

一直以来，“上甘岭特功八连”始终发扬“把

支部建在坑道”这一优良传统，坚持强连队先强

支部、抓队伍先抓班子，通过狠抓支部自身建设，

促进连队全面发展。

“请连队放心，我们正全力以赴备战，争取再

创佳绩。”近日，正在鄂北山区备战某国际军事比

赛的一班班长黄士祥，作为临时党小组组长如此

向党支部汇报。

虽然远在数千公里外，但他和连队的联系丝

毫没有断线。

人员分散，组织不散。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

战役中，即便部队被高度分散在各阵地上，“坑道

临时党支部”始终将参战官兵紧紧凝聚在一起。

上甘岭战场上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坑道临时党

支部”这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却一直贯穿在“上甘

岭特功八连”的方方面面。

在黄士祥的印象里，这些年来，小分队执行任

务的情况逐年增多，每次出征前连队党支部都会组

织党员来到荣誉室“坑道临时党支部”模拟实景前

重温入党誓词，并组建临时党小组、指定负责人。

“负责人既要负责其他人的教育管理和组织

生活，还要定期向连队党支部汇报思想和训练情

况。”黄士祥介绍。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上甘岭特功八连”

担负的任务更加多元化，联演联训、国庆阅兵、国

际军事比赛等任务经常同步展开，有时候连队被

分散成多个部分同时在多地执行任务，连队始终

把健全组织、依靠组织作为完成任务的重要保

证，坚持“有支委的支委负责、没支委的党员负

责”，让战斗堡垒始终矗立在任务一线。

指引转型发展的先锋模范

去年秋天，“上甘岭特功八连”执行某跨区演

练任务，因任务需要，连队需分成空中和地面两

个部分同时进入预定地域，完成空地协同，实现

立体夺控。

进入方式不同，行动路线不同，战法打法也

不同。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支委会上，大家一

致决定，由连长和指导员各自带领部分干部骨干

展开任务准备。

虽然人员被分散，但一线堡垒始终发挥着坚

强的领导作用。各支委发扬“坑道临时党支部”

优良传统，在近 40℃高温下，带领官兵围绕作战

任务和行动路线明确任务分工、开展作战研究。

正式演习当天，面对远程输送、陌生地域和

未知敌情，各临时党支部把支委议战会开在车厢

内和飞机上，跨区机动 1000多公里，从地面和空

中同时进入战场，在地面风速超过 12 米/秒的情

况下，支委们带头从空中跳下，带领全连官兵圆

满完成立体夺控任务。其间排长余华清着陆时

不幸尾椎骨骨裂，但他强忍剧痛，指挥全排继续

作战，完成任务后倒在了阵地上，即便这样，他仍

要求参加第二天的演练任务。

“跟着这样的班子，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

务。”在这次任务中同样着陆时受伤的战士张明

浩说，看到干部骨干受了伤依然还在往前冲，自

己就是爬也要继续向前。

“‘上甘岭特功八连’之所以能够百分百完成

任务，与连队党支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密不可分。”

连长向东告诉记者，近年来连队党支部带领全连

官兵紧盯部队转型难题集智攻关，先后 3次参加

“和平使命”系列军演，4 次驾驶战车亮相阅兵盛

典，5次代表中国空降兵征战“空降排”国际赛场，

多次参加重大演习演练，实现训练突破数十项。

“上甘岭特功八连”党支部还紧盯战斗力建

设难题攻关，先后攻克分段编组伞降、某大型运

输机高原空投、多型装备混装空投等 10 余项重

难点问题，成为联合作战中的一把尖刀。

这里没有坑道，却有“坑道临时党支部”的神髓

西北戈壁，扬沙伴着疾风起舞，为湛蓝的天

空，蒙上一层金黄色的“薄纱”。

近日，这里战机轰鸣，一场规模空前的空军

大练兵正在上演。此次练兵目的十分明确：验证

由国防科技大学科学家团队主导设计的创新战

法的可行性。

“从没想过，仗还可以这么打！”走下演练场，

沉静内敛的红军某部飞行员张小伟（化名），兴奋

地说道。作为王牌飞行员，他对空战最深的理解

就是：要练强“肌肉”，靠自己的技术优势，在对抗

中歼灭敌人。可这次演练，彻底刷新了他对“战

法”二字的认识。而对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

院的科学家团队来说，设计的战法从课堂到战场，

从实验室到演兵场，也完成了一次“破冰”之旅。

去年上半年，中央军委领导下达新的课题任

务，研究“现代作战体系从哪来？创新怎么干？”军

委机关首长以战略的目光考量后认为“未来战争是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多学科融合的作战体系，必须

找一个实力雄厚的单位参与这项任务”。作为国防

科技自主创新高地的国防科技大学，以其多学科融

合创新的独特优势进入了军委领导的视野。

该校电子科学学院迅速组建起一支 30余人

组成的多学科融合科学家团队。

“从数学的角度看，作战是一个高维空间，如

果一方所占据的空间维度更多、更高，那么就会

比对方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实现‘降维打击’。”在

该院院长王雪松的“作战哲学”中，战技融合才是

打赢的“密钥”。

科学家团队决定与时间赛跑，通过密集赴一

线作战部队调研，补齐经验不足的短板，发现问

题并研究解决办法。

一组数据记录着他们的轨迹：两个月时间

内，王雪松带领团队先后奔赴 10余个一线部队，

与部队官兵、工业部门专家进行研讨交流，先后

组织参与 8次大规模研讨、集中攻关……

去年8月，团队初步形成某创新作战概念。与

此同时，团队还主动协助空军机关、工业部门、任务

部队推进实兵演练准备工作。经过数天“连轴转”

式的工作，团队将技术问题、战法问题、部队需求反

复协调对接，最终形成了5份报告，一份份概念“设

计图”逐步落地为实兵演练的具体“施工图”。

实兵演练终于到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数十

年的施龙飞研究员的感受却与以往完全不同。

“以前也参加过大项军事任务，但大多是在

外围。”施龙飞说，这次他是以科学家团队副组

长、副指挥员的身份走进“中军帐”，从作战概念

创新到核心战法提出，从科学计算到指导任务部

队、工业部门完成装备改装、测试，从演习规则制

定到红蓝军协同，从演习推演到辅助首长现场指

挥，每一个环节都要牢牢把握，不能有丝毫懈怠。

与施龙飞一样，卢中昊、马佳智等科学家团

队中的教员以及研究生、博士学员，也都化身为

“战斗员”，走进由自己牵头主导的战场中，接受

“战火洗礼”。

科学家团队走进演兵场

无垠大漠，国防科技大学科学家搭建“迷魂

阵”；万米高空，某型战机呼啸经过。机上，电子

科学学院副研究员艾小锋紧盯频点，期待着“迷

魂阵”能够“行骗”成功。

用技术博弈催生一手经验

不同于以往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此次

实兵演训让国防科技大学教员和学员们“昂起

了头”。

“我们改变战场，战场也改变了我们。”科学

家们表示，从实验室到战场的这条路上，他们看

着自己研制的装备发挥了作用，也看到了装备仍

有很多需要精进完善的地方。

对于某系副教授丁亮来说，参加这次演训他

感到“无比自豪，不虚此行！”这次，他带着自己研

制的特殊材料“上战场”，掌握了这些材料在不同

环境下的防护效能。

与丁亮的“防护”理念不同，去年刚刚留校参

加工作的施庆展和同事王青平在此次演训中，想

得更多的是如何让他们共同研发的某新型装备

带领战机“进攻”。

“高科技装备就是要服务战场，为战场带去

‘鲶鱼效应’。”施庆展说，虽然最后一个演练日才

抵达任务地，但这丝毫不影响装备在“战场”上发

挥立竿见影的作用。

教员们和学员们在演训中共同成长。该校

研究生院四大队硕士生范金涛、郭天乐，今年正

月初六就开始进入“战斗”状态，从大山深处马不

停蹄赶到大西北黄沙满天的戈壁滩号点，不管是

连续几天吃泡面，还是手机无信号失联，都阻挡

不了他们对科研的探索。

“这次演训任务规模之大，前所未见；科技含

量之高，前所未见；技站融合之深，前所未见。”回

顾此次演训，王雪松说：“科学家团队与一线部队

官兵摸爬滚打，并肩战斗，选准为战服务突破口，

创造的一系列新战法历经检验，深受认同，真正

做到了‘把战斗力标准作为唯一的、最重要的标

准’，提升了打赢贡献率。”

一线指战员感慨道：“国防科技大学的专

家们用科技的力量重新定义了战场，在将来的

战争中，我们的指挥大厅里肯定离不开一支科

学家团队！”

“我们改变战场，战场也改变了我们”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科学家团队探索未来战法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科学家团队探索未来战法

用科技的力量重新定义战场用科技的力量重新定义战场
“效果很一般。”机舱内噪声轰鸣，某部队师

长的这句话却无比刺耳。机组人员在先验信息

支持下，通过一系列经验判读，将“迷魂阵”识

破。艾小锋失落地记下相关数据。这一幕发生

在演训任务的第一次实兵演练中。

时间倒回到任务筹备期间，在大山深处，部

队官兵与科学家们多次进行了战法演练，对方战

机长时间被“迷魂阵”误导，吃尽苦头。马佳智、

刘甲磊还记得对手说：“我部日常训练科目还是

太简单了，你们科学家要多来！”

两个月后，“敌我”再会，科学家的“磨刀石”

效应初显：对手果然变强了！

强大的对手，也进一步激发了科学家们的急

智和骁勇。面对不利的验证结果，团队连夜开会

紧急分析，对自己研发的核心软件，迅速进行数

据整合和算法优化。

第二次实兵演练如约而至，无论是轮廓提

取还是细节判读，增加的难度均“肉眼可见”，

部队的经验操作不再灵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数据分析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博弈催生

的一手经验，已经迅速充实到了部队的战法库

中。而且此次任务，“高科技”和“低成本”并不

冲突。

电子科学学院副研究员邢世其、丁亮对每

一次实兵对抗都记忆犹新，他们主导设计的系

列干扰设备，在保护高价值目标方面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

自从去年受领任务后，科学家团队在密集

调研时发现，很多地面阵地、装备处于裸露状

态，缺乏合适的保护措施。随着实兵演练任务

推进，团队研制的低成本、轻便型干扰设备被

拉入试验外场。伴随着某型战机完成多轮巡飞

查探，科学家们收到反馈：机载设备无法判别

地面装备。第二天，某部队团长便上门求教：

“请科学家到驻地指导，合作提升相关装备的

防御水平。”

演练现场的科学家团队演练现场的科学家团队 欧阳一鹏欧阳一鹏摄摄

联勤保障部队第联勤保障部队第 990990医院医疗队深入田间地头为农忙的村医院医疗队深入田间地头为农忙的村
民送医送药民送医送药 张红张红摄摄

“刘主任，央金目前恢复良好，他和家属非常感谢您的千里救治之

情。”6 月 16 日，陆军特色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刘明永收到西藏武警总

队医院骨科医护人员的反馈后，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这

半个月来，他和科室军医们一直牵挂着远在 3000 公里之外的藏族青

年央金。

时间拨回到 6 月 1 日上午，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骨科主任刘鹏接通电话。“我们接诊了一例严重高空坠落伤者，请求贵院

专家会诊手术。”电话来自西藏武警总队医院骨科。刘鹏向中心领导汇报

后，一边履行院外会诊手续，一边调整科室工作，由骨科副主任刘明永赶

往西藏拉萨参与救治。为赢得更多时间，刘明永及时询问患者基本情况，

初步拟定治疗方案。

央金的情况不容乐观，因高处坠落导致胸椎多个椎体爆裂性骨折，骨

折椎体直接导致胸 5 椎体水平脊髓损伤而截瘫……如不及时抢救，将有

生命危险。刘明永当天晚上到达后，顾不上高原反应，迅速赶往西藏武警

总队医院，现场进一步了解患者伤情。

患者伤情让人揪心，骨折严重，椎管占位压迫脊髓……“当务之急必

须通过手术解除脊髓压迫，以恢复脊柱的支撑功能。不然患者将长时间

卧床，肺部也容易感染，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全面评估患者病情后，手术

方案和刘明永预想的一样——前后路骨折切开复位，后椎管减压，最后用

椎弓根钉棒内固定稳定脊柱并植骨融合。

刘明永主刀，与总队医院骨科业务骨干共同进行手术。手术中，刘明

永一边娴熟操作，一边向跟台医生讲解上胸椎解剖特点和手术操作的注

意事项。3 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脱下手术服，刘明永来不及休息，立

刻坐飞机赶回重庆，准备上第二天的门诊。

“姓军为兵，服务人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这次驰援是对

生命的挽救，也是一次技术的传帮带。手术有一定难度，只有将技术留

下，才能帮助更多的藏族同胞。”刘鹏如是说。回到重庆的刘明永，一直

心系 3000 公里外的央金，一有时间就会指导当地医生进行后续治疗。

截至发稿，央金恢复情况良好，他对解放军医生的救治之情念念不忘，

感激不尽。

一名军医跨越3000公里的救援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王 琼 朱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