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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
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
制的决定》,自 2018年 1月 1日零时起，武
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
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
指挥体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在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间经
过多次体制调整，名称变化了十余次。

五大军种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 9月 2日，
军委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转中央军委
138 号代电令：“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
队及所辖第 1师、第 2师即日成立。”这
个公安中央纵队实际上就是武警部队
的前身，当时隶属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军
委公安部，主要担负党和国家中央机
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及维护北平治
安等任务，并配合部队完成了第一届政
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

1949 年 12 月第一届全国公安会
议，制定了《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力
量的方案》，决定建立人民公安部队，以
加强各地的社会治安工作。1950 年 1
月至 5月，全国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
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于各级公
安机关。1950年 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
央一次会议上提出：“公安部队数量不
宜太大，但质量必须精干。”

1950年 9月 22日，中央军委决定组
建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在原华北野战
军第 20兵团机关的基础上，抽调公安
中央纵队部分干部，于 11月 8日正式成
立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司令部，罗瑞卿任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1年 9月，公安部队全称更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5年
7月 18日，根据国防部命令，公安部队
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成为与
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并列的解放军
五大军种之一。

几度更名

1957年 9月 1日，根据中央军委决

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番号撤销，
公安军领导机构改编为总参谋部警备
部，在一些军区司令部内设立警备部
（或称公安部队部）或警备处，作为领
导内卫、边防工作的业务部门。原公
安军所属部队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公安部队”。

1958 年 12 月，总参警备部所属公
安部队和公安部所属武装警察合并，整
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公安
部领导。

1961 年 12 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公
安部所属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新划
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不在解放军序
列里，仍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1963年 2月 1日，根据中央军委、公
安部命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称
“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1966 年 7月，再度撤销公安部队，
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分别划归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县武装部
领导管理。

1974 年 6 月，随着边防、武装、看
守、消防民警陆续由职业制改为义务兵
役制，公安系统中的这些警种和划归到
公安系统中的部分解放军内卫部队，统
改称为“人民武装警察”。

八个警种

1982年 6月 1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
部队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
警察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受
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

1983年 1月 25日，国务院任命了武
警部队领导人，武警部队机关在北京开
始办公。4月 5日，武警部队正式宣布
成立。此时，武警部队的领导体制简称
为“一统二分”。即由国务院、中央军委
统一领导，各地公安机关分级管理、指
挥，但以“两分”为主。

1985年 1月 1日，原属基建工程兵
的水电（成立于 1966年 8月）、交通（成
立于 1966 年 8 月）、黄金（成立于 1979

年 3月）部队列入武警部队序列，设立
水电、交通、黄金指挥部。

1985 年 8月，公安部先后发出《关
于改善和调整边防体制的通知》和《关
于改进和加强消防部队领导管理的几
项规定》的通知，分别将全国边防武装
警察和消防武装警察重归各级公安部
门领导。

1988 年 2 月 4 日，黑龙江、吉林、
内蒙古的武装森林警察也列入武警
部队序列，在林业部设立森林警察办
公室。

1995 年 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再
次对武警部队领导管理体制作了重大
调整，将原来“一统二分”的体制改为
“两统一分”，即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统
一领导、统一管理与各级公安机关分
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这一调整，使
中央军委进一步加强了对武警部队的
领导。

1996 年 10 月，中央军委先后将解
放军陆军部队的 14个乙种步兵师转隶
武警部队序列，作为武警内卫部队的机
动师。

1999 年初，又将原列入武警部队
序列、隶属于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的水
电、黄金、交通、森林部队，明确交由武
警部队领导。

2018年 1月 1日零时起，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
统一领导，不再列国务院序列。调整武
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是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政治决定，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重大创新举措，是
加强党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
力量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的重大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瞒天过海”出自《永乐大典·薛仁贵
征辽事略》。公元 645年，唐太宗率大军
征高丽。正当唐军顾虑渡海作战困难
时，大军总管张士贵禀报太宗，有位富豪
老人求见，愿帮助大军过海。太宗前往
老人家中，只见用彩幕围着的众多房
子。老人恭请太宗进入一间，众人品尝
佳肴美酒。不知多久，忽闻外面风声、波
浪声，桌上杯盏也开始颤动。太宗命人
拉开彩幕，只见一片茫茫大海。原来老
人实为名将薛仁贵假扮，他担心太宗因
顾虑大海阻隔放弃东征，便设计让他登
船率大军渡海。因皇帝贵为“天子”，故
该计被称为“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之计的精髓是通过伪装

隐瞒真实作战意图，利用突然性达成作
战目的。公元 588 年，隋文帝任贺若弼
为行军总管，出兵攻灭陈国。贺若弼组
织隋军频繁调防，每次调防都命隋军在
历阳（今安徽和县）一带集结。集结时隋
军还大造声势，吸引陈国注意。陈国起
先以为隋军准备渡江，动员全军抗敌，随
后却发现隋军只是调防，便放松警惕，也
不再部署防御。公元 589年正月初一清
晨，隋军渡江，陈国居然毫无觉察，隋军
一举灭陈。此战虽发生在薛仁贵“瞒天
过海”前，却是该计的典型战例。

2014年 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心收
回克里米亚，也用了“瞒天过海”之计。在
北约密切监视俄军动向的情况下，俄军进
行了精心的筹划部署，大批调动军队迷惑
对方，还大张旗鼓地调拨大量军用列车开
往乌拉尔，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北约才
发现这些军列都是空的。而此时摘掉徽
标的俄军早已登陆克里米亚。混入乌国

防部的俄情报人员还在乌当局下达开火
命令时，下达了截然相反的命令，迷惑乌
军，帮助俄军控制整个半岛。

隋灭陈和俄控制克里米亚都运用了
“瞒天过海”之计。贺若弼指挥隋军大举渡
江前，通过频繁调防造势，吸引对手注意
力，令陈军放松警惕。隋军选择正月初一
这难以预料的时间，攻其不备一举渡江灭
陈。俄军在北约的严密监控下，通过卓有
成效的多种手段误导对手，出其不意的完
成登陆并控制了克里米亚。这两个战例的
方法手段不同，但谋略运用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千方百计（包括使用公开行动）隐蔽真
实企图，制造对手的错觉和不意，达成行动
的突然性，削弱对手抵抗，提高作战效益。

美国著名学者邓尼根通过对历史上
的大量战例分析后得出结论：突然性既
能抑制敌方战斗力发挥，同时又能充分
发挥己方战斗力，可使战斗力提高 1.7
倍。此数据准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其揭
示的突然性“倍增”战斗力的规律毋庸置
疑。隋军和俄军取胜的关键都是“瞒天
过海”达成了行动的突然性。

任何战争准备都不可避免地会暴露
出一些征候，在高度透明的信息化战场
上，要达成完全意义上的突然袭击几乎不
可能。但只要能够精心计划，将敌方的临
战反应压缩到最短时间，仍有可能在很大
程度上实现攻其不备。秘密计谋，不能总
是通过隐蔽行动去实现。如果把秘密计
谋隐蔽在公开行动中，反而更符合辩证
法。因为越是怀着阴谋搞隐蔽，敌人越要
查个水落石出；越是藏着掖着搞欺骗，对
手越是时刻提防。相反，当“光明正大地
亮出底牌”时，敌人反而不信你会那么
“傻”。唯其不信，才正中我下怀。这就是
“明骗”之术常常成功的奥妙。

“瞒天过海”谋略在不同时节，不同
形势下的表现形式各具特色，但其深处
都带有常见不疑的“明骗”底色。运用此
计的关键在于找准对手最常见、最常用
的行为方式，将其作为公开施骗的“掩
体”，才能达到令敌人熟视无睹、常见不
疑的效果。结合古今中外“瞒天过海”战
例的历史经验和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分
析，未来战争运用“瞒天过海”谋略，可综
合采取以下伪装欺骗措施：

一是散布“和平烟幕”迷惑对手。信
息化时代，由于战场透明度提高，以“和平
烟幕”抵消敌人高技术侦察，是隐蔽行动
的必然要求。如由国家领导人或外交官
员出面，在适当时机、场合宣布国家方针、
政策和对军事热点问题的“和平”愿望等，

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麻痹敌人。伊拉克入
侵科威特之前，萨达姆一边调兵遣将，一
边通过外交和媒体宣布伊拉克绝不对科
威特使用武力、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伊
科争端等欺骗信息。虽然美国卫星发现
的战争征候越来越明显，但美国及其盟国
领导人未给予应有重视，科威特军队也没
进行战备，遭到突袭后，一天就全国沦陷。

二是实施“高压致怠”麻痹对手。战
争史上许多“瞒天过海”的成功战例，都是
进攻一方在反复演习后“顺手牵羊”达成
的。从心理学上看，大张旗鼓地军事行
动，起初必将造成敌人高度紧张，但这种
紧张心理随着行动的重复，就会不由自主
地松懈，这就为达成突然性创造了条件。
在长期和平环境下，借用例行演习、调
防，完成兵力装备的集结，达成进攻突然
性是“瞒天过海”的常见形式。第四次中
东战争爆发前，埃及军队就利用第三次
中东战争后每年都要组织演习为掩护，
频繁调动兵力，使以军放松了警惕，在其
眼皮底下集结起了庞大兵力，瞒过了以
军的侦察器材和美军侦察卫星。战争打
响当天，埃军仍有部分军官休假，士兵在
运河里游泳以制造假象，而后突然发起
进攻，以伤亡208人的微弱代价一举强渡
苏伊士运河，突破了巴列夫防线。

三是通过“隐真示假”误导对手。现
代战争出其不意固然困难，因为我们或
许很难骗过对手的“眼睛”。但正如哲学
上讲的，现象比本质更加丰富多彩一样，
战争中的“示形”，远比对抗双方的实际
企图更加奇妙莫测。信息化战争，单纯
运用隐真谋略不能完全蒙蔽敌高技术侦
察，而示假技术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各国军队装备的各种制式假目标
具有外形逼真、批量生产、结构轻巧、运
输方便、架设与拆收快速等优点；就地征
集或利用就便材料加工制作的假人、假
工事、假兵器、假渡口等假目标也取材方
便，经济实用。通过涂抹涂料，设置假热
源和无线电发射器等手段，甚至能够有
效迷惑敌人的红外侦察。海湾战争和科
索沃战争中，示假技术有效地欺骗了空
中侦察，吸引了大量造价昂贵的精确制
导武器，使美军空袭命中率与预想效果
相去甚远。先进信息技术虽然能帮助人
们看到“山那边的事情”，却不能保证人
们及时看懂对手企图。如果技术得力，
谋略得当，时机得体，多法并举广撒“战
争迷雾”，则完全可以像俄军兵不血刃的
控制克里米亚一样，创造信息化时代“瞒
天过海”的奇迹。

2017年是英国海军多灾多难的一

年，经历了年初的“三叉戟”战略导弹误

射，又迎来了年底的新航母漏水、主力驱

逐舰集体“趴窝”，英伦三岛目前只有一艘

4000吨级的23型护卫舰担任海上警戒。

而在一百年前的 1917年，英国海

军仅本土舰队就能出动150多艘舰艇

作战，将德国公海舰队牢牢封死在港

口里。同样是在这一年，英国开始改

建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暴怒”号，开

启了海军航空兵作战的新纪元……百

年时间差距，早已天壤之别。同昔日

相比，今天的英国不但老了，还病了。

英国的病，归根于国力衰退，起因

于战略迷失。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英国曾诞生过许多政治家、战略

家，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英国人的战略

基因似乎遗失了，留下的是一系列战

略失误和教训。

教训之一，战略是全局的不是具

体的。西方人形容战略曾有一句名

言：战略研究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战术

是研究看得见的东西。所谓看不见，

很大程度上其实形容的是战略的宏观

性、全局性，一旦拘泥于具体问题，必

然导致战略头脑的缺失。2000年后，

英国首相走马灯般地换，大战略却几

乎一成不变。除了追随美国，就是搅

浑欧洲，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具体

事务上打转转。今天英国内外交困的

战略僵局，应归咎于长期保守造成的

战略呆滞。

教训之二，战略是稳定的不是随

意的。作为欧陆离岸国家，在国力不

济的情况下，既参与欧盟又不过度介

入，既承担有限责任又不大包大揽，既

紧跟美国又调和欧美矛盾，原本是英

国的战略优势。然而在2017年，英国

人决定“脱欧”。不仅要承担巨大的退

盟代价，连多年来以欧洲集体安全为

主导的防务格局也要重新调整。从英

军的表现来看，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无论“脱欧”这一决定正确与否，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就被部分民意裹挟影

响，在“不问头脑唯选票”的短期利益

驱使下，仓促敲定国家重大战略，仅这

一决策过程本身，就把英国政界的战

略随意和短视暴露无遗。

教训之三，战略是务实的而不是

务虚的。面对逐年下滑的经济压力，

本应壮士断腕、开源节流的英国，依然

在伊拉克、阿富汗保留驻军，全然不顾

战略投入的血本无归。结果是驻阿英

军的圣诞礼物每人仅有 1英镑，自嘲

“混得不如隔壁美军豢养的猫”。即便

如此，英国国防大臣还曾口出狂言，宣

称英国计划2018年派遣航母“巡航”南

海，以增强英国的海上地位。殊不知，

中国每年新入列的军舰数量就接近英

国海军一半的舰队实力，如今的英国

既没有干涉南海事务的资格，更没有

插手南海的底气。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

镜，可以鉴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衰。2018年，我们行进在紧随习主席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越是

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关键时刻，越要

从其他国家的失误中汲取教训，胸怀

远见，保持战略清醒，踏踏实实、稳稳

当当“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目送

1934 年 9月，红六军团在甘溪镇战
斗中失利，开始突围。党代表任弼时患
上疟疾，高烧不退。

在一个狭窄山崖口，队伍通过得极
其缓慢，尾随的敌人已近在眼前。身体
极度虚弱的任弼时就站在崖口指挥部
队。警卫连连长用强迫的口气让他立
即随先头部队撤离，任弼时发火了：“一
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说完，
他索性坐了下来，一直坐到最后一名红
军通过崖口。

就像出去散步
长征中，有一次，军委纵队的担架

队队长病了，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便去担
任临时队长。途中，一支国民党军队突
然发起进攻，康克清带领一个班前去
侦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也
能看见前面山头上正在射击的敌人。”
在看清敌情后，康克清做好部署，并说：
“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

说话间，一股敌人从山坡冲了下
来，很快就接近康克清所在的阻击阵
地。她低声说：“沉住气。”直到敌人距
离自己只有 50米时，才下令大家射击，
最后将敌击退。

康克清的腰间总是别着两把手枪，
背上还背着一支步枪，她骑马、爬山、行
军、打仗，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无
畏。“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样。”多年后，
她对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这样形容她的
长征。

传奇枪法
罗炳辉的枪法是军中传奇，百发

百中，绝无失手。他常常听到子弹的
呼啸声，就可分辨出是盲目射击还是
瞄准射击，以及射击的距离有多近多
远。抗日战争中，罗炳辉的一颗子弹

竟从两个鬼子的胸膛穿过，击中第三
个鬼子的脑袋。

祝寿
南昌起义后，陈赓随起义军撤退，

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
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医生傅连暲
告诉陈赓，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
想保住性命，只能截肢。

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
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暲告诉
陈赓，一刀一刀剜掉烂肉，“那滋味不比
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暲：“打惠州
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
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
是人。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
给你做寿！”

手术做完后，因忍受了剧痛而面色
惨白的陈赓对傅连暲说：“你是我遇到
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
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
连暲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 1961年，陈
赓在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
节，不要忘了向傅连暲同志祝寿。”

（栗 水）

大国雄心更加需要战略清醒
■艾纯明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历史上有过哪些体制调整？

■徐 平

左图为上世纪50年代初公安部队的帽徽、胸章、臂章。右图为建国初期的公安部队，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

和“公安”臂章。

“三十六计”总结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军事思想和战争
经验，对于现代战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报特别
策划推出“新三十六计”专栏，对应用“三十六计”的古今
中外战例进行对比、解读、分析，从中发掘出更多价值，以
对未来的军事斗争准备有所助益。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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