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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下坡容易上坡难。”然而，
大自然中有些地方竟然存在“上坡容易
下坡难”的奇特景象。在英格兰斯特拉
斯克莱德的克罗伊山公路上，如果驾驶
汽车从北向南行驶，迟早总会慢下来甚
至停止，令驾驶员不知所措。因为从北
部驶向小山，司机眼中所见是道路向下
倾斜，并会产生车辆在加速的错觉，因而
把车速降低直至完全停下来。与表面现
象相反，那条路实际并非下坡路，而是上
坡路。从南部来的驾驶员也同样会产生
颠倒的感觉，他们以为是上坡行驶，于是
加速，结果发现车子比预期的速度要快
得多，因为那条路其实是下坡路。虽然
每年慕名前来的游人数以万计，但迄今
尚无人能对克罗伊山这种奇异的现象作
出圆满解释。

在自然界，违背常规的事可能成为一
道风景。但在军事领域，违背常规的事则
伴随着生死存亡的较量。在二战斯大林
格勒战役中，苏军的密集火力成功压制了
德军的炮兵阵地。可就在苏军以为德军
炮兵阵地全线崩溃时，不知从哪冒出来的

一个炮兵连，突然对苏军实施了破坏性打
击。苏军观察员提供了德军炮兵连的几
种可能位置，并指示炮兵进行炮火覆盖。
但奇怪的是，德军炮兵的炮火并没有停
止，仍然给苏军造成了严重伤亡。原来，
老谋深算的德军炮兵指挥官将火炮架设
在河上。苏军却想当然地未对河流进行
炮击。德军利用违背常理的做法，成功实
施了对苏军的欺骗。1945年远东战役前
夕，日军统帅部经过分析认为，苏军虽已
准备完毕，但绝不会在雨季发动进攻，更
不可能穿越沙漠和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出
击日军，因为雨季、沙漠和原始森林都不
适合机械化重兵集团行动。日军据此放
松了对大兴安岭方向的警惕和戒备。可
是，苏军这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却偏偏违反
了常规，不仅把进攻的时间选择在雨季的
8月上旬，而且命令主攻坦克兵团从蒙古
东部翻越大兴安岭，重兵直逼日军设防重
地，打得日军一败涂地。当时参加拟制作
战计划的什捷缅科将军在后来回忆说：
“与形势逻辑相反，山脉、原始森林和沙漠
成了苏军的天然盟友。”

古今中外在战场上创造奇迹的将
帅，其“绝招”往往就是不拘于成理、不循
常规行事。我军的四渡赤水、七亘村重
叠设伏等，都是对此的最好诠释。相反，
对非常规的外交、军事行动保持警惕，又

往往是保存自己、防范敌人的有效思
路。春秋战国时代，晋国智伯打算袭击
卫国，故意赠送卫国国君四百匹野马和
一块玉璧。卫君十分高兴，群臣纷纷道
贺，只有南文子面有忧虑之色。卫君问：
“大国送礼与我结好，你为何闷闷不乐？”
南文子说：“小国没有向大国献礼，大国
反倒给小国送礼，君主不能不察。”卫君
一听有理，立刻命令边境加强守备。智
伯果然起兵袭卫，见其守备森严又率军
而返，说：“卫国有贤人啊，能够预知我的
计谋。”

在日常生活中稍加留心就会看到，每
个人的思维路线都有着某些特定的模式。
日久天长，甚至会形成所惯用的、格式化的
思考模式。当面临外界事物或现实问题时，
他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将其纳入特定的思
维框架，并沿着特定的思维路径进行思考和
处理。通常，我们称这种思维模式为习惯性
思维定势。客观地说，如果事情简单，应用
经验单一，思维定势的积极效果也是明显
的。但在讲究出奇制胜的军事领域，更需要
在常法之上，寻求非常法，以求出其不意，攻
其不备。

非常规思维，常被称为“盒子外的思
考”。“盒子”象征着人类现有思维模式、
认知层面等存在的局限性。突破“盒
子”，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敢于对现有的

知识系统、思维模式、行为习惯等进行突
破。但由于思维方式具有根深蒂固、不易
察觉等特性，导致此类突破往往需要极大
的努力才能完成。在此情况下，不妨注意
采用逆向、发散等思维方法。正向思维是
指沿着人们的习惯性思考路线去思考；而
逆向和发散思维则是指背逆人们的习惯路
线去思维，这也就是非常规思维。所谓逆
向不是简单的表面的逆向，而是在深刻认
识事物本质的前提下，从逆向中做出独到
的、科学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超出正向的
思维成果。它能够克服思维定势，破除由
经验和习惯造成的僵化的认知模式，在充
满激烈竞争的军事斗争领域出新法、用新
招，克敌制胜。

当前，我军正处在改革攻坚期，许多
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创新，许
多新型作战力量也亟待形成系统性的创
新战法。解决诸如此类问题，有时就需要
用非常规思维来思考研究，力求破旧立
新。尤其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争较量
中，各级指挥员要立足现有装备战胜优势
敌人，就必须从敌人无法预料的地方着
手，打破常规摆兵布阵。有时不按常理出
牌、不按常规行事，可以出敌不意。但在
特定情况下，偏重常法又往往可能正是非
常规之策。总之，要遵循特定条件出奇谋
设奇策，出敌不意克敌制胜。

无定式用兵需要逆向思维
■周志富

平静的水面，练不出强悍的水手。

作战是两股有生力量的活力对抗，而对

抗演习是对实战的逼真模拟，是最贴近

实战、最锻炼部队的练兵方式，具有紧

贴实战、实力对等，互为对手、自主交

战，依托信息、体系对抗，规则约束、必

分输赢等基本特征，能够有效激发训练

热情、发现彼此弱点、砥砺实战能力。

然而，越是激烈的对抗演习，越需要

对规则标准的刚性执行和对行动效果的

科学导裁；否则，难以真正发挥对抗演习

这种训练形式的优长，难以保证对抗演

习的健康运行和持续深入发展。

作为军事训练领域的一种高级

训练方法，对抗演习既有军事训练活

动的一般规律，又有其自身存在的特

殊规律。除了对抗双方取胜概率相

对均衡，对抗双方互为条件不断形成

矛盾焦点，前次对抗结果生成下次对

抗态势等内在规律，还需要导与演相

互制约，并且服从裁决。对抗演习机

制的运行，主要依赖“红军”“蓝军”

和导裁三方的共同作用。失去一方，

它方就不成立。“红军”与“蓝军”构

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如若失去导裁

一方，对抗演习势必处于自由化状

态，无法有序地进行；如若失去“红

军”或“蓝军”一方，就成为单方演

习。对抗运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

的起始状态，始终由导裁方确定。导

裁方确定对抗起始状态，是根据平衡

造势的原理，依据训练目的、对抗实

际态势、双方战术原则、战斗行动结

果和定量定性的裁决结论而决定

的。导裁方的总裁判是总导演，通常

又是所在单位的军事主官，具有权威

性。因此，导演裁决的公正性、科学

性和权威性，决定了被裁决双方的服

从性，决定了对抗实战本质属性的体

现程度。

实战化程度再高的对抗演习，和真

正的实战都是有距离的，只能无限趋近

而不能划等号。实战中，作战双方是你

死我活、针锋相对的较量和厮杀，不可

避免会有很多流血与伤亡；而在对抗演

习中，一般是“不流血”或尽量“少流血”

的。如此，既要提高演习中的实战性、

锤炼出实战能力，同时又要保证参训参

演人员和装备的安全，这就需要为演习

制定刚性的对抗行动规则。另外，实战

中面对的敌情是真实的敌情，而训练中

的敌情是依据想定构设或根据战术情

况营造的；演习是可以反复组织的，而

实战则具有“一次性效应”。

把兵练活，是实战化训练的内在要

义；而对抗演习“活”的灵魂就体现在自

主上。但自主对抗是在对抗规则标准

框架内进行的有序较量，决不是放任自

流的随意争斗，即自主不是自由、对抗

不是对殴、斗智不是斗气，必须要有刚

性的对抗规则标准和科学的导调裁决

作为规范与约束，以保证对抗演习不偏

离正确的方向，确保抗得顺利、抗得安

全、抗得服气，进而达成检验和提高实

战能力的目的。如果随意越过战斗分

界线，违规设障破障，遮挡激光接受装

置，“红军”“跑”战术与“蓝军”“堵”战

术，训练作风不实等，都是与实战要求、

与训练本来要义相悖的。

刚性规则标准和科学导调裁决作

为形成对抗条件、保证演习实施、达成

演习目的的根本保证，贯穿于对抗演习

的始终。为保证对抗规则标准的刚性

和导调裁决的科学性，需要不断研究完

善对抗与裁决规则，使规则标准更加科

学严谨、准确全面、便于操作，符合信息

化条件和复杂网电环境下实战的特点，

符合部队的实际，能够充分体现公平竞

争的对抗原则。参演部队在演习实施

前，必须认真学习对抗行动规则，熟练

掌握哪些行动是规则允许的，哪些行动

是规则禁止的，为参与对抗演习打下基

础。同时，导裁人员还要积极充分预想

对抗双方在演练过程中可能有哪些行

动，哪些行动是违规的，力争做到预有

准备。导调机构人员要严格遵守导裁

行动规则和演习纪律，及时检查对抗双

方对规则的掌握情况，严格按规则监督

部队行动。对对抗双方在演习过程中

的违规行为，要按对抗行动规则的规

定，坚持从重从严从快的原则裁决处

置，决不姑息迁就，捍卫规则的严肃性

和不可动摇性，使参演人员认识到在演

习中必须要像执行作战命令和战场纪

律那样，无条件地遵守规则、服从并落

实裁决，让“演习不守规，战时要吃亏”

“规则硬如铁，谁碰谁流血”等观念在参

训官兵头脑中深深扎根。通过刚性的

规则标准和科学的导调裁决，激发对抗

双方谋势造势，争取主动权；引发双方

斗智斗谋，改变被动局面；引导双方走

活死棋、打破僵局，共同塑造针锋相对、

激烈对抗的实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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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的手”源自一个故事：

大雕塑家罗丹花费七年时间创作了

《巴尔扎克》塑像，他将这位文学大师

睿智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

尊雕像却没有手，这是为何？原来，他

的一位弟子看完雕像后对其赞不绝

口，并将目光停留在雕像的手上，大声

地喝彩说：“这是我看到过的最精美的

一双手啊！”不料罗丹听了这话，脸上

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他再次审视自己

的作品，仿佛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又

叫来几位弟子，他们同样对雕像的双

手感兴趣，罗丹变得异常不安，他决然

抄起斧头砍去了巴尔扎克雕像的手。

原来罗丹坚持以为：整体感高于一切，

假如某一细节分散了观者的注意力，

无论它本身多么优美动人，也要毫不

留情地舍弃。被卸去双手的巴尔扎克

雕像却因此而更具艺术感染力，成为

罗丹雕塑作品中的传世之作。

艺术讲究整体感，其重要性高于

单项优势，打仗更是如此。当前，世界

各国无不注重合成型部队建设。合成

型作战是整体作战而不是体育竞技，

合成训练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单

项冠军再多，不能在战场上形成合力，

仍会“挨枪子儿”。打仗往往追求全局

最优组合，而不是局部或某一兵种的

最优，所以必须提高精兵能手们配合

的默契程度，才能在随时出现的战斗

任务中，第一时间“条件反射”式地做

出反应，达到克敌制胜目的。

近年来，一些部队在开展合成训

练方面动脑筋、谋突破，收获不小。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不

到演习时不想合成的事，不到演习跟

前不搞针对性训练，兵种训练与合成

训练“两张皮”。上级如未赋予具体

任务，就不进行实际的战法研究，使

其仅停留在纸上谈兵。要解决以上

问题，真正使合成训练落到实处，就

必须注重平时从练指挥、练配合、练

战法三个方面着手提高。练指挥，可

将多个专业纳入合成指挥训练范畴，

真正抓好合成指挥人才培养，达到

“会谋划全局、能合成指挥”；练配合，

应按实战需求编组，将多个兵种力量

有机组合，进行模块化集成训练，提

高基础作战单元的技战术水平，使合

成训练质量和作战能力有显著提高；

练战法，有针对性进行战法研究，把

握更多胜算。

总之，要加强内部作战要素的合

成训练，切忌仅盯“巴尔扎克的手”满

足于单项冒尖、有几个亮点，应积极

构建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齐全的合

成训练体系，加大组训、保障、育才三

方面的合成化力度，力求在各个方

面、各个领域不留短板，全面提高作

战能力。

不能仅盯着“巴尔扎克的手”
■邓 戈 龚雪强

未来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既
是体系对抗，更是智慧较量。需要在如
何获得综合制权，如何采用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如何获得先手等方面加强研
究。

多维综合制权主导战场

随着多维战场的发展和成熟，战
场控制权除陆、海、空、天等自然空间
外，已经拓展到制网络权、制电磁权、
制心理权、制舆论权、制时间权等多种
制权。但在体系对抗时代，从体系的
融合，到各作战单元功能的发挥，从时
间空间的掌控与利用，到侦、控、打、评
各要素的运行，都有赖于信息系统的
支持，这使得制信息权成为战场综合
控制权的核心，同时，单一制权已非常
脆弱，综合制权成为掌握战场主动权
的保证。

制权的综合性显著增强。机械化
战争时代，军种作战相对独立，行动空
间相对单一，往往是以单维制权的观念
看待和组织各领域制权的争夺，以致出
现制权顺序上各军种相互推诿的历史
现象。随着作战体系化特征增强，各领
域制权的独立性降低，不同制权的相互
依赖性、渗透性、连带性、互补性和交互
性增强。有的情况下，争夺海上制权的
重点可能在空中，取得空中制权的关键
可能在太空，陆上行动自由权可能取决
于空天威胁。特别是海上方向战争，倚
陆向海、多维一体，一种作战力量可能
要参与多种制权任务，一种制权的争
夺，往往需要诸军兵种联合行动；一种
联合突击行动，很难定位是为争夺哪个
领域的制权；一个领域的制权，很难固
定在哪一种作战力量上。这种空间联
系的紧密性和力量使用效能的综合性，
使单一制权逐步向综合制权发展。

综合制权全程争夺。交战空间越
多，攻击与反制手段可选择的范围就越
大，战场制权的稳定性就越差。一场海
上交战取得的制海权，可能因对方一次
致命的空天打击和陆基远程打击而中
断。其他领域制权亦有如此可能。这
种可能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制权很
可能也很容易敌我易手。

由此可见，进行海上方向信息化局
部战争，要确立强烈的综合制权意识和
全程争夺意识，每种制权都要使用联合
力量，每一种作战力量都要准备用于夺
取综合制权。海上方向联合作战，制权
着眼点不能仅盯在海上和海洋的空中，

应特别注重陆、海、空、天统筹，关注大
区域濒海战场，致力夺取战场周边大区
域濒海控制权，以大视野的制权掌控战
争的主动。

灵活自主作战蕴含胜机

海上方向战场战略回旋余地大，作
战方法的可选择性强，制敌胜机将广泛
蕴含于灵活自主的非对称作战之中。

远中近联动制胜。海上方向信息
化局部战争，拓展制敌范围是争取战略
主动的重要保证；我作战手段的发展，
为实施远、中、近多区慑敌、阻敌、歼敌
提供了可用的力量手段；敌作战体系对
天基和地面基地的依赖,以及远程保障
的弱穴，使我可能拥有远中近相机制衡
的机会；实施分区制敌，有利于发挥我
多种手段的综合作用。

多样式相机运用。前推战略前沿、
拓展战场空间、应对复杂威胁、发挥新
型作战力量作用，必然要出现多种作战
样式，使我有可能相机运用远程综合威
慑、中远距离联合拒止、中远程联合火
力打击、海上联合破袭、综合立体封锁、
区域海空夺控等多种作战样式，还可能
辅之以太空、网络和信息攻击。

广泛实施非对称自主作战。在战役
战斗上，作战对象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处
于强势，只有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才有胜
机可言。即使我强敌弱，为了谋求更好
的作战效果，也需要科学设计和灵活运
用作战方法；运用新型作战力量，在网
络、太空等新型领域作战，依然需要实施
非对称自主作战。非对称自主作战是营
造有利态势、创造有利战机的根本选择，
以体系“长板”优势制敌体系“短板”死

穴，是战法设计的主要着眼点。
由此可见，未来海上方向信息化局

部战争，必须集中优势实施战略主动作
战，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
枢纽部署战斗，充分发挥远程作战力量
的作用，实施多区域耗敌制敌；坚持不
与敌打堂堂之阵，始终针对敌作战体系
薄弱环节，充分发挥我之优势，在作战
的全过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灵活实
施“围剿”中的围剿，巧妙进行内线作战
中的外线作战，不按敌人套路打，盯住
敌人死穴打，综合我军优长打，从战术
层到战役战略层，都致力于以非对称战
法巧战制敌、以谋制胜。

时间速度博弈决定胜败

在战场上，时间的本质表现为速
度。如果说，在战略上，持久可以作
为削弱和消耗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战
役战斗上，则必须以比敌更快的速度
释放效能。

时间极大增值。“兵贵神速”是古
训。在依靠体能和纯粹机械能运动的
时代，抢敌之先固然重要，但由于战
争的节奏相对较慢，在快与慢之间总
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进入信息时
代，作战行动节奏进入“秒杀”级，
时间上的回旋余地向“零”趋近。统
计美军“信息获取—传输—处理—下
达指令—完成火力攻击”所用时间，
可以清楚看出战争节奏的惊人变化：
海湾战争（1991.01.17） 2880分钟 （48
小时），科索沃战争（1999.03.24） 110
分钟，阿富汗战争（2001.10.07） 19分
钟，伊拉克战争 （2003.03.20） 10 秒
钟。12 年时间，C4ISR 系统反应速度

提高 17280倍！伊拉克战争已过去十多
年，目前这个速度会更快。在这种节
奏之下，某个环节失之毫秒，就极有
可能胜败易手。

降低体系内耗时间竞争激烈。系
统运动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体系越复
杂，时间的消耗点越多，同步快速反
应的难度也越大。海上方向信息化局
部战争，是多维度、全要素体系对
抗，诸军兵种、诸作战要素能否同步
利用时间，能否最大限度降低体系
“内耗”时间，是衡量作战体系效能的
重要标志。这决定交战双方都将通过
组织、技术、战术等多种措施提高体
系的反应速度。

速度成为关键的决胜点。美空军
上校约翰·博伊德很早就总结道：“为
了获得时间优势，我们要形成比敌人
更快的作战节奏。”他提出的“OODA”
循环，就是建立在速度决胜规律之上
的：“在一切冲突当中，每一个参战者
都反复经历着观察—判断—决定—行
动的循环……有可能胜出的参战者的
OODA 循环始终快于他的对手（包括
在循环之间的转换时间）。”很显然，在
这个循环中，若跟不上敌人变化的节
奏，就会永远在“观察—判断”“观察—
判断”这个循环中打转，连作出决策和
行动的机会都没有；若能先敌组织体
系力量准确释放作战效能，就会把被
动和失败留给敌方。这个规律，在信
息化战争中表现得更具决定性，由此
也确立了信息化战争一个新尺度：不
适应信息化战争节奏的作战资源，即
使进入作战体系也派不上用场；不适
应信息化战争节奏的作战体系，即使
体系再庞大严密，也注定是败战体系；
不能快于对手的指挥流程和行动流
程，即使程序再周全再严谨，也没有任
何实战意义；不能根据态势变化快速
作出决策，即使决策再周密，也是徒劳
无功的“马后炮”；不能在战机消逝前
发生效力的战法，即使设计得再巧妙，
也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

由此可见，实施海上方向信息化局
部战争，在战略上，可以立足全局，对持
久与速决进行科学运筹，但在战役战斗
上，必须把时间与速度放在成败“决斗”
的高度去把握。应把“速度”作为各种
作战资源进入作战体系的“入门券”、作
为衡量作战体系质量的“达标尺”、作为
确定行动流程的“度量衡”、作为衡量决
策的“准生证”、作为检验战法的“执法
官”，在资源运用、体系构建、决策检验、
流程确立、战法设计等方面，赋予时间
与速度“一票否决”权。

如何争夺未来海上作战主动权
■张占军

挑灯看剑

读史论理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阅读提示

观点争鸣

●进行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在制权争夺上，要确立强烈的信

息优先意识、综合制权意识和全程争夺意识，每种制权都要使用联合力

量，每一种作战力量都要准备用于夺取综合制权。

●未来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必须集中优势实施战略主动作

战，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综合我军优长打，

从战术层到战役战略层，都致力于以非对称战法巧战制敌、以谋制胜。

●实施海上方向信息化局部战争，在战略上，可以立足全局，对持久

与速决进行科学运筹，但在战役战斗上，必须把时间与速度放在成败“决

斗”的高度去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