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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实战开展反常态训练
■周友亚 胡映卫

2014 年初，海军 372 号潜艇在执行
战备远航任务时，突然遭遇海水“断崖”，
危急时刻全艇官兵开始了条件反射式的
应急处理，3 分钟内在能见度几乎为零
的水雾环境中，关闭近百个阀门和开关，
操作数十种仪器，最终排除险情成功上
浮。事后总结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全
艇官兵之所以能在险恶的环境中战胜死
亡的威胁，转危为安，与平时扎实的反常
态训练分不开。反常态训练是指紧贴实
战需求，为应对作战过程中特殊的危急
情况、解决战斗中最残酷的局面而进行
的扭转战机或转危为安的针对性训练。

反常态训练的实战价值
反常态训练能有效保存自己。对官

兵来说，无论是非战争行动还是作战，都
会面临这样或那样危及自身生存的困难
和风险。面对这些困难和风险，如果没有
足够的训练准备和应对素质，就可能临
阵慌乱、处置失措，以致事败人亡。只有
对那些可能危及自身生存的危险隐患，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有针对性地
进行反常态训练，形成有预备的处置方
案，积累感性认识和理性经验，才能在危
机发生时临危不惧、有序处置、化险为
夷，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

反常态训练能达成出奇制胜。兵无
常态，战无定式。从训练与作战的关系
看，训练场上“意外”越多，战场上应对
意外的招法就越多。特别是在瞬息万
变的战场上，当部队遇到困难或强敌
时，不是官兵“灵光闪现”或“拍脑袋”
就能有计策、有办法的，更多的要靠平
时不拘一格的反常态训练来积淀对策
和思路。部队在平时训练中掌握应对
危急情况、特殊情况的方法手段越多，
就越能够快速自如地出奇计、出奇兵，
用诡变、欺诈等反常态的策略、手段克
敌制胜。

反常态训练能够增强战斗自觉。在
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发动前的临战训练
中，各部队普遍针对攻打大城市可能会

出现高大城墙难通过、街道巷战情况复
杂、暗堡火力突然袭击等异常情况进行
反常态训练，熟练掌握了应对各种意外
情况的处置办法，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
战役的胜利。实践表明，只有那些平时反
常态训练抓得扎实、练得充分的部队和
官兵，在任务和情况复杂变化的情况下，
才能够稳住阵脚、主动应对、积极行动，
才能有向前冲击的力量和完成任务的创
造性激情。

用底线思维开展反常态训练
抓好环境恶劣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训

练。在反常态训练课目设置上，必须把复
杂环境中应急处置作为重点突出出来，
特别是要抓好复杂电磁环境下如何保持
通信联络、如何保持信息化武器不失灵，
遭受核袭击后如何保护官兵身体、如何
抗击敌人远程攻击，确保部队在复杂的、
恶劣的环境变化中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战
斗力。开展应急处置训练的核心内容，是
对各种异常情况的应对处置，应根据本
单位作战功能、任务性质、作战对手和战
斗环境，对各种可能的紧急的异常情况
进行想定作业，做好充分的应对方案，加
强针对性演练，熟练每个岗位人员的战
斗技能，做到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紧急情
况部队都能够按照预先方案井然有序地
应对处置。

抓好时间紧迫情况下的快速反应训

练。反常态一般都伴随着突发性的特点，
可供处置的时间非常短促，常常以分钟
甚至是以秒来计算，超过某个时限，危险
就会真正转化成为危害。根据这种情况，
反常态训练必须抓好时间限制内快速反
应能力提高。两军对垒，双方都在抢时
间、争速度，只有行动上比敌人快，始终

做到先敌一步，始终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才能把握作战的主动权。快速反应训练
的核心内容是针对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
进行的抢时间、争速度训练，要把各动作
的速度练到极致，以速度的优势解决突
然出现的危险。

抓好装备受损时的自卫抢修训练。
当今时代，武器装备性能越来越先进、结
构越来越复杂、系统越来越精密，在部队
战斗力构成要素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
大。一旦武器装备受到损害，部队战斗力
就会急剧下降，自保都会非常困难。因
此，应将武器装备受损情况下自卫和抢
修，纳入反常态训练课目。要对可能遇到
的袭击进行设想，针对那些容易受损又
特别影响装备战斗力的部位进行损坏模
拟抢修训练，练速度、练技巧、练配合，并
摸索在修复情况下的替代方法，丰富补
救手段和措施。

以实战标准推动反常态训练
反常态训练须紧贴实战背景来开

展。反常态训练不能囿于常规，而要按照
实战标准甚至高于实战标准，把部队置
于复杂多变的情况中，特别是特殊和意
外情况中，加强实兵、实装、实弹和全员、
全装、全过程演练，在设置的难局、险局、
危局、败局中训练摔打部队。要设置逼真
的作战对手，努力实现反常态训练环境
最大限度地贴近战场环境，特别是超强
编配模拟“蓝军”队伍，以“准战场”的训
练环境摔打磨练部队，让部队在与“强
手”过招中掌握实打实作战的本领。要坚
持什么管用就练什么，在实战最关键、最
管用的环节上求突破，突出关键课目、关
键岗位、关键人员和关键环节训练，突出
指挥员判断、决策、指挥训练，突出预案

式针对性训练、战术对抗训练，把练技术
练战术与练智慧练胆略练血性紧密地结
合起来。

反常态训练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事出反常必有妖”。反常态训练的内容
设置应采取追问的方法，由问题倒逼而
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提高质量。如
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危机，也就不
会思考反常态应“反”在哪儿。各级领导
和机关肩负着能打仗、打胜仗的重任，必
须把发现问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
决问题作为反常态训练的基本要求。一
定要学会从现实训练中发现问题、从未
来战争规律中寻找问题、从对手的作战
方法中设置问题，以对强烈的求胜欲望
和对官兵生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作战
中的问题一个一个有针对性地进行反常
态训练。像 372 号潜艇那样以问题倒逼
的方式抓训练，人人参加、反复进行，直
到形成机械记忆。

反常态训练须注重训练效益。反常
态训练在难度、强度上要求更高，有的甚
至要在非常严苛的条件下组织，带有一
定的风险性，须科学设计、严密组织，加
强全程跟踪监督，把好训练的质量关、
效益关。坚持仗怎么打，就怎么训怎么
考。要针对训练课目的内容、特点、性质
和风险度等不同情况，分门别类地制定
考核评估标准，完善效果考评体系，建
立训练考评档案。要注重引入科学的考
核评估模式，开发反常态训练仿真模拟
软件，实现由单层面、单专业考核转向
多层面、多专业、全方位考核；运用数据
量化精确考，以量化分析为依据，适时、
全面地采集部队演练信息，让考核成绩
更加客观真实；适时记录反常态训练情
况，总结梳理训练经验，全面提高训练
的质量效益。

学好用好军语不可小觑
■谭雪平

据报道，陆军某装甲旅组织的一场实

兵实车对抗演习中，“红军”指挥员向隶属

的坦克二营下达了“集中兵力沿两翼卷

击”的作战命令。卷击是指突入敌防御阵

地后向突破口两侧实施的包围攻击，目的

是扩大突破口，攻歼两侧的敌人，发展突

破的胜利。卷击时，行动要迅猛，要与向纵

深发起进攻的部队相配合。而突击是指集

中兵力、火力对敌实施急速猛烈的打击，

打开突破口后向纵深发展。由于二营通信

员不懂这条军语，错误地给二营长转达了

“两翼突击”的命令。最终造成“红军”二营

被全歼，“蓝军”成功翻盘。刘伯承元帅就

曾强调，“没有军事术语的统一，便不能准

确地交流思想，势必影响以后的军事行动

和作战指挥”“在军事上一字之差也会死

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战斗的成败”。

军语，是军队在作战、训练以及其他

工作中统一使用的规范化军事用语，是

军人的标准化语言。军语不仅关系到现

代战争的胜负，涉及军队改革发展，推进

军事文化的建设，还体现着军事人员的

素养。目前，军语“说起来重要，用起来不

重要”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一些军事新闻

报道或学术文章中，不用军语的现象时

有发生，说的都是民语、老百姓的语言。

有些即便使用了，对军语的释义理解也

是含混不清，如“突击”“突防”不分，“番

号”“代号”混用。长此以往，将给军队建

设和作战训练造成极大危害。我们应学

好军语、用好军语，充分发挥军语在军队

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中的基础性作用。

军语是对军事斗争认识的总结，是对

军事实践活动理性化、科学化、规范化的

表达方式，符合军队和军人的需要，具有

准确性、系统性、权威性、规范性、强制性、

简明性、单义性等诸多特点，是确保军事

行动协调一致的工具手段，是推进军队建

设正规统一的基础支撑。要坚持学用结

合、以学促用。一方面，要学好本专业的军

语。军语既有通用军语，也有专业军语，每

个军兵种都有各自的专用军语。各级各类

指挥员对履行职责所需要的军语必须学

深学透、熟练掌握、正确使用，不能随意生

造用语，也不能随意引用尚未普及的外来

语。同时，要遵循相关军事规则使用军语。

如数字军语“07”要读成“洞拐”。

另一方面，还要学好非本专业的军语。

未来战争，是陆、海、空、天、电等多维一体的

联合作战。如果陆军不懂空军的军语，就可

能会影响到空地协同作战；如果空军不懂

海军军语，就可能会影响海空协同作战；如

果火箭军不懂战略支援部队军语，就可能

影响两军协同作战。因此，在精通本专业军

语的基础上，还要学习、了解其他军兵种的

专业军语，为联合训练与联合作战奠定基

础。令人可喜的是，在我陆军训练场上，一

些部队已将联合作战中需要了解掌握的

“海军军语”引入了日常训练。

同时，要推陈出新。战争是不断发展

的，军语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在军事

训练和军事科研活动中，要不断总结梳

理、提炼概括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新经

验，依托雄厚的知识储备、创新的军事理

论和丰富的科研实践，提出新军事概念。

作为军人，我们要按照熟悉本职军

语、牢记常用军语、掌握专业军语的原则，

重点学习和掌握适合自己专业需要、与履

行工作职责密切相关的军语，切实做到应

知应会、熟知熟记，准确地使用军语。

抓好科技信息动员
■陈 兵

随着战争的科技信息含量越来越
高，互联网技术、信息对抗技术等现代科
学技术，在战场上的作用日益凸显，科技
信息动员能力强弱将直接关系到战争胜
负。因此，抓好科技信息动员是当下紧
迫的课题。

抓好科研机构动员。由于科研机构
组织的不可分割性，即研究人员的工作
是互相联系与配合的互补关系。许多重
大军事科研，还必须由一系列科研机构
共同实施。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ＮＭＤ 计划”，以及西欧的“尤里卡计
划”等，都是多学科、多专业、多机构共同
参与的。对科研机构的动员，应成建制、
成系统地实施。平时，应依据《国防动员
法》，制定好科技信息动员的计划和相关
预案，以便战时有组织、有步骤地将全国
科技机构转入战时轨道，将科技信息力
转化为军事实力和战斗力。完成好科研

机构动员的前提，就是要贯彻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的原则。国家提出军事需求后，
以任务委托和指令的方式，向有关科研
机构下达战时军事科研和保障任务，根
据相关法规的约束，责令相关科研机构
按计划完成。

抓好科技人员动员。科技人员动员
是为了保障战时武装力量的扩充、军工
生产、科学研究等需求，对相关科技人员
群体实施的动员。被动员的人员一般要
脱离原机构，间接或直接服务于战争。比
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共动员征召了
24.5 万名预备役人员参战，其中技术兵
占 70%，直接操作“爱国者”导弹的人员
中，1/3 是高级技术人员和专家。科技人
员动员有赖于平时储备雄厚的高素质科
技人才。国家应重视在高技术部门建立
民兵高技术分队，完善科技人才的预备
役登记制度，改善民兵组织的技术构成

等工作，各级动员部门和科技管理部门
要制定好动员计划和方案。

抓好科技设备和物资动员。足量的
科技设备和物资，既是科技活动的基础，
也是信息化战争中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
证。鉴于信息化战争进程的不可预测性，
一般情况下，科技设备和物资动员应留
足余地，形成满足战争所需的相对优势。
比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力量与
伊拉克相比具有显著优势，但为了夺取
制电磁权的绝对优势，美国依然租用了
国际商业卫星通信系统，动员国家通信
系统提供了 350 多条专用线路。不仅如
此，美国还与土耳其邮政、电话和电报系
统进行协调，建立起包括西南亚及海湾
地区在内的三军通用的战区军事信息系
统。为搞好战时的科技设备和物资动员，
平时应有必要的储备和严密的计划、管
理和调配预案。在战争动员时，通常采取

征用办法进行。
抓好科技成果动员。它是指战时将

具有实用价值的理论成果、应用技术成
果等应用于战争的行为。比如，在马岛
战争中，英国进行了精确制导、海水淡
化、工程保障等技术成果的动员，并在
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信息化战
争，战场情报侦察预警技术、战场信息
安全传输技术、战场信息对抗技术以及
其他相关可用于军事对抗的高新技术，
应成为战时科技成果动员的重点。战时
科技成果动员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平时
的准备。因此，平时要做好可用于国防
的科技成果的鉴定、登记、统计、归档工
作和建立科技成果数据库并制定相关
政策，同时还要通过军地兼容，引导部
分民用科技研究兼顾国防功能，建立与
完善军事科技成果管理和检索系统，以
缩短战时科技成果由民用向军用的转
化过程，从而为战争提供实时有力的科
技支撑。

以问题牵引战法设计
■岳贵云 史延胜

习主席明确指出，改革是由问题
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
深化。战法设计也是如此。战法设计的
核心是对问题的理解，要坚持问题导
向，分析研究影响和制约实现作战目
标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要梳理出关键
性问题，从思路上形成一条直逼关键
性问题、聚力破解难题进而实现作战
目标的主线。围绕这个主线进行战法
设计，才能避免主题偏移、重点偏失。

切实找准问题

战法设计做到问题牵引，前提是
要找出、找准问题。上级要求是问题，
敌情是问题，战场环境中的各种影响
因素是问题，本级完成任务存在的薄弱
环节是问题，等等，可以说战场情况千
变万化蕴含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关键是
指挥员能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切实抓
住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指挥员
要善于观察战场，善于分析研究各种情
报信息，特别是对敌情要把准、吃透、搞
明白，切实做到心中有底数；要全面梳
理各种问题，不放过任何对作战行动可
能产生影响的问题，防止因小的疏漏酿
成大的失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心
中有底数；要能够抓住带关键性的问
题，比如反空袭作战中的预警、防护，渡
海登岛作战中的航渡、抢滩上陆，等
等，抓住了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战法
设计才有明确的方向和重点，才可以
牵引其他问题的解决。

坚持问题倒逼

从作战构想的角度讲，梳理出多
少问题，至少就应该拿出多少甚至更多
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将这些办法进行梳
理、归纳、总结，就可以形成基本的战法
体系。所以，坚持问题倒逼的方式，深入
研究作战的特点和制胜机理，是战法设
计的基本思路。毕竟战法设计是要针对
实战需要的，不仅要在“理论上讲得
通”，更要在“实战中做得到”。要基于信
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要求，围绕作战要素
战斗力有效释放和高效发挥，有针对性
地解决与战法设计相关的任务区分、力
量使用、时间安排、空间利用及行动方
法等矛盾和问题，形成真打实备、真正
管用的方法体系；要围绕梳理出的各类
可能影响到作战行动顺利实施的问题，
将抽象问题具体化、表面问题深入化，
切实做到将问题准确“定位”，才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最优路径、多种办法，把战
法设计做实、做具体，增强战法设计的
超前性、针对性、有效性；要勇于揪住问
题进行检讨式分析，反过来客观地检查
自身作战准备方面的得失，在对比分析
中客观地判断情况，针对问题检讨、揪
住难题整改，从而围绕实现作战目标有
效地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真正使问题
“归零”，设计的战法才实用、管用。

分析解决问题

沿着问题主线进行周密的分析判
断，是战法设计过程中指挥员思维活
动的核心所在，在这个所谓分析、判
断、推理的思维过程中，指挥员必须掌
握有效的方法，才能缜密、客观、科学
地分析有关问题。影响作战的问题会
有很多，纠结于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找
不到出路，将会在战法设计过程中犹
豫不决。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充
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
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
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面对
这种不确定性，就要按照毛泽东所揭
示的科学方法，“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
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
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
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
下决心，作出计划。”所以，在对问题的
分析判断过程中，要善于小题大做，
从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找出问题的
症结所在，切实拿出有效的应对之
策；要善于借题发挥，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地搞清各种问题的相关性所在，
使作战构想更加全面、战法设计更加
稳妥；还要善于大题小做，重视且不
放过任何问题，但不能为琐碎之事纠
缠不休，影响作战构想的顺利进行，
化繁就简，以简驭繁，在关注全局的
同时善抓重点，以关键性问题的解决
统筹解决其他问题。

●反常态训练有利于有效保存自己，达成出奇制胜和增强战斗自觉。
●反常态训练应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设置训练内容，寻找对策。
●反常态训练应紧贴实战背景，坚持问题导向，突出训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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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激烈的足球赛场上，一支

球队拥有球星并依靠球星的出色发

挥，往往更容易稳操胜券。然而，依靠

球星一旦演化为一味依赖球星，进而

患上“依赖症”，胜券的把握可就难说

了。因为球星总有发挥失常或因伤下

场之时，所以聪明的教练从不把“宝”

押在某一名球员身上。

每读《三国演义》，常为诸葛亮的神

机妙算叫好，特别是他赐予部下的那副

锦囊，每逢紧要关头，只要从中取出预

先写好的妙计，立即就能化险为夷。可

人们也非常担心，万一某一次战斗未授

锦囊，或锦囊在混战中丢失，惯于探囊

取物的部下该如何是好？果然诸葛先生

病逝后，患上严重依赖症的蜀军将士便

心智日拙，只得空饮败亡之恨。

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战

场上敌对双方的对决，不仅仅表现在对

“高人”的依赖，也越来越表现在对“高

科技”的寸步不离，以及对某种作战方

式的情有独钟。据悉，美军作战行动严

重依赖信息，没有充分的信息支撑，绝

对不敢贸然出击；地面作战严重依赖空

中力量，没有空中力量的强有力支援，

没有可靠的空中打击效果，地面部队通

常不会轻举妄动；对外用兵严重依赖航

母战斗群，每遇到突发情况，美国总统

首先要问的是“我们的航母在哪里”。

从一定程度上讲，依赖既是一种

优势，同时也是一种束缚。假如战无所

依、兵无所靠，喜欢单枪匹马、单打独

斗，则注定难有胜战的机会和本钱。但

凡事就怕过度，一旦依赖过度而失去

回旋的余地，那么其所持有的优势就

可能变为包袱和绳索，甚至成为最为

脆弱的链条。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战例，

其实都是从对方所患“依赖症”上发现

了端倪、打开突破口的。

习主席指出：一部分指挥员离开

了指挥机关不会判断形势、不会理解

上级意图、不会定下作战决心、不会摆

兵布阵、不会处置突发情况。这“五个

不会”，说到底就是一种严重的依赖症

所致。须知，指挥机关的“策”与指挥员

的“决”，蕴含着不同的学识和胆识，二

者可以相互借重，但决不能相互替代。

现在个别指挥员把本该自己做的事统

统交由参谋们去干，这已不仅仅是懒

惰的表现，更是无能的表现、对打仗不

负责任的表现。

战争受各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有

时候“依靠”并非都一定可靠。某部一场

红蓝军对抗演习正在火热进行，在吃紧

关头，红方指挥员召唤歼击机对前方目

标实施空中遮断。然而，在等待良久之

后，歼击机轰炸的场面并没有如约出

现，演习一度陷入了尴尬的沉寂。事后

得知，因演习区域上空突然阴云密布，

战机根本无法穿透云层、到达指定空

域。本来想依靠空中突击打个漂亮仗的

红军部队，却因歼击机的临时“缺席”落

了空，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

人们常说，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

联合作战，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一荣俱荣”当然是我们的期待，

但“一损俱损”绝非是我们想要的结

果。就像信息战并不排斥火力战一样，

联合作战也千万别忽视独立作战，特

别对那些不可或缺的技术战术手段

等，要力求多手准备，力避单一选择，

确保一旦“失灵”时能派上用场，达成

预期的作战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