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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部战区“岗位练兵、
精武强能”知识竞赛拉开战幕。一名
陆军少校军官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实时态势研判、相关数据分析，驾轻
就熟；稳中求胜的必答题、闯关题，
比分提速的抢答题、速答题和风险
题，对答如流。最终，他勇夺“战场
环境通”比武第一名。

这名军官是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
信息保障局副营职参谋刘万川。

刘万川原来在团、集团军、原军
区机关都是主力参谋，以前演习中处
置情况可谓驾轻就熟。当首次参加战
区指挥所演习和联合实兵演习，当陆
海空天电网“六域”战场态势、陆海
空火“四大军种”战备行动呈现眼前
时，他却乱了阵脚。

为尽快向新型联合作战参谋转
型，刘万川报名参加了全军联合参谋
培训班，先后赴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海军指挥学院、空军指挥学院、火箭
军指挥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
防大学等 6 所中高级指挥院校学习培
训，丰富了专业和兵种知识，开阔了
眼界和视野，厚实了联合作战的基础
和积淀。

同时，刘万川还走进战区联指中
心进行强化训练，《联合作战理论》
《联合战役指挥教程》等成为案头必备
资料，联合作战《应知应会手册》成
为随身携带的“宝典”。

历经一番勤学苦练，刘万川逐步
实现从“兵种通”到“体系通”，从
“平面简算”到“多维精算”，熟悉联
合作战理论和军兵种作战运用，精通
各类信息系统操作使用。

收集一线情况，作出分析研判，
提出处置意见……初秋时节，战区联
合指挥中心一场不明空情处置指挥演
练正在紧张进行。

一块块巨大的电子屏上，多维空
间态势不断变化，信息攻防、海空交
战同时上演。虽然这样的演练不带实
兵实装，不见炮火硝烟，其中却蕴含
着调动千军万马的大背景。记者在现
场看到，尽管导调组给出的情况一个
接着一个，可刘万川对职责范围内的
海空情况处置起来从容自如、得心应
手。

不断学习，超越自我。从刘万川
身上，记者看到了新体制下新型联合
作战参谋正在茁壮成长的脚步。

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参谋刘万川——

不断学习 超越自我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李祥辉

戈尔洛夫是苏联话剧《前线》中塑

造的一位总指挥。这位国内战争中的

常胜将军，后来忽视学习、不思变革。

二战中，一位年轻军长提出：“今天没

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

战。”戈尔洛夫却回应：“战胜任何敌

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

勇、果敢。”中军帐有这样的指挥员，结

果可想而知。

千军万马看指挥。一支部队，兵

怎么练、仗怎么打，质量如何、效果怎

样，关键取决于中军帐。联合作战指

挥人才，是中军帐的核心支撑。这支

队伍明机理、懂作战、精指挥、通联合，

带领部队备战打仗就卓有成效。如果

这个“能力不够”，那个“诸多不会”，中

军帐就撑不起来、强不起来。习主席

强调要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

战力量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原因

就在这里。

现代战争是体系和体系的对抗，一

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已

有的知识旧、时新的素养缺，知识结构

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视野狭窄、经历

单一，能力素质与联合作战不相适应，

这样的指挥员是上不得战场、打不了仗

的。未来战场上，每一个指挥岗位都是

体系的重要一环，哪怕在一个位置上出

现“戈尔洛夫”，都可能导致体系崩塌。

打赢人才的战争，才能打赢明天

的战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坚决

贯彻落实习主席决策指示，坚持按照

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大力实施人才

战略工程。颁发《联教联训实施办

法》，下发《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

养的意见》，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专

业化培养模式……新型高素质军事人

才培养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越来越清

晰。特别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军

委和战区两级联指中心常态运行，打

造了没有围墙的“联合作战学院”。软

件、硬件同步升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队伍将越发壮大。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战争在

“变脸”，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高”的

标准、“新”的内涵也时时在变化。不

做现代战争的“戈尔洛夫”，各级指挥

员必须深入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

熟悉联合作战理论和军兵种作战运

用，熟知各部队作战能力和主要武器

装备性能，精通各类信息系统操作使

用；必须实打实地经历体系化塑造、实

战化锤炼、深度化融合。只有成为明

天战争的明白人，才能指挥带领部队

练出劲旅、打出胜仗。

（作者单位：73087部队）

打赢人才的战争
■邬家军

2017 年 7 月 28 日，首都北京，八一
大楼。

中央军委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
誉称号仪式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
为“八一勋章”获得者佩挂勋章、颁发证
书，并同他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首批 10位“八一勋章”英模，景海鹏
赫然在列。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之
际，这位被誉为矢志报国逐梦太空的英雄
航天员，站在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体系的塔尖上。

这样的授勋时刻，对于眼前的这位
英雄来说，并不陌生。

2008 年 11 月 6 日，“航天功勋奖
章”；2012 年 10 月 1日，“二级航天功勋
奖章”；2016年 12月 26日，“一级航天功
勋奖章”……

正如他选择的飞天之路，荣誉的阶

梯每一步都需要拾级而上。一枚枚勋章
的背后，是一幅幅值得国人永远铭记的
自豪画面——

2008 年 9 月 25 日，航天员翟志刚、
刘伯明、景海鹏驾乘神舟七号载人飞船
成功进入太空，胜利完成空间出舱活动，
实现了中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大跨越。

2012年 6月 16日，航天员景海鹏、刘
旺、刘洋驾乘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
太空，顺利完成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自
动交会对接和手控交会对接，实现了中国
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2016年 10月 17日，航天员景海鹏、
陈冬驾乘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
太空，首次实现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

驻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向空间
站又迈出重大一步。

一次次飞天，一枚枚勋章，以梦想的
名义。

梦想是景海鹏人生的关键词。“点亮梦
想、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是带着
景海鹏独有特色的励志篇章，从“篮球梦”
到“飞行员梦”再到“航天员梦”，他喜欢将
个人经历与航天梦想结合起来，与无数年
轻人分享。他说：“梦想是很重要的大学，
够不着，跳一跳、努努力，就实现了。”

毫无疑问，在梦想这所大学里，景海
鹏足够幸福也足够幸运。这位英雄在梦
想引领下，一次次抵达并超越人生巅峰。

他为自己选择的路，指向一个时代
的伟大梦想。

在景海鹏出生前的 5年时间里，世
界正轮番上演着气势磅礴的航天活剧，
太空迎来一批批步履匆匆的造访者。

英雄绝非天生。在生命懵懂阶段，景
海鹏并不知道他的生命旅程正在嵌入大
时代的轨道。但英雄的传奇之处在于，他
从小便怀揣一个个梦想，并愿意跟着梦
想的脚步去跋涉、去攀登，愿意为了梦想
付出一切。有朝一日，大时代的梦想一旦
召唤，他已经积蓄足够的能量进入轨道。

大时代托举着他，他没有辜负这个
大时代。

茫茫太空，景海鹏和他的战友们注
定是中国载人航天的首批拓荒者。今天
他们踏出的每一步，都将是明天的路标；
他们的每一次勇敢出征，都在给后来人
传递力量。

景海鹏：三度飞天，以梦想的名义
■本报记者 王通化

特战突袭、工兵破障、炮兵支援……
仲秋时节冀中山区，一场合成营对抗演
练在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展开。

炮火硝烟中，对抗双方围绕某高地
展开你争我夺、斗智斗勇，战斗激烈到
几乎无法分清“谁攻谁守”。

记者走进中军帐，发现作战席上都
是一张张年轻面孔，眉宇间却都透着久
经沙场般的成熟与睿智。

这是令人振奋的一幕，却也是该旅
练兵备战中最寻常的一幕。
“我军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

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

够……”5年来，全军将士牢记习主席
教诲，两个“能力不够”倒逼着部队各
级在新型军事人才建设上正视差距、
全力追赶，绘就了一幅人才方阵和强
军伟业交相辉映的新画卷。

深造无忧：再好的剑

也要时常磨一磨

到底要不要去深造？曾让很多基
层军官很纠结。

几年前，记者在某军事院校一次重
要的人才培训班调研时发现，参训学员
很少来自关键岗位，大多是单位非重点
培养的参谋干事。

一份调研，发人深省。而翻开以往
培训记录，这似乎并非个例。

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不想来，是
不敢来。人一走，岗位可能就没了。”当
时，一名来自陆军某部的学员坦言，基层
岗位“僧多粥少”，一旦离岗，就意味着离
职。他说，曾有同单位的一名指导员考
上研究生，谁知毕业后，却成了副指导员。

岗位还是学位？职务晋升还是素
质晋级？该旅不少人因此患得患失。

贾宁宁，曾是该旅“强渡乌江模范
连”连长，多次代表单位参加全军侦察兵
比武，却在发展遇到“天花板”时不得不
选择转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
有培训经历”、素质有短板，让人惋惜。
“一把好剑，一旦用顺手，就不舍得

放下磨一磨。”该旅一位领导谈到贾宁
宁的经历，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一段时
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只摘果子不施
肥”，导致人才渐渐成了“凡人”，最终被
“淘汰”。

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在该旅
人力资源科采访时，恰遇正在陆军指挥
学院学习合成作战指挥的该旅某营营
长何永学打来电话汇报学习情况。他
没想到的是，此时旅党委已将他上报拟
任命为旅火力科科长。

该旅人力资源科提供的一组数据
显示，旅科长一级 80%赴过院校培训，
100%参与过旅以上岗位集训。就在记
者采访期间，又有 3个业务部门提交关
键岗位人才培训需求。

从不愿去到争着去，从被动学到主
动问，变化的不仅仅是观念，更是对成
才环境的一种认同。然而，改变只是开
端。一篙松劲退千寻，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观念的改变、环境的营造，
需要各级持之以恒的决心和坚持。”该
旅人力资源科科长陈良告诉记者。

复合发展：让交叉任

职成为一种习惯

采访中，旅政委林官亮向记者谈起
基层人才建设的一个新矛盾：随着改革
不断走向深入，一批人员编余的同时，
有一批新型岗位亟待“补位”。

然而，两个看似很容易解决的难
题，却如同用 A 门的钥匙去开 B 门的
锁，即使对得上孔，却怎么也打不开。
“抓新型军事人才建设，走老路不

行，走得慢也不行。”林政委说。人作为
武器装备的使用者、军事行动的实践
者，既无法“批发采购”，也难以“临阵磨
枪”培养。而此次改革，是军队全面转
型的“升级版”，同时也是人才素质转型
的“升级版”，绝不是简单的精简缩编和
重新组合。

在与基层干部的交流中，有一个在
全旅上下引起震动的故事被不少官兵
提及：前年，28岁的“精兵连长”傅新，被

选派到国外留学深造！
翻阅傅新的军旅履历，记者发现：

“军事+政工”交叉任职、“主战+兵种”
复合培养、“机关+基层”双向锤炼的成
长路径，是傅新成长成才的经历。而这
种复合培养人才模式已成为该旅新型
军事人才形成的“加速器”。

该旅某合成营副营长范明宇，去年
还是一名技术干部。而今年初他转岗
成为指挥干部这件事，也在该旅官兵中
引发热议。
“军队没有一个岗位是多余的，新

型军事人才既要有一流的专业素养，也
要能指挥、会管理、懂技术，胜任岗位需
要。”刚从国外某军事院校深造归队的
该旅旅长潘守勇对此有着深切体会：不
能把年纪轻等同资历浅，把经验少当成
素质弱。
“不拘一格用人”的前提，是要具备

能打善谋硬本领的人才队伍，不能局限
于用“岗位”“级别”甚至“年龄”来决定。

让复合发展成为人才成长的模式，
得到了全旅上下的广泛认同。近年来，
随着“军事+技术”转岗培养方式的深化
拓展，不仅让该旅军事干部身上的技术
能力不断提升，还使技术干部的指挥水
平显著增强。一批有着“军政双重经
历、跨兵种任职、参与过大型军事演习”
的新型军事人才正活跃在基层一线，推
动该旅强军兴军建设不断迈开新步伐。

接力培养：树立功成

不必在我的胸怀

“仗怎么打，人才就怎么培养。”这
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如
何科学有序地实施推进。

去年，在一次拉动演练中，相关人
员操作不慎，某连一台装备哑火，行动
失利，该连连长受到处分。

今年初，旅党委班子全新组建。在
首次基层岗位调整中，这名连长出乎意
料地被提拔为某合成营副营长，并负责
装备管理。

这源于旅党委始终坚持靠制度培育
人才的决心。经了解，虽然这名连长受
了处分，但导致问题出现的并非其主观
原因，其个人能力素质突出。该旅党委
依据《旅人才培养规划实施意见》，持续
为其专业能力提升打造平台，使其正确
看待得失，全身心投入人才“熔炉”。
“军事人才成长和战斗力生成的周

期较长，必须坚持效益至上。”旅政委林
官亮告诉记者。过去，新型军事人才培
养一度进展缓慢，其“只开花不结果”的
原因，往往是由于“一个将军一个令”，
以致形成人才培养“断流”甚至出现“烂
尾楼”现象，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
“各级党委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

建功必须有我’的大局观，形成人才培
养的接力意识。”林官亮介绍说，新的旅
党委班子组建后，他们注重在人才管理
与使用上完善配套措施，不少在原单位
的人才骨干被继续委以重任，让人才建
设发挥出最大效益。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用昨天的战
斗力标准，培养今天的打仗人才，打不
赢明天的战争。作为军队建设一项战
略工程，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不可
能一蹴而就。只有数年如一日地打基
础、持之以恒下大力，才能为打赢未来
战争持续注入“新动能”。

下图：陆军某合成旅大力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今年一批战士喜获军校录取

通知书。 于华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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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兴军这五年·记者手记 本期视点:新型军事人才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强军之声

把使命扛在肩上·英模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