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碧峰 李仁锡 本报记者 张 强

不久前，新疆军区某团高原某驻训点的官兵

欢天喜地地迎来了“搬迁”的好日子。他们要从

“地窝子”帐篷及普通板房宿舍里搬出来，住进第

三代阳光板房。

“新一代阳光板房给高原驻训点的官兵带来

了很多便利，也有效助推了部队战斗力生成。”该

团后勤保障股股长王雷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哔哔哔”，周五早上，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

响起……看了一眼秒表，集结用时 11分 19秒，该

团作战支援营营长李茂林一颗心终于落地。该

营担负团里的应急支援任务，快速集结是关键。

在搬进第三代阳光板房前，该营各单位所住的帐

篷位置比较分散，受空间所限，之前的应急演练

一直效果不佳。

“靠电话传达单机传令用时长，单位分散居

住人员集结慢，受空间限制车辆编队慢……”连长

刁盼盼列举以往制约应急支援的因素。住进第三

代阳光板房后，该营由“满天星”汇成“一团火”，战

斗力显著提升。一来人员集中居住，集结速度大

幅度提升，二来通联更加便捷，一声哨响，“千军万

马来相见”。从下达号令，到完成集结，各环节衔

接更紧凑，以往用时 20多分钟才能完成集结，如

今却仅用11分钟左右，时间缩减了一半。

“住在阳光板房里，一觉安心到天亮。”住进

第三代阳光板房，下士罗青松感触颇深，以前住

在普通板房，时常前半夜热，后半夜冷，一晚上会

醒来好多次，睡眠质量不太好。“搬迁”后，官兵普

遍反映，睡眠质量明显提高。睡眠质量变好，训

练质效随之水涨船高。在最近一次“非整百米”

轻武器射击中，罗青松所在连队的优良率较上个

月提升了 7.6%。

“作战值班室搬到第三代阳光板房内，通联

不畅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作战参谋郭云龙感

慨，之前各点位分散，值班室有重要通知传达时

只能通过有线电话，但是“被复线”在各单位之间

架设，线多且长，经常因为裸露在地表，被过往的

车辆压断或在施工过程中被挖断，导致机关基层

通联不上。

第三代阳光板房的“一体化”设计，解决了线

路问题。在新一代板房中，线路能较好地隐藏在

专门用于布线的夹缝之间，避免了因施工等情况

将电线弄断的问题。

对于该团信息保障队的官兵来说，这是一个

福音。在这之前，他们每周要出去巡线 3—4次，

如今，他们不需要巡线，可以抽出更多时间对自

身专业进行训练。

“科技之光惠福高原官兵，住进阳光板房，我

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对战斗力的贡献率。”该团首

长感慨。

提升科技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氧气含量不足平原

的一半，以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该团警勤工兵连连长吴刚雷告诉记者，之前住在

“地窝子”帐篷里，每个帐篷全天都要烧火炉。在

相对密闭的帐篷里，一旦出现一氧化碳中毒的情

况，后果不堪设想。

住进第三代阳光板房后，他们不再使用以煤

为燃料的火炉，连队也无需担心一氧化碳中毒发

生了。

排长谢喻琳夜晚查完哨，借着淡淡的月光瞟

给高原官兵带来诸多便利

第三代阳光板房的一个特点是节能环保，和

以往相比，它每天能节省不少资源。

板房顶部，一排排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

王雷介绍，这些太阳能电池板能给储电电源充

电，同时能为一些小房间的专用发热砖充电。

“高原阳光充足，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每天

发电约 200 千瓦时，经过计算，住进板房后我们

一个季度能节省大概 500 升柴油。”后勤助理郭

凯告诉记者。

第三代阳光板房供热热源有 3种，一是靠柴

油暖风机，二是靠专用的发热砖，三是靠热辐

射。板房施工的技术专家告诉记者，第三代阳光

板房隔热效果极好，在七八月份，不下雪的情况

下，仅靠人体及电脑等设备的热辐射，就能使板

房内温度保持在十几摄氏度。冬天高寒天气气

温可达零下 40摄氏度，开启柴油发电机，仍可以

保持十几摄氏度的室温。

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地面被冻得坚硬，

十字镐一镐下去，只能敲出一个白点。官兵平均

一个半月就要挖一个旱厕。使用过后的旱厕就

地掩埋，会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而第三代阳光板房内配置的生态厕所，通过

培养的特殊菌群，可以将粪便分解为二氧化碳和

水，再通过一系列分解压缩，实现节能环保。技

术人员介绍，如果使用得当，生态厕所可以使用

一年。它既方便了高原官兵的生活，又很好地保

护了高原的生态环境。

该团炮兵指挥连 3 排单独住在一个坑道

里，远离连队饭堂，生活、训练都极不方便。如

今全连住在一栋板房里，他们从宿舍到饭堂的

时间仅需不到 2 分钟，甚至不需要到室外。除

此之外，如今会议集合，他们也省去了奔波之

苦。

“阳光板房给官兵带来的便利，是看得见摸

得着的，住进板房，我们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下士张海脸上洋溢着笑容。

阳光板房不仅节能还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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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佳庆 王志超 本报记者 张 强

了一眼手表，凌晨 2 点 29 分，比以往查铺查哨用

时少 20 分钟。这并不是谢喻琳偷懒，而是住进

阳光板房带来的便利。

“以前查铺，必须要检查一氧化碳报警器，火

炉也要逐一开盖看一眼，煤少了就得添上。”谢喻

琳掰着手指计算，以前连队分散住在4个坑道里，

每个坑道有 3个住人帐篷，检查一个帐篷要 3—4

分钟，加上要检查2个哨位哨兵执勤情况，一趟下

来用时将近一小时。如今搬到新板房，大家集中

居住，也不用再烧煤，给查铺节省了不少时间。

在高原，生病后恢复得特别慢，上等兵刘咏

逸对此深有体会。他之前住在普通板房的上铺，

烧火炉的普通板房内上铺要比下铺热很多。那天

睡觉前火炉烧得特别旺。因为太热，他身上只穿

了一件秋衣，也没盖被子。不曾想到了后半夜，炉

子没及时添煤，房间温度降了下来，刘咏逸因此患

了感冒。等到感冒康复，已经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记者了解到，第三代阳光板房采用的隔热材

料是聚氨酯，墙面内外金属层完全不接触，5 厘

米厚度的墙板材料的隔热效果相当于 1 米厚普

通砖墙的隔热效果，室内温度均匀且稳定。官兵

住在第三代阳光板房里，能有效减少因温差变化

引起的各类疾病。

第三代阳光板房给高原官兵带来的便利远

不止这些。

凌晨一点半，夜训回来的官兵在盥洗室打开

水龙头，温度适宜的热水徐徐流出。在第三代阳

光板房的盥洗室里，安装有300升容量的热水器，

能够满足官兵日常热水使用需求。官兵随开随

用，省时省力。上士赵志银是班长，“搬迁”前他每

天晚上要提前安排班里人用炉子烧开水。他们每

晚至少要烧开满满4壶水，才能满足班上8个人的

洗漱用水需求，如今这些烦恼都已不在。

“住进阳光板房，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了一个

层次。以前很多难题如今都已迎刃而解。”某连

指导员唐庆曦不禁感慨。

第三代阳光板房

隔热效果极好，在七八

月份，不下雪的情况

下，仅靠人体及电脑等

设备的热辐射，就能使

板房内温度保持在十

几摄氏度。冬天高寒

天气气温可达零下 40

摄氏度，开启柴油发电

机，仍可以保持十几摄

氏度的室温。

◎冯海玲 赵双林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烈日飞沙疆境处，兵车载途训正酣。

阴山西麓，西出狼山，人迹罕至。一支车队宛

若钢铁长龙冲破烟尘，飞越河谷险隘。近日，沈阳

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官兵走出营区，来到西

北大漠戈壁，在陌生恶劣环境下开展专攻精练。

贴近实战练兵 练就过硬本领

沙漠边缘，某汽车营营长陈金伟正向官兵下

达行军路线。所谓路线，不过是卫星地图上的几

个小点，放眼望去，除了一望无际的沙丘和点缀

其间的梭梭树，只有一群骆驼若隐若现，哪有什

么道路？

“1 组出发！”随着一声令下，2 人 1 车战斗小

组循着导航坐标，在起伏的沙丘间，驾驶十余吨

重的卡车按图索骥，开始了 300公里“魔鬼路段”

的疾驰。

“花园跑不出骏马，营院练不出精兵。过去

部队习惯在营院场地训练，划道道、竖杆杆、跑固

定路线，掐一分一秒，尽管跑得滚瓜烂熟，依然距

离战场太远。”现场参训的该旅参谋长冯勤旭说，

如今队伍跑的是无人区荒漠、戈壁、山地、河滩、

峡谷……只有在接近甚至超越实战的环境中摔

打，才能锤炼运输投送铁拳头！

没有道路，没有队友，没有信号，没有救援……

烈日风沙中，驾驶组既要判断地形地貌、选定最

优路线，又要随时处置特情，对识图、控车、抢修

能力都是极大考验。

黄沙漫卷，马达轰鸣。一辆高机动卡车行至

沙丘顶部高高跃起，卷起沙浪重重拍下，驾驶员

急打方向盘，冷静修正摆尾、推头等险情，丝毫没

有减速的意思。

“越难越要敢闯。”训练尖兵、4 级军士长王

东海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的战斗小组在狼山峡

谷遭遇“空袭”，通路桥梁被毁，绕行需 200 多公

里，2 人结合卫星地图和现地进行分析，重新规

划了涉水穿越河谷的路线，在突破水冲沟、石滩、

沼泽等复合路线上的种种困境后，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了运输任务。

“过去开车跟着大队伍走，没感觉有多难，如

今跑单车，路线陌生又复杂，全靠 2人密切配合，

不练就过硬的本领怎能应付得来？”王东海说。

艺高人胆大，胆大的背后是官兵日臻娴熟的

技能，和从严从实的安全防护措施。

在重型运输车上，战士张严严展示着安防设

施：驾驶室以高强度钢管做了防滚架、加装了 6

点式安全带，更换了安全窗、贴上了防爆膜，操车

环境安全性能得到全面升级；个人防护方面，更

是从头到脚配备了防火面罩、防沙眼镜、防护头

盔、护颈、护腰、护膝、防爆手套等，头盔内置对讲

机，确保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仍可保持联络。

做好后勤保障 确保随时能战

夜幕降临，在指挥帐篷中，营长正在对当天

训练情况进行点评：“王东海的平均时速是 72公

里，在选定路线这个环节，他抄了一条无人敢走

的近路，跑出了最佳成绩。”

与此同时，维修组长、“最美新时代革命军

人”、一级军士长张俊凯正带领维修团队，紧

张地对车辆进行检修，确保装备随时处于优良

状态。

“如此高强度的训练，一天下来总有几台车

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张俊凯一边检修一边

说。这位黝黑的汉子鬓角的头发已经发白，却始

终与普通战士一道冲锋在前。

前几天，一台卡车在峡谷疾驰，车轮侧壁在

高速行驶中被一块尖利的石头割破，车胎被炸

成一条一条的，触目惊心。但由于车轮陷在近

一米深的砂石坑中，车辆底盘已经没有换胎的

操作空间。

在 驾 驶 员 一 筹 莫 展 之 际 ，张 俊 凯 及 时 赶

到 ，他 先 将 车 辆 底 盘 下 挖 出 空 间 ，用 石 头 填

实，再在石头上架设千斤顶，避免车辆继续下

陷，最后把换轮胎的地方挖出深坑，成功更换

了轮胎。一番“逆天操作”，看得年轻驾驶员

心服口服。

维修完毕，张俊凯向年轻士官传授驾车经

验：“快过砂，慢过水，一旦陷进去不要惊慌，垫上

木板再利用绞盘进行自救……”

不久前，张俊凯赴京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深受鼓舞。

“面向军事斗争一线练兵，贴近实战练兵，

练出新战法，练出新高度，才能全时待战，随

时能战！”某营教导员苏义然说，“革命年代，

部队用生命和鲜血筑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

铁运输线’；新时期，我们要继承‘一切为了前

线，一切为了打赢’的后勤精神，锻造保打赢

雄狮劲旅！”

记者看到，极限练兵不断激发官兵潜能、磨

砺战斗技能、考验装备性能，锤炼了一批保打赢

精兵强将。

陌生恶劣环境下，练就运输投送铁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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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室以高强度钢管做

了防滚架、加装了 6 点式安

全带，更换了安全窗、贴上了

防爆膜，操车环境安全性能

得到全面升级；个人防护方

面，更是从头到脚配备了防

火面罩、防沙眼镜、防护头

盔、护颈、护腰、护膝、防爆手

套等，头盔内置对讲机，确保

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仍可保

持联络。

近日，第 984医院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一场战场救护前沿讲座吸引

了该医院各科室医护人员前来聆听。

“一般性创伤损伤复苏策略”“战术救治和后送方法”……解放军总医

院第四医学中心急诊科主任赵晓东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战救技术、

救治方法倾囊相授。在第984医院，像这样的讲座赵晓东已经开展了5次。

作为全军战创伤中心，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会定期派专家团

队前往兄弟医院、基层部队医院，给基层医护人员讲授最新研究成果，并

与他们探讨技术方法。去年，他们与第 984 医院签订协议，实行“下沉培

训、上送学习”人才双向培训机制，为基层培养更多技术过硬的“全科医

生”，提升官兵眼中“家门口医院”的诊疗能力。

总医院专家“走出去”

去年冬天，赵晓东到第 984 医院开展训练伤防治“三巡”工作。回到

单位后，他收到该医院医护人员发来的信息，了解到调整改革后该医院面

临的诸多发展困境：改革后，第 984 医院转型为大型综合医院，保障体系

人员和保障任务大大增加，医院面临战创伤救治人才短缺的难题，尤其在

多学科复合伤处理领域缺乏临床经验。

“我们应该帮助基层医院提高救治水平，让优质治疗资源下沉基层，

把就诊官兵留在‘家门口医院’。”赵晓东说。

对此，联勤保障部队首长反复强调，要完善医疗救治体系，提升基层

医院救治能力。

此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与第 984医院存在“纵向没有垂直

管理，横向没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为此，双方签署《战略协作帮带协议

书》，协商决定由该中心定期派专家到第 984 医院传授医疗技术，重点解

决“临床保障、救治能力不高”等问题。

基层军医“请上来”

让总医院专家“走出去”，更要将基层军医“请上来”。

完善双向培训机制，完备医疗救治体系，提高末端诊疗能力。两家医

院明确以“手术指导、坐诊带教、教学查房”等方式，采取短期轮训、长期进

修模式，对第 984医院医疗骨干进行轮训。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急诊科学习半年，第 984 医院急诊科

军医吴刚掌握了先进的临床技术。回到第 984 医院后，他利用培训所学

统筹推动急诊科建设发展，提高了该医院急重症患者救治率。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还定期派出专家，与第 984 医院医护人

员一起，前往体系部队巡诊，了解官兵诊疗需求，通过现地教学提高基层

卫生员处置能力，向基层官兵普及训练伤的防治知识。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卫勤部部长霍霄鲲认为，完备的医疗救

治体系，一方面能够缓解大医院就诊压力，另一方面则为一线官兵提供了

更便捷的就诊渠道。他说：“把患者留在‘家门口医院’，才能真正实现‘官

兵少跑腿，信息多跑路’‘技术送上门，服务暖在心’。”

提高基层救治水平

把就诊官兵留在“家门口医院”

科技日报讯（钟福明 记者张强）“这套系统实现了指挥筹划自动化、

‘三情’分析研判智能化……”近日，某部展开了一场以方案计划推讲、重难

点问题推研、典型场景推演为主题的“三推”活动。某指挥筹划辅助系统作

战数据信息测算精准、推送快捷，为作战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节省了大

量时间。参与这项技术攻关研发的正是火箭军工程大学数据工程团队。

“信息化战争中，数据是作战的基础、决策的依据，谁掌握的数据更充

分、更准确，谁就能把握制胜先机。”该团队主要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团队

紧盯军事大数据工程领域，聚焦作战、训练等的数据保障重大需求开展研

究，先后攻克多项关键技术，为火箭军大数据建设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该团队结合承担的系列演训任务数据分析保障工作，研发了训练数

据预处理及分析挖掘系统，有效保障了各类演训数据“采、存、管、用”的需

求，并先后对多个旅团级单位展开专项调研，形成军事训练数据运用问题

咨询报告，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注入强劲动能。

硝烟弥漫处，数据采集时。该团队以大数据实战应用为重点，深入部

队演训一线，先后参与某工程大数据项目方案论证、建设任务及大学试验

鉴定数据整编处理，研发的导弹部队演训数据处理与分析标准流程、关键

技术模型，解决了长期困扰该业务领域的多个难题，真正做到了研究成果

服务打赢能力提升。

大数据融入实战应用

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动能

近日，武警江西总队抚州支队把特战小队拉到野外进行实战化训练，
摔打磨练特战队员综合素质,全面提升特战队员反恐作战技能。图为武
警抚州支队特战小队在野外进行无人机侦察训练。 曹先训摄

野外训练提升反恐作战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