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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当上合成营营长，陈西博感觉
大脑时时刻刻在“燃烧”。

不久前，在第 78集团军某合成旅一
场实兵演练中，从作战筹划、定下决心到

战斗展开、诸兵种协同，这些运筹与指
挥，均由该旅某合成营营长陈西博带领
营部参谋独立完成。

眺望沙场，越来越多和陈西博一样
的合成营营长正夜以继日疾行在转型路
上。

新体制下，我军作战指挥模式在末
端发生着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指令从
合成营部这个最小“中军帐”发出，改变
着传统的自上而下、依次展开的指挥样
式，描画出信息主导、体系支撑、整体联
动的战场新景。

从临时机构到作战单元，

合成营应运而生——

“营长的战争”呼唤指

挥更加快捷高效

从阵地攻守到空中“猎鹰”，再到无
形的电磁战场，某合成营营长赵清尘觉
得自己的“拳头”伸得越来越长。

前不久，在一场阵地进攻演练中，赵
营长通过对空通信设备，直接向空中直
升机下达作战命令。配属合成营战斗的
两架直升机一举撕开“敌”前沿突破口。
“一线营级指挥员直接指挥直升机

实施打击的行动，这在以往不敢想象。”
赵清尘口中的不敢想象，如今已在演兵
场上变成现实。
“上有旅团下有连，营在中间好清

闲。”该旅旅长郭庆新回忆说，过去多兵
种合成演练，营指挥机构主要负责上传
下达，指挥作用不明显。

进入信息化战争年代，战场更加立
体透明，庞大的后方指挥中心不可能“包
打天下”，只有赋予战术指挥员更大的行
动自由，才能在瞬息万变、激烈对抗的战
场上把握先机。

随着我军改革潮起，“陈西博们”有
幸坐镇新体制下的最小“中军帐”，这一
变化看似不大，却是我军历史上改革发
展的一件大事。郭旅长告诉记者：如今，
营指挥员在作战中担负着多兵种分队的
配置、编组任务，从战场态势侦察到定下
战斗决心、再到各类勤务保障，指挥运筹
完全由合成营独立完成。
“能够亲历改革，是我们这一代营指

挥员的幸运。”赵清尘坦言，从“接受指令
型”到“指挥作战型”，合成营模块化编组
和独立指挥新模式，有效提升了战场感
知、兵种协同等能力，使合成营自主筹
划、自主指挥、自主协同、自主保障成为
了常态。

从“接受指令型”到“指挥

作战型”，合成营参谋精彩亮

相——

我军基本作战单元有

了专业参谋队伍

这是合成营参谋王鑫伟的首次亮
相！

前不久的一场演练中，王鑫伟针对
战场态势不断提出建议、制定方案、发出
指令，调遣多个不同兵种分队配合参加
进攻战斗。
“一个合成营参谋竟熟知防化、工

兵、陆航等数十种专业知识！”看到王鑫

伟的出色表现，该旅政委张学民激动地
说，合成营兵种多、装备繁杂、作战样式
更新、任务更加多样化，这就要求营参谋
不仅要熟练掌握参谋新老“六会”技能，
还要专业广、善谋断、能应变。

新的指挥体制催生新型人才矩阵。
随着合成营的落地生根，合成营参谋精
彩亮相，既分工明确又全面多能，使营一
级真正实现了从“接受指令型”到“指挥
作战型”的转变。

赵清尘对此感触颇深：两年前的一
次演练中，上级虽然给他配属了多个兵
种，可由于营指挥所参谋人员是临时抽
调人员组成的，许多人对敌情、我情、地
形和战场环境等“语焉不详”，导致指挥
不当，吃了败仗。

如今，一支支专业化合成营参谋队
伍悄然崛起，运用一体化平台筹划指挥
作战更加高效，调控新型作战力量更加
精准，使我军作战指挥体系有序衔接、更
加高效。

作战理念不断发展升级，

战法训法发生深层变化——

最小“中军帐”搅活信

息化作战一池春水

没伤“敌人”一兵一卒，竟然就打赢
了战斗！

前不久，该旅合成营在一场对抗演
练中的表现惊得很多人合不拢嘴：“敌
人”正在勇猛冲击，导演部却判定，“敌
人”已经输了。

咋回事？还没真正交上火，更没伤
“敌人”一兵一卒，这仗咋就赢了？原来，
合成营利用先进装备，巧妙干扰掌握了
对手的指挥通信系统，伪装成“敌”指挥
员调动了部队。

如今，直升机立体投送兵力，电子
力量全程攻防，特战分队渗透破袭……
合成营作战样式、作战理念不断发展升
级，战法训法发生了深层变化。我军的
最小“中军帐”，搅活了信息化作战的一
池春水。

为了彻底“换脑”，该旅在合成营建
设中跳出惯性思维的窠臼，强化信息主
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的观
念，对职能定位、岗位设置、指挥流程、运
行管理进行优化，因地、因时、因“敌”编
配力量；建立健全合成营建设的法规措
施，从制度上规范合成营建设的内容、方
法、标准、程序、保障等，确保有章可循，
真正让各作战单元和要素发挥出体系效
能。
“头脑”之变，不断优化着官兵的作

战理念。连日来，记者在该旅考核场上
看到可喜变化：过去，考核标准主要以消
耗几个人，击毁几辆坦克、地堡为准绳；
如今，仗刚开打就是闪电战、点穴战、电
磁战，专拣对手系统的薄弱环节、漏洞
打，让对手体系崩溃，从而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胜利。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

湿。”我军改革带来的指挥之变，让身
处其中的陈西博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信息感知、处理、分发能力更强，火
力高低衔接更紧密、更连贯、更高效灵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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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兴军这五年·记者手记

光荣一刻

韦昌进，1983年10月入伍，现为

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治委员。1985

年3月参加边境自卫防御作战，荣立

一等功，198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战

斗英雄”荣誉称号，1987年光荣出席

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他的主要事

迹被编入小学思想品德课本。1991

年被国家和军队表彰为“全国自强模

范”，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

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

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被誉为“活着的王成”。2017年7月被

中央军委授予“八一勋章”。

做人如水，做事如山。“名利”二
字，韦昌进看得很淡。

韦昌进的这份淡定，缘于他 32年
前经历的那场边境战斗中对生与死的
考验，缘于他 32年来爱党、信党、忠于
党的不懈追求和执着……

1985年7月，20岁的青年战士韦昌
进为捍卫和平不惜生命，做出了与王成
一样的英雄壮举。“为了祖国，为了胜
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啊！”他用生命
引导炮兵先后打退敌军8次反扑，独自
坚守战位11个小时，牢牢守住了阵地。

从战场归来，韦昌进被中央军委
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荣立一等
功，被媒体和官兵誉为“活着的王
成”。今年 7月，韦昌进荣获首届“八
一勋章”，受到了习主席的亲切接见。

拥有了作为一名中国军人至高荣
誉的韦昌进，从北京一回到工作岗位
后，就带领党委一班人以跑步的姿态
将目光锁定在抓学习、抓落实、抓军分
区的建设上。

韦昌进常说，“不学习人脑袋就
会空，什么事都干不成。”军分区编
制体制改革刚刚落地，人少事多的矛
盾异常突出，作为首届“八一勋章”
获得者，各种报告会应接不暇，韦昌
进要静下心来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然而时间长了，不少地方单位的
领导和一些老朋友被韦昌进讲学习的
精神感动了，逐渐理解了他。近年
来，在学习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中，韦昌进摘记汇总形成的 2本专题

集、10多本学习资料，他手机微信收藏
夹里保存的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资料
就有上百条。

韦昌进允许自己变化的是知识的
沉积和能力的提高，不允许自己变化
的，是党性操守——他依然不爱财，不
收礼。曾经也有人质疑过韦昌进：“你
这么古板，不近人情，生活在这种状态
下，你不感觉孤独吗？”精神所在，虽然
别人不一定能理解，但韦昌进只求时
时摸得到自己的心！韦昌进时常提醒
身边的工作人员：“我给不了你们什么
实惠，只能教你们做人的道理和做事
的方法。在我这里，没有特权，所有的
事都必须按规矩办。”

英雄的名气越响，他对自己的要
求越严。今年 8月以来，韦昌进先后
应邀到军地许多单位作报告，往返的
车票从没有让邀请单位出。邀请单位
按照规定要给他支付讲课费用，他都
给一一回绝了。用他的话说，“这么多
年，我作报告从来不要讲课费。能够
给社会传播一点积极的精神力量，这
是我一个老兵的义务和责任。”32年
来，韦昌进积极投身革命优良传统和
英雄主义教育，担任多所小学校外辅
导员，义务到政府机关、学校、企业作
事迹报告和宣讲辅导 500余场，为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营造关心国防、热爱
国防、支持国防的社会氛围倾心尽力。

军分区政治工作处的褚干事给记

者讲了这么一件小事。今年6月25日，
韦昌进就任军分区政委的第三天，他在
陆军学院任教期间带的 3名学生前来
为其祝贺。寒暄过后，学生们表示给老
师带了一份薄礼。在学生伸手要打开
汽车后备厢时，韦昌进一把摁住了。“我
们可以叙旧，但不能接受馈赠。老师就
是示范。”韦昌进对随后的来访者也是
同样的态度，即便多年的朋友也没有安
排过一次宴请。后来，登门者也就适应
了韦昌进的“待客之道”。

有的人对此评说：“再清不打笑脸
客”，没必要计较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但在韦昌进看来，这就是一条不可逾
越的红线。因为，在他的头脑中紧绷
着一根“首任首责首榜样”的弦，“自己
的初次行为方式就是日后部属的仿照
样板，这个‘第一印象’就是‘全部印
象’。”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军分区上
下坚持以首任首责的态度，严纪律、守
规矩，狠抓机关作风建设，一股干事创
业的新风扑面而来。
“当前社会上有一些不良风气，面

对复杂环境，我要管好自己。八一授
勋时，习主席的殷切嘱托，是肯定和褒
奖，更是勉励和鞭策。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要像当年坚守阵地一样坚守党
性，用一言一行树立共产党人的形
象。”韦昌进如是说。

上图：韦昌进在工作中。

吴 杰摄

像当年坚守阵地一样坚守党性
■关纪喜 吴 杰 本报特约记者 熊永岭

把使命扛在肩上·英模回访

西方学界对一战及二战期间100多

个著名战例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

指挥系统对战局胜负的作用，相当于参

战部队战斗力总和的40％。

正因为组织指挥如此重要和关键，

历史上那些高明的决策者无不把改革

的矛头指向指挥体制。拿破仑时代，工

业革命的持续发生，使兵力兵器的大范

围机动作战成为常态，但司令官仍站在

高坡上，靠一根鞭子一把剑指挥全军的

方式，大大限制了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于是，拿破仑创立了书记官、传令官的

指挥体制。这个做法虽然原始，但在那

个时代已属了不起的发明创造。

当今时代，面对世界军事革命的风

起云涌，面对战争形态及作战样式的深

刻变化，习主席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再

一次把改革的突破口，放在了打破总部

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上；下

的第一手重棋，就是构建“军委管总、战

区主战、军种主建”的领导指挥体制，从

而使运行了几十年的总部制成为历史，

15个军委机关部门全新登场；喊了多少

年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忽如一夜春风

来”，5大战区一下子展现在世人面前。

万事开头难。良好的开始，等于成

功了一半。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创建，

无疑为走向成功打开了一扇沉重的

门。如果此门不通，一切都是空谈。然

而，要真正发掘里面的精髓、窥探里面

的精彩，进而开拓出一条联合制胜的阳

光大道，就片刻不能躺在门口睡大觉，

必须把下篇文章做足做实。

历史上著名的“英格尔斯效应”提醒

我们，一个国家或行业即使有先进的体

制机制，但如果缺乏赋予其真实生命力

的广泛的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

些现代体制机制的人自身还没有从观

念、思想和行为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

转变，那么仍可能出现“传统人”扭曲现

代体制机制的现象。显然，对于我军已

经搭起的新的“中军帐”，支撑它的只能

是具有联合作战意识的全新的现代人。

“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

者”，这是毛泽东对我们的教诲。若是

一个指挥员“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

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

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

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

没有进步，这时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

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从当

前情况看，抱着一技之长、一孔之

见、一己之利者仍不少，与联合作战

指挥的要求不相适应，一定程度上影

响新体制效能发挥。

千军万马看指挥。经过改革洗礼

的指挥员和指挥机关，此时此刻都应扪

心自问：党和人民赋予了指挥打仗的重

任，一旦战斗今夜打响，自己能不能指

挥、靠什么指挥、怎样指挥？清醒地回

答好这一问题，才能倍感压力、倍增动

力，才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紧握指挥体制改革这把“胜战之钥”
■张西成

本期视点:新指挥模式

破除单一力量运用惯性，构建
联合指挥模式，是我军历经改革洗
礼之后的战场新气象。前不久，一
场联合防空演练在西部某地展开，
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人员、作战
要素融为一体，上演了一幕携手作
战的体系对抗大戏。

上图：西部战区空军导弹某旅

挺进陌生地域，夜间占领发射阵地。

左图：身穿不同迷彩的参谋人

员联合筹划作战方案。

刘 波、本报特约记者 刘应华摄

强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