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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军队设计战争，二流军队应对
战争，三流军队尾随战争。战争设计是
改变未来战争“游戏规则”的重要手段，
是连接战略需求与作战能力的桥梁，是
探求未来战争是什么样、未来战争怎么
打、打赢战争需要什么能力的重要途
径。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正从“矢之革
命”向“知之革命”和“智之革命”接续迈
进，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战争形态和作
战方式加速演变，战争的复杂性不断增
大，战争设计的地位空前提高，只有主动
预测战争、设计谋划作战，才能实现从
“跟跑”“并跑”向“领跑”跨越，始终立于
不败之地。

人类探索战争设

计的步伐从未停歇

早在 2500 年前我国春秋时期，“兵
圣”孙子就指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
兵先战而后求胜。”主张提前设计和运筹
战争，达到“先胜”或“全胜”的目的。战
国时期著名的韩信破齐之战、“围魏救
赵”，三国时期的《隆中对》，都是古代战
争设计的经典之作。

公元前 203年，韩信率军“北伐”，先
后灭代、破赵、降燕，兵锋直指齐地。当
时，鉴于汉军孤军深入，齐军又占有兵力
和地利等优势，韩信决定利用滩水设计
战争，创造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战场条
件，使敌人的强势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
使自己的弱中之强——胜兵远征，发挥
出最大的作用。会战前夜，韩信命令士
兵用装满沙石的袋子，堵截滩水上游。
决战时，他亲率一部兵力，强渡滩水，去
攻击齐楚联军。而后，又佯装不支，撤退
过沙河。齐楚联军以为韩信胆怯，立即
渡河追击。就在此时，韩信命令部队决
开堵堤，河水急涌而下，齐楚联军主力无
法再渡，军队被分割成为两部分。此时，
汉军对战已渡河的部分齐楚联军，不仅
在数量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形成了绝对优
势。于是，韩信率军迅速攻击，大败齐楚
联军，创出了军事史上令人赞叹的以少
胜多的战绩。可见，战争设计古已有之，
只是历史上的战争设计是松散的、随机
的，是基于指挥员头脑的简单行为。

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人们探寻战
争设计的脚步仍未停歇。抗日战争时
期，毛泽东综合比较了当时中日双方的
各方面的战争因素，准确预见了战争的
进程和结局，写下了名誉中外的《论持久
战》，既为抗战军民指明了方向，又埋葬
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幻想，堪称战
争设计的经天纬地之壮举。解放战争时
期，粟裕面对 4倍于己的敌人，着眼战争
全局，综合分析敌我优势和内线外线作
战的利弊，主动设计战局，构想出七战七

捷的苏中战役，成为解放战争初期的胜
战典范；在我军进行战略进攻阶段，粟裕
根据全国战局和中原战场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关于我军在中原地区协同打大
仗，以求发展战略进攻的构想，设计出我
中原三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取
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实现了中原战局
的转折。

未来战争首先是

设计的博弈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战争的
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特别是颠覆性技术
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了相应的
颠覆性作战理论和新的战争制胜方法手
段。在新理论、新技术、新装备加速涌
现、更迭交替的新时代，未来战争将在
“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全面展
开，抢占战争制胜先机的时间坐标大大
前移。夺取和保持制战争设计权，将成
为未来战争先敌一步、高敌一招、胜敌一
筹的关键。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就要搞好
战争设计。在设计战争上，谁能够提出
先进作战概念，先于敌展开概念开发、先
于敌形成作战构想、先于敌将构想转化
为作战体系建设、先于敌形成作战能力，
夺取制战争设计权，谁就能胜于未战，掌
握战争主动权。这一点在近年来的局部
战争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海湾战争中，萨达姆将伊拉克军队
主力部署于科威特和沙特接壤的边界，
并筑起了一堵高达约 5米的沙墙，还沿
边界地区挖掘战壕，将燃油灌入沟壑里，
甚至把坦克和大炮掩藏在地壕中，欲借
此来阻挡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进攻，俨
然就像二战时期的马其诺防线。美军则
避伊锋芒，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设计了
“左勾拳”行动。

美军及多国部队的地面作战集群，
从沙特阿拉伯的进攻阵地出发，以右集
群突击占领科威特的伊军，以左集群绕
过伊军在科沙边界的防御，从哈费尔巴
廷进攻。而萨达姆则认为美军不可能从
哈费尔巴廷附近广袤、荒无人烟的希加
拉沙漠发起进攻。

然而，战争的艺术就是化不可能为
可能。进攻打响后，美军率领的多国部
队“钢铁洪流”绕过“伊拉克防线”，随后
对伊军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左勾拳”——
先向北涌向伊拉克腹地，后向东发起进
攻，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驻科威特伊军的
后方并发起猛攻，给伊军造成沉重打击。

科索沃战争，美军又设计了非接触
作战，利用空中绝对优势，通过空中精确
打击，压制南联盟军队，实现己方战争的
零伤亡。随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

争、利比亚战争等局部战争中，无论是战
争的进程，还是战争的结局几乎都在美
军设计的控制之内。人类历史无数次证
明，战争的胜负首先不是在战场之上，而
在战场之外，在战争之前。

而且，信息技术、仿真技术、虚拟技
术、智能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战
争设计奠定了技术基础。比如，利用仿
真技术可对陆、海、空、天、电、网等作战
元素、武器装备性能以及作战行动进行
量化分析，进而精确模拟战场环境、呈
现相关战场态势。目前，军用仿真系统
已经成为研究未来战争、设计武器装
备、支撑战法评估的有效手段。又比
如，虚拟现实技术能将军用仿真系统生
成的虚拟物体、场景和信息叠加到真实
场景中。美国陆军当前就依托虚拟现
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开发出未来整体训
练环境，实现无缝、混合的沉浸式作战
训练。

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是陆、海、空、天、
电、网等多维空间同时展开的一体化战
争，不仅战役结构复杂、武器装备多样，
对参战人员和战术运用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只有借助军事仿真技术、虚拟技术
等技术设计战争，构建未来战争的“虚拟
战场”，实现对战争规模、战争进程、战争
投入、作战人员与武器装备数量、打击目
标与打击强度等要素的科学统筹，才能
在战争开始之前稳操胜券。

新时代赋予战争

设计新内涵

信息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智能化时
代，作战力量构成将向人机结合、脑机融
合延伸，战场空间向极深、极微、极远拓
展，制胜机理向超高速、超高能、超精度、
超生理演变，作战体系向全域互联、自适
应自协同重构，决定作战胜负的因素更
加复杂，从而对战争设计的需求更高了，
战争设计的地位也变得更重要了，战争
设计理念和方式则有了新变化。新时代
的战争设计将着眼战略威胁和战争形态
演变，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
集成方法为手段，通过设计开发作战概
念、形成作战构想，进而转化为制胜能
力，最终达成“先胜”的战略目的。

首先，战略需求是战争设计的起
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适应世界
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
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国家安全战略和
国家军事战略是指导战争设计活动的逻
辑起点，是进行威胁判断、分析安全环
境、开发作战概念、明确能力需求的基本
依据。战争设计的每项活动，都要认真
分析战略需求，确保提出的每个作战概
念都要符合战略指向。例如美军 20世

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空地一体战”概
念，就是从军事战略层面，针对当时面临
的军事挑战展开设计，最终成功运用于
海湾战争。又如“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提
出，就是为了服务于美国“亚太再平衡”
战略而进行的前瞻性战争设计，不仅明
确了未来美军在西太地区的作战指导与
基本战法，并且为美军未来一段时期的
建设发展和能力开发指明了方向。

战争设计的基点是战争制胜机理。
战争制胜机理是战争设计的支撑，是战
争设计的基点和总指南。任何战争设计
活动都是围绕揭示战争制胜机理、运用
战争制胜机理、开发战争制胜机理的主
线展开和谋划的。只有准确把握战争制
胜机理，才能设计出科学的作战概念，形
成有效管用的作战构想，塑造能打胜仗
的部队能力。近年来，随着颠覆性技术
的军事应用及其颠覆性作战效应的显
现，触发了战争设计的鲜活实践，光战
争、“三无”战争、目标中心战等作战概念
的提出，大大加快了作战理论创新的步
伐，牵引着军事革命向前发展。

战争设计的实质是研究未来作战的
一种方法。未来战争的本质没有变，但
战争的特性在加速演变。随着技术革命
和产业革命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深度学习、3D打印、
微系统等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战争面
貌焕然一新，作战方式出现革命性变
化。沿用以往的惯性思维和方法去认识
和解读战争、进行作战训练，必将落后于
时代，被动挨打。只有将科学的研究方
法与高超的指挥艺术相结合，主动设计
战争、设计战役布势、设计力量体系、设
计战法行动，才能走在前列，引领潮流，
胜于未战。近年来，美俄军依据各自军
事战略需求和战争制胜机理的发展变
化，通过作战设计开发出了一系列新作
战概念，如美军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
略”“云作战”“多域战”等新理念，俄罗斯
则提出了“混合战争”“空天一体战”等新
理论，成为引领美俄军转型的推进器。
虽然“他山之石”不一定成为助推我腾飞
超越的合适之“履”，却足以为我科学发
展提供适合之“鉴”。

战胜敌人仅有两次，战争设计是其
中一次。只有找准战争发展的“脉搏”，
开启设计作战概念、设计武器装备、设计
战法的战争设计工程，才能抢占新一轮
军事竞争制高点，夺取战争主动权。

战争设计：叩开胜战之门
■刘玮琦 徐永楠

习主席出席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

议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强军之道，要

在得人。人是主宰战争胜负的核心因

素，把培养人才放在突出位置，是保证

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迫切需要。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人民军队

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人才，只有掌握足够

的人才队伍，强军伟业才能如期实现。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军队因

为战争而存在，在军人的眼里，只有打

仗和准备打仗，这是主责主业，也是使

命担当。无论科技再发达、装备再先

进，人始终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抗战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才培养，

不仅亲自邀请知识分子到延安，批准创

办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

等人才培养机构，而且亲自为学员制定

培养目标、课程内容，亲自到学校指导、

任课、演讲。华北军政大学办学之初，

毛泽东明确指出办学宗旨：“要理论联

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务。”1948年10

月，叶剑英把“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

而教是谓害之”作为教育理念，后来成

为华北军政大学的校训历代延续。战

争年代，人民军队围绕打仗这个中心培

养了大量人才，不仅成为作战指挥的核

心骨干，而且在管理部队、改造旧军队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为军队建设、遂行作战急需的优

秀人才，不仅需要组织培养这个外在因

素，同时也需要个人立志的内在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推崇立志的名言

广为流传。比如周成王的“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墨翟的“志不强者智不达”，

诸葛亮的“志当存高远”，王勃的“穷且

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阳明的“志不

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等。这些名言警

句是优秀人才对奋斗历程的总结，也是

对追求事业成功者的指导，更是历史长

河中的一道智慧星光。官兵要想成就

伟业，需要立青云之志，通过组织培养、

工作实践、个人努力，让自己成为平时

服务于部队建设、战时满足于打赢需要

的军中骄子。

未来，人民军队既需要专业型人

才，也需要复合型人才。信息化条件

下的局部战争，离不开大量的高科技专

业人才服务于战争，甚至直接参与战争

行为，没有良好的专业素养，高技术装

备将玩不转，高技术战争将打不赢。复

合型人才历来是战争中的“香饽饽”，懂

谋略、懂指挥、懂科技、懂保障，做到理

技合一、指技合一，只有这种全能型的

人才，才能胜任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

联合作战。人才培养，必须坚持学为

战、练为战、研为战，没有先进的战争理

念、不能打胜仗者，不能算是合格的军

中人才。

人才是强军之本，打赢之要。对那

些看得准、有潜力、具有发展前途的年

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

安排他们去经受实践锤炼。尤其注重

让他们到艰苦地区、基层岗位、任务繁

重的单位“蹲苗”磨炼，为他们日后成为

栋梁之材夯实基础。对于年轻人才，要

鼓励大胆探索、勇敢尝试，允许他们工

作失误，不能求全责备，一有失误就加

以责难，避免人为地挫伤人才的工作积

极性。肯奋斗、愿钻研、敢创新的人才

往往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他们

为自己考虑的少，各级组织要主动关

心，靠前排忧，让人才轻装上阵。

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

荣，失之则亡以辱。人才关乎国家长

治久安，人才关乎能打胜仗，人才是人

民军队最宝贵的财富。做有用之才，

圆强军梦想，应成为当代革命军人的

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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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凤
坡

省军区系统改革调整后，主责主业
不断向支援保障诸军兵种部队作战转
变，根本职能向“应急应战、协调军地、
面向三军”聚焦。面临新形势，省军区
系统提升战斗力，有效履行职能使命，
需要夯实备战打仗根基。

牢固备战打仗思想。军队一切工作
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
聚焦。备战打仗是军人的天职。省军区
系统改革调整后，“应急应战、协调军地、
面向三军”的职能属性更加聚焦，这就要
求领导干部要认清职能使命，加强对新
时代国防动员工作特点规律的研究，找
准加强国防动员建设的抓手。强化忧患
意识。把“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与国防教育结合起来，做到
军队主题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双管齐
下、同步推进，切实教育引导每一名干部
充分认清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增
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破除和平积
弊。以单位转型发展为牵引，以整风精
神真摆深挖“和平病”的表现和根源，坚
决纠治“当和平官、练和平兵”的不良倾
向，强化备战打仗意识。

提升备战打仗本领。新形势下国
防动员系统面临世界军事变革大背景、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大格局、构建科学完
备动员体系大要求，迫切要求省军区系
统的领导干部强化本领恐慌意识，紧贴
实战、勤学苦练、真抓实备，努力提高打
赢能力。对本单位应急应战的使命任
务要掌握清楚，对本辖区兵要地志、社
情民情、法规政策、方案计划等要未雨
绸缪，对应急应战中的各种行动要做到
科学指挥、统筹协调，增强应急应战能
力。积极推进国防动员信息化指挥平
台建设，精准对接国防动员潜力支前数
据，紧紧抓住兵员征集主阵地，探索走
开在民营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军
地技术通用企业编兵的路子，扎实抓好
海上、边防和应急民兵等重点队伍建
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始

终突出民兵训练实战化，组织后备力量
参加战区方向战略战役训练、军种联合
训练、跨区机动训练，提升支援保障作
战能力。

完善备战打仗体系。战场上是硬
实力的较量，平时建得好，战时才能靠
得住。新的联合指挥作战体制下，省军
区系统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各级备战打
仗责任更加重大，必须瞄准打赢强体
系，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完善训练设施。按照新一代《军
事训练条例》《军事训练大纲》要求，抓
好战备基础设施建设；适应信息化作战
要求，大力推进指挥信息化、动员信息
化、管理信息化于一体的智能指挥平台
建设，链接好地方政务网、互联网，及时
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掌握国防动员
资讯，为战争需求提报与动员能力对接
打下坚实基础。完善培养机制。采取
“三位一体”培养方式，坚持应急培训与
定向培养相结合，注重加强联合作战人
才培养，重点培养和训练联合作战下后
备力量运用指挥人才。完善保障措
施。健全完善吸引保留备战打仗人才
的有效政策机制，进一步改革推进随军
家属就业制度、子女入学入托制度、住
房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抚恤优待制度
等军人保障优待体系；将战斗力标准纳
入考核评价机制，体现到政绩考核、评
功评奖、晋职调级、典型宣传等各个方
面，成为调动省军区系统干部备战打仗
的内生动力。
（作者单位：广东省肇庆军分区政

治工作处）

夯实备战打仗的根基
■曾盛境

据《晋书》载，有一次，晋武帝召见太

守胡质之子胡威，询问：“大家都说你们

父子清廉，到底谁更清廉？”胡威回答：

“我父亲的清廉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而我

清廉却唯恐别人不知道，我远比不上父

亲。”可见，相较于清廉本身，对清廉之名

的在意程度，折射出不同的精神境界。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跟名利打交

道。所谓名利，即名声与利益。追求名

利之心人人皆有，无可厚非，但于党员干

部而言，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却与普通

群众有着本质区别。为什么党员干部的

楷模焦裕禄、廖俊波、杨汉军始终被人民

所敬仰、所怀念？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公

而忘私、勤勉奉献、堂堂正正，“心中装着

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充分体现了党

的宗旨和信仰。党员干部只有时刻保持

为民为公的态度，将名利置之度外，才能

心清如水、自在从容，不会在追名逐利的

世俗中随波逐流，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得

与失而大喜大悲，更不会为他人功成名

就而心生嫉恨。

古语云：“纵有粮仓万担，不过日黍

三餐；纵有广厦三千，不过夜寐一床。”在

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眼里，名利全

为身外之物。陈云同志生前常说：“个人

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一直谢

绝宣传自己，不拍电视，不出画册，电视

剧《陈云出川》已经开播了，却被他紧急

叫停。他一生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却

把英名和业绩留在了人民的心里。反

观如今的少数干部，“名利观”变质，习

惯表演作秀、善于自我贴金，在名利的

“泥沼”中越陷越深，最终身陷囹圄。两

相对照，高下立判，足以证明“善修而名

自随之”。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

名。”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

推进，风起云涌的时代不等待彷徨的“散

步者”，强军事业呼唤敢担当的“挑山

工”。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求党员干部

正确看待名利，筑牢思想防线，做到“叫

冲锋要敢往前进，让转身要留下好身

影”；要纠正“重显绩、轻潜绩”的政绩观，

主动清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和平积习”，

想问题、作决策多算部队建设发展的大

账，拿出精力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情，老老实实求战斗力标准之“真”、扎扎

实实立能打胜仗之“实”；要多找找自己

的不足，常看看与别人的差距，以进取心

对待眼前工作，不务虚功，用出色成绩和

过硬表现赢得组织信任、群众认可。

看淡名利自从容
■姜宠泽

现代战争，无联不胜。对一支军队
来说，体制是“型”，文化是“魂”。当前，
我军联合作战体系已初步建成，若实现
联合作战领导指挥体制从“形联”向“神
联”转变，只有倾力打造与之相适应的联
合文化，通过熏陶培塑让联合意识融入
血脉、联合行为变成习惯、联合规范形成
机制，才能真正实现联合作战。

培塑联合文化思维理念。马克思认
为，人类只要进行实践活动，都有进行该
活动特定的精神意识、思想观念、道德规
范和行为方式，也就有相应的文化和文
化现象。针对我军历史形成的“陆军主
战”“兵种配属”等传统观念，应从确立
“联”的价值取向入手抓好观念重构，切
实打破条块分割和争谁大谁小、谁主谁
次等思维定式，让联合意识深深扎根。
从培养“联”的思维方式入手抓好理念更
新，着眼“纵向一体”和“横向一体”并重
思考问题，立足“合同作战”到“体系对
抗”演进谋划工作；从提升“联”的认识水
平入手抓好概念升级，把学习运用联合
作战理念作为训练基础课贯彻始终，在
长期浸润固化中，让“联”真正成为一种

情感取向和行为习惯。
树立联合文化的为战导向。联合文

化实践根植于战斗力，目标服务于战斗
力，效果体现于战斗力。培育联合文化，
必须坚持以战为本、胜战为要，把主战使
命融会贯通于陆、海、空、天、电、网多维
一体的力量体系之中，确保各项工作能
衔接、有抓手。突出作战需求牵引，浓厚
兵味战味硝烟味，秉持以战强军的发展
理念，树立以战立身的建设目标，真正使
为战谋战胜战成为联合作战最强的主旋
律。围绕作战能力任务和军事斗争准备
拉清单、明责任、定时限，坚决纠正同实
战要求不符的一切联合作战思想和行
为，切实让实战理念成为行动自觉。

完善联合作战的制度机制。当制度

体现为规则时，必须反映文化的价值、文
化的精神和文化的理念；当文化体现为规
则时，必然呈现或风俗，或习惯，或制度的
形式。在新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中，应充
分发挥联合文化的内生作用，突出强化
“法治”这一基本方式，着力搞好联合作战
条令、联合战役纲要、联合训练大纲等法
规制度建设；突出强化“打仗”这一主旨导
向，探索建立与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相配
套的领导、评估、问责、研究等联合机制；
突出强化“联合”这一总体要求，打破军种
割裂、信息壁垒、指挥屏障等功能阻隔，实
现指挥由条块式向扁平化融合式转变。

拓宽联合文化的培育路径。环境是
无言的老师、无形的力量。培育联合文
化要充分发挥环境的无形渗透作用，使

联合价值理念润物细无声浸润官兵心
田，转化为日常行为。在理念上要坚持
兼容并蓄，既要弘扬本军种的特有文化，
又要尊重、吸收和发展其他军种文化，最
大限度打破观念障碍、文化隔阂。从根
本上说，联合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影
响人、塑造人，让联合成为官兵的条件反
射。为此，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总结宣传联战联训
的新经验、矢志打赢的新做法、献身使命
的新典型和投身改革的新风采。充分发
挥信息网络平台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
交互性强的优势，使之成为弘扬联合思
想的主课堂、学习联合知识的大学校、交
流联合文化的连心桥，不断提高官兵的
联合作战素养。

把准构建联合文化的脉搏
■崔海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