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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的历史时期, 军队职能多样化对我军 官兵的素 质提出 了更高 的要求, 尤 其是部 队参加 处置
国家重大自然灾害过程中, 官兵抗灾抢险的能力和素质 经受极大考 验。如何 培养军 校学员的 抗灾抢 险能力 成为
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本文针对当前几场重大自然灾害 的承受 特点, 从部 队担负 的任务 着手, 探讨 了抗灾 抢险
所需的素质与能力, 并结合军校教育提出了培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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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 史时 期, 随着 军队 职能的 不断 拓展, 多 样化任

界, 强调全面、协调、 可持 续, 其 本质 是以 人 为本。 具体

务对我军官 兵的能力 素质 提出了 更高 的要求 。在参 与处置
国家重大自 然灾害的 时候, 我 们培 养的学 员能 否具 备抗灾

落实到军队院校 的人 才建设 上来, 就是要 突出 强调培 养学
员的全面素质, 提 高他们 遂行 新时 期军队 多样 化任务 的能

抢险的素质与能力,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力。从这次汶 川大地 震中 我们可 以看 到, 在一 次国家 重大
自然 灾害中, 部队所 经受 的考验, 一定程 度上 不亚于 打一

一、培养学员抗灾抢险素质与能力的意义
当 前, 正 是自 然 灾害 的多 发 期。从 今年 年 初 的冰 灾,
到四川汶川 的大 地震, 其 破坏 性之大、涉 及面 之广 都是有

场现代条件下的 局部 战争。这 就要 求抗灾 抢险 人员具 备更
全面 的素质, 因此, 院校 在教 育中 要注重 培养 学员抗 灾抢
险的 能力。

史以来极为 罕见 的。面临 如此 重大的 灾情, 参 与抗 灾抢险
的官兵始终 冲锋 在前, 为 抗灾 减灾做 出了 突出的 贡献, 但

二、培养学员抗灾抢险素质与能力的要求

是由于部分 一线指挥 员缺 乏这方 面的 能力, 再 加之 身心素
质不过硬, 致使部 队在 营救过 程中 效率比 较低。 因此, 加

( 一) 合格的政治 素质
政治素质是我军指战 员在 遂行 各种任 务过 程中所 具备

大对学员抗灾抢险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既是 当前形势的 需要,
也是更好地 履行新时 期我 军历史 使命 的有效 途径, 具有很
强的时代意义。

的基 本素质。在和平 年代, 可 以表 现为在 国家 发生重 大自
然灾 害时, 作 为一名革命军人能否冲锋在 前, 在面临 / 急、
难、险、重0 的 任务时, 能否坚 决贯 彻党 中央、 中央 军委

( 一) 培养学员抗灾抢险素质与能 力是军队 职能多样化
的内在要求

的指 示精神, 以勇往 直前、不 怕牺 牲的精 神完 成抗灾 抢险
的最 终胜利。因此, 军 队院 校在 平时 的教 育、管理、 训练

当今世界的 安全 形势 正发生 着深 刻变化, 军队的 职能
和任务不 断拓 展。面对 如此复 杂的 国际、国 内环 境, 胡总

过程中要强调学 员政 治素质 的培 养, 不断 提高 完成抗 灾救
灾任务的 使命意 识、服从 意识、奉 献精 神, 打牢 完成 抗灾

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 指 出, 要 / 提 高军 队应 对多 种安 全威
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0。指 明了军队 在维护国家

抢险 等多样化任务的思想基础。
( 二) 扎实的专业技能

和平稳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这一重 要论述中的 重任。
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 军 校学员 是否 具有完 成多 样化 任务的

部队在参与抗灾 抢险 的过程 中时 间紧, 任 务重 , 扎实
的专业技能是完 成抗 灾抢险 任务 的基 本保证。 如在参 与处

能力是摆在 当前 的一 个重要 课题。因 此, 针对 军队 职能多
样化的需求, 努力 造就 和培养 一批 胜任多 样化 任务 的人才

置汶川 大地 震的 过 程中, 工程 兵在 道 路 抢通、 人员 营 救、
爆破危楼的过程 中发 挥了重 要作 用; 空降 部队 第一时 间在

是军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 二) 培养学员抗灾抢险素质与能 力是科学 发展观的具

灾区实施高 难度 伞降, 为 营救工 作掌 握了第 一手 资料; 通
信、防化等专 业兵种 也发 挥了不 可或 缺的作 用。由此 可以

体体现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 时期我 党对 马克思 发展 理论 的新境

看到 , 在军校 学员素 质与 能力的 培养 过程中, 要围绕 完成
抗灾抢险的 需要, 深 化教 学改革, 切实把 专业 技能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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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抗灾抢险素质与能力培养的重要方面。
( 三) 灵活的协调能力

再到灾区的 重建, 方 方面 面都需 要具 备专业 知识, 尤 其是
与抗灾抢 险相关 的专 业知 识。所以, 在 教学过 程中 , 要把

抗灾抢险, 通常 是 军、警、民 的联 合 行动, 涉及 的救
灾力量比 较广 泛。例如, 在 汶川 大地震 抢险 救援 中, 既有

抗灾抢险的相关 知识 融入到 相关 教学 科目, 使 其更有 可操
作性 , 并适时 地进行 抗灾 抢险的 教学 演练, 培 养学员 应对

解放军、武 警、消防等 抗灾 力量, 也 有各 级政府 组织 的救

多样 化任务的专业素质。

灾力量; 既 有 国际 的 救援 组织, 也有 国 内的 救 灾 志愿 者。
各种救灾力量在实施抗 灾减灾 的过 程中很 有可 能会 发生任

建设适应 抗灾 抢险 的教员 队伍。 / 打铁 还要 自身 硬0 。
教员要具备抗灾 抢险 的知识 和经 验。要把 抢险 救援的 相关

务重叠或任 务真空的 情况, 如 果不 能及时 协调 好各 抗灾力
量, 就会丧失营救的 有利 时机。军 校学员 作为 未来 抗灾抢

知识充实到教学 实践 中, 并且 主动 承担有 关抗 灾抢险 的课
题研究。有机会可 以派课 题组 到抗 灾一线 直接 参与抗 灾抢

险的一线指 挥员, 应 该具 备灵 活的组 织协 调能力, 在抗灾
抢险过程中, 通过强 有力 的协 调, 促进各 抗灾 抢险 力量的

险并且从中 积累 素材, 为 课题的 实用 性打好 基础, 也 为以
后的 教学提供感性资料。

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 四) 过硬的身心素质

开展关于抗 灾抢 险的主 题教 育活动。 通过积 极开 展抗
灾抢险的主 题教 育活动, 教育、引 导学员 自觉 掌握抗 灾抢

过硬的身心 素质 是军 人遂行 各种 任务的 前提。每 一次

险的知识和 技能, 激 发他 们投身 抗灾 抢险的 热情。可 以请

参与抗灾抢 险, 都是 对官 兵身 心素质 的考 验。通常 灾害爆
发后, 伴随 大量的群众伤亡, 急需 救援; 电力、水力 中断,

专家, 教授或者是 从抗灾 一线 归来 的指战 员进 行抗灾 抢险
的主 题讲座, 以他们 的广 博学识, 经验或 者在 一线的 亲身

需要尽快 修复; 大 量建 筑物被 毁坏, 需 要重 建。高强 度的
体力劳动, 再加之缺 少休 息时 间, 极易造 成救 灾人 员的体

体验来教 育 学员, 以 抗 灾抢 险 中的 英模 人 物来 感染 学 员,
从而 达到更有效的教学效果。

力透支。同 时, 因长时 间目 睹灾 区场景, 近距离 接触 遇难
人员, 加之 体力消 耗严 重, 导致 心理免 疫力 下降, 一 些官

( 三) 把学员抗灾抢险素质与能力 的培养纳入 到抗灾实
践之 中

兵可能出现 心理 机能 的改变, 引起一 些负 性心理 反应, 比
如恐惧心理、焦虑 心理、抑 郁心 理、强迫 心 理、自责 心理

在抗灾一线 提高 能力。组 织学员 到一 线进行 抗灾 抢险
既是军队任务多 样化 的需要, 也是 提高学 员抗 灾抢险 能力

等等。所以, 在 平时 教育中, 要注重 学员 的 体能 锻炼, 并
且抓好 / 心理战0 训练, 培养适应抗灾抢险的身心素质。

的最直接最有 效手 段。2008 年初, 在湖南 冰冻 灾害最 严重
的时 期, 我校 领导率直 属分 队官 兵和 留守 学员 600 余 人多

三、培养学员抗灾抢险素质与能力的对策

次出 动, 在京 珠高速 公路、长 沙市 区五一 大道 等主要 路段
破冰 除雪, 为 市民运 送生 活物资, 为抗击 冰灾 的胜利 做出
了突出贡 献。通过 实践, 学 员看到 了自 己的不 足之 处, 从

( 一) 把学员 抗灾 抢险素 质与 能力的 培养 纳入 到日常
养成之中

而在以后的学习 生活 中加以 弥补, 达到了 最大 限度提 高其
能力 的目的。

以政治教育为 先导, 打 牢学员 的思 想根 基。一方 面要
提高学员的 政治素养, 在经常 性教 育中培 养学 员的 党性意

在抗灾一线 磨练 意志。直 接参与 抗灾 抢险是 锻造 学员
意志品质的 有利 时机。在 抗灾一 线面 临多种 考验, 精 神高

识, 服从意 识。另一方 面要 不断 培养学 员的 战斗 精神, 使
他们在面对 重大灾害 时要 有勇往 直前 的精神 , 在参 与处置

度紧张, 这就 在无 形中锻 炼了 学员 的意志 品质。同 时, 发
扬我军 / 听 党 指挥, 为民 服 务, 英 勇 善 战0 的优 良 传 统,

的过程中要 有甘于奉 献的 精神, 在 参加灾 后重 建的 过程中
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以及英勇顽 强、甘于 奉献 的战斗 意志 和战斗 作风, 培 育学
员的 战斗精神, 为完成其它多样化任务打下基础。

以日常管理为 契机, 提 高学员 的组 织能 力。军校 的日
常管理 是提 高 学员 组织、 指挥、 协调 能 力的 一 个 大平 台。

在抗灾一 线达 到理 论与实 践的 结合。 / 实践 出真 知0 。
学员参与抗 灾抢 险是总 结训 练经验 , 反馈训 练效 果, 不断

为了适应军 事任务多 样化 的需求, 尤其是 为了 提高 抗灾抢

提高学员抗 灾抢 险能力 的重 要途径 。平时, 在 学校接 触到
的都是静 态的、程 式化的 教学 内容, 而 到了抗 灾一 线, 一

险能力的需 求, 在管 理模 式上, 应 该推行 在队 干部 领导下
的自主管理 模式, 积 极开 展模 拟连活 动, 放手 让学 员自己

切都是动态 的, 随时 可能 发生突 发事 件, 这就 需要有 灵活

管理自己, 给学员更 多的 自主 权, 协助学 员组 织各 种大型
活动, 在完成各种任务中提高学员的组织、协调能力。

的 反应能 力, 以 及分析、解 决问题 的能力。在 处置各 种突发
事件 的过程中, 通过解决实际问题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以训练计划为 准绳, 培 养学员 的身 心素 质。为了 适应
抗灾抢险中 高强 度、长时 间的 体力劳 动, 学员 队一 定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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