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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侦察装备撕破了夜幕的天然伪装，暗夜条件下的态势感

知、装备操作等传统夜战难点已得到有效克服。但装备性能、协同能

力等环节上的“新昼夜差”的影响却越来越凸显。只有不断创新夜战

训法和招法，才能拉近与对手的差距。

——某合成旅炮兵营营长闵庆瑞

教练员手记·点睛摘录夜战场无法绝对透明，

“新昼夜差”层出不穷——

打赢明天的夜战，警

惕今天的“夜盲症”

前不久，某合成旅夜间红蓝对抗演
练中，红方主攻分队利用新型夜视器
材，克服一个个夜暗带来的不利因素，
比预期提前 21分钟到达前沿阵地。正
当主攻分队准备大举进攻打“敌人”一
个措手不及时，炮兵营却“冒了泡”——

担任火力支援任务的他们完成阵
地布置后发起第一轮急袭，结果让所有
人都傻了眼：营里众多“神炮手”一个个
竟都“剃了光头”。

原来，问题出在荧光棒瞄准点上。
白天进行射击，瞄准点往往选择在较远
处的固定地物上。而夜间能见度差，只
能通过荧光棒设置瞄准点，且距离要足
够远。按照战术原则，营阵地勘察组将
阵地选择在了前后都有树林的两个高

地之间。若是白天，这个阵地无疑是最
佳位置。但夜幕降临后，由于树林遮
挡，瞄准点的距离无法满足要求，最终
导致射击精度打了折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问题出
在了炮兵观察所。演练进入实弹射击评
估阶段时，目标为“敌”碉堡，观察所计算
好诸元后，营长闵庆瑞向炮阵地下了一
道试射口令。谁料，一声巨响后，器材手
罗小刚报告：“未捕捉到炸点。”随后几次
射击，同样的情况多次出现。

咋回事？大家很快找到了原因。
在白天，器材手捕捉炸点，往往通过爆
烟显示，持续时间较长。但在夜间，炸
点显示仅凭短暂的火光，无法进行镜外
观察，加上器材的视角受限，很容易捕
捉不到炸点。
“‘透明夜战场’是相对的，不可能

绝对透明！”盘点近年来夜视器材的快

速发展，闵庆瑞告诉记者，信息化武器
装备不断削弱夜暗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官兵们很容易产生昼夜已经没多大差
别，夜训没啥练头的错觉。从上述战例
可以看出，原来的昼夜差模糊了，仍有
新的“昼夜差”在影响作战效能。

对抗结束，炮兵营营部的帐篷里热
闹了起来。“建议增加观察所观察器材数
量，增大器材视角，确保炸点捕捉及时”
“夜间转移阵地过程中容易受阻，建议以
连为单位转移”“夜间炮阵地必须结合瞄
准点设置等因素进行选择……”复盘讨
论中，多项新训法、新战法悄然出炉。

天色渐亮，望着这片重归宁静的
旷野，闵庆瑞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演
习没有“出彩”，但夜间非理想气象条
件下，多种武器的实战应用和作战效
能得到了充分检验，新的“夜盲症”正
在“治愈”！

都说夜训不能总上一年

级，可改革之年却必须上好一

年级——

练硬新编制下的“金

手指”，方能形成“铁拳头”

夜黑如墨，冷风嗖嗖。某合成旅综
合演练场，一场红蓝实兵对抗演习激战
正酣。

红方工兵前出开辟通路，防空兵
掩护打击“敌”临空武装直升机……几
声巨响后，红方第一梯队沿着撕开的
口子，即将推进至蓝方阵地前沿，意外
却出现了：第二梯队突然“哑火”，并没
有乘势而进。
“到嘴的鸭子为啥说飞就飞了？”演

习复盘，大家把矛头都指向第二梯队，埋
怨其动作迟缓、冲击不力。而担负第二
梯队的合成一营火力连连长岳中宇则一
肚子苦水：改革后连队由原机枪连、炮兵
连、迫炮排等组合而成，官兵来自大大小
小七八个单位，以前很多人手中的家伙
什儿是相对老旧的牵引火炮，现在则是
某新型火箭炮和反坦克导弹，专业训练
大多刚刚起步，熟练驾驭新装备还需要

一段时间。
“合成营不是简单的兵种聚会，合

成演练更不等于分类打靶。”窥斑见
豹，该旅领导深切感到，人员、装备重
组后，夯实训练根基必须有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只有经过艰辛的锤打锻
造，战斗力“锋刃”才能真正显现。为
此，旅党委明确要求，合成营夜间训练
要从战术协同、整体防护、综合保障等
6 种能力练起，先把夜战夜训的“基本
功”练扎实，进而达到攥指成拳的体系
作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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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该旅组织官兵认真学
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照着报告中的
具体要求在夜训场上严格展开复补
训。针对连队重组后在夜战夜训中暴

露出的短板弱项，他们按照课目内容
的难易程度、动作技能的结构组成，量
化分配理论与操作、基础与应用、分练
与合练的训练时间、落实标准，一步一
动夯实夜训课目基础，采取学理论、看
示范、练编组等方式，重新回炉学习各
兵种在夜战夜训中的经验战法，严防
各专业基础训练出现弱训、偏训、漏
训，扎实提高连队夜战能力。

练硬新编制下的“金手指”，方能形
成“铁拳头”。又一次夜间战斗刚刚打
响，由装甲兵、步兵、炮兵、防空兵等 10
余个兵种编组而成的红方合成营，就对
蓝方阵地发起猛烈冲击。
“131高地发现敌后方指挥所，请求

火力打击。”消息传来，岳连长指挥全连
迅猛出击，各火力单元喷吐火舌，炮弹像
长了眼睛一样直奔目标而去……

打 仗 要 懂 夜 的 黑
——从第79集团军一组教练员手记管窥夜战夜训新气象新变化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海 洋 通讯员 刘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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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基

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这一重要论

述，为我军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明确了方向。现代

战争，首战可能就是夜战。夜战不是要不要打、

愿不愿打的问题，而是不容回避、必须面对、务

打必胜的迫切课题。

“太阳是我们的，月亮是中国人的！”昔日朝

鲜战场上，美军曾发出这样的叹息。夜战是我军

的传统优势，无论是抗日战争中的“夜袭阳明堡

机场”，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奇袭白虎团”，

我军多支部队一再收获“夜老虎”的威名。

几十年过去了，“月亮”还是属于我们的吗？

今天，站在信息化的星空下，面对世界新军事革

命大潮，我们清醒地看到，我军传统的夜训模式

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一位军事专家

疾呼：这是一场夺取月亮的战争！

夜战夜战，关键在战。谁夺取了今天的夜战

制胜权，谁就能赢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

在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入，我军编制体制、战斗

编组和武器装备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如何

乘势而上重振“夜老虎”雄风？近日，记者踏访第

79集团军各个夜训场发现，部队夜训正在发生新

变化，特别是翻阅一篇篇组训教练员手记，更是

“内有乾坤”，他们的思考和探索，给人颇多启示。

新体制释能，指挥员必须

先行一步——

加速新编制下夜战

能力生成，必须抓住指挥

员这一关键

“防空火力建立空中掩护走廊！”“对
敌实施强电磁干扰！”……

深秋时节，一场实兵对抗演练在子
夜时分悄然打响。面对数倍于己之
“敌”，红方指挥员、合成三营营长徐向丰
运筹帷幄，灵活指挥，带领全营左冲右
突，逐渐占据上风。待“敌”疲惫之际，徐
营长瞅准时机，集中火力给“敌”致命一
击！
“今天的游刃有余，起点是昨天的蹩

手蹩脚！”硝烟散尽，回味自己这段时间
的淬火磨砺，徐营长脱口而出。

徐营长为何会有这样的感慨？这还
要从合成营组建之初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的一件尴尬事说起。

几个月前，一场合成营夜间对抗演
练进行到紧要关头，步坦向纵深冲击受
阻。得知情况后，担任红方指挥员的徐
营长迅速召唤炮火打击。谁料，炮弹刚
刚“出膛”，导演部就判定红方人员大量

战损——炮弹打到了自己人。
“怎么回事？”演练结束，徐营长质

问缘由，配属的榴炮连连长张伟明一脸
委屈：“我们按照给定的指示目标，计算
射击诸元，并没有错啊！”原来，徐营长
呼唤火力时机不符合炮兵射击安全界
要求，己方人员与目标距离小于安全距
离，导致火力支援过程中误伤了自己的
部队。

问来问去，问题竟然出在自己身
上。羞愧之余，徐营长明白：“新体制下，
夜战呼唤更多的‘兵种通’！”以往全营只
有 3个兵种，夜间“摆兵布阵”比较得心
应手。变成合成营后，一场演练有地上
跑的、天上飞的，重装的、轻型的，有人
的、无人的，夜间各兵种间协同难度陡
增。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掌握多兵
种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合成指挥能力。
“新体制下合成营夜战不可能‘一合

就成’，必须打破系统壁垒，弥合兵种‘缝
隙’，把指挥员训练作为重点突出出来。”
他们果断打破专业壁垒和兵种界限，要
求合成营指挥员必须熟练掌握所属兵器
的技战术性能，加强合同战术、军兵种和
新型作战力量运用等内容的学习，提高
筹划和组织作战能力。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开展
实战化军事训练。对于我们指挥员来
说，如果拿不到素质合成的‘资格证’，建
设新型作战力量就是一句空谈，更没有
调兵遣将的指挥权。”徐营长介绍，今年
旅里在夜训中连续组织岗位互换、专业
互学、人员互补培训，内容涉及到步兵、
坦克、榴炮、工兵、防化、电子、侦察等诸
多专业，让他们这些以往只懂一个专业
的“直筒子”，正在变成能够灵活统筹
多兵种的“多面手”。

本报讯 朱笑冰、特约记者迟玉光
报道：“距离××，方位××，出现不明
‘敌情’，令你前出处置！”10月下旬的一
个午夜，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
员蒋忠超刚刚完成激烈的空战对抗，当
他调整航向准备返航时，突然再次接到
指挥所指令。蒋忠超临机受领任务，带
领僚机迅速飞赴目标空域。
“现代空战往往在夜间打响，飞行

员只有具备应对多种安全威胁能力，才
能掌握夜战主动权。”旅长郝井文向记
者介绍，夜间环境复杂，能见度低，特别
是下半夜飞行员身体容易疲劳、反应变
慢。为锤炼夜间连续作战本领，挑战心
理生理极限，他们采取临机导调的方
式，随机嵌入“敌情”，让飞行员接受多
重考验。

经过空战对抗，此时蒋忠超的体力
精力大量消耗。他一边迅速调整身体

状态到最佳，一边开启雷达寻找目标。
目标尚未找到，指挥所又随机导调加入
“敌袭击致指挥通信中断”特情，让任务
变得难上加难。蒋忠超和僚机在没有
地面指挥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最后一次
引导目标位置，综
合判断空中态势。
刚 刚 飞 抵 目 标 空
域，“敌机”就迅速
占据有利位置，企
图给蒋忠超来个措
手不及。蒋忠超迅
速释放电磁干扰迷
惑对方，机动至“敌
机”后侧实施咬尾
攻击，夜间空战再
度激烈上演……

一次出航，多
重“敌情”，多番空

战。该旅空战引导科科长王康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他们先后组织数百架次
多重“敌情”夜间空战，既练上半夜也练
下半夜，飞行员在未知条件下飞一路打
一路，夜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锤炼飞行员夜间连续作战硬功

午夜空战“敌情”随机嵌入

记者调查

打仗打将。未来联合作战，战场观的悄然变脸，要求各级指挥员

必须时刻正视观念差、聚力求解能力差。提升新体制下的夜战能力，

要求指挥员的“眼睛”必须最明亮、“触觉”必须更灵敏，以己之“眼明心

亮”，照亮变幻莫测的夜战场。

——某合成旅合成三营营长徐向丰

教练员手记·点睛摘录

过去，都说夜训不能年年都上一年级；可今年，却必须要想法上好

一年级。为啥？基层不牢地动山摇。改革之年，兵种、人员和装备重

新编组，开局起步阶段打牢训练基础尤为重要，尤其是夜战夜训更容

易弱训、偏训、漏训。

——某合成旅合成一营火力连连长岳中宇

教练员手记·点睛摘录

10月下旬，第79集团军某旅组织合成营夜间射击训练。该旅着眼信息化条件下夜战要求，加大夜训比重和难

度，提升部队夜间作战能力。 韩立建摄

本报讯 李森、特约记者相双喜报
道：“×连侦察排利用微光夜视仪抵近
侦察，×连指挥排利用炮兵指挥车红外
热成像系统对‘敌’纵深进行观测……”
10月下旬，陆军第 76集团军某旅一场
夜间实兵演练中，合成一营情报参谋徐
渭锋通过实时查询“装备性能数据库”，
根据夜暗条件下不同侦察装备性能参
数，迅即流转信息上报方案。

如此部署有何奥妙？“通过抵近侦察
与纵深观测相结合的方式，可充分发挥
两种侦察装备优长，有效提升夜间战场
感知能力。”合成一营营长鱼关荣介绍
说，随着新体制下合成营的建立，营一级
作战单元不再是单一兵种，武器装备种
类明显增多，如何扬长避短发挥最大效
能，成为提升夜战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针对这一新情况新问题，该旅成立
攻关小组，主动联系院校厂家，在装备

理论性能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研究和实
操论证，对采集夜间不同光线、不同地
形环境下信息化武器装备的性能数据
建立数据库，先后收集了全营 10 余种
装备侦察、指控、机动、伪装、打击、防
护、保障等相关内
容数据，让指挥员
在精准决策中突破
新装备“夜障”。

有了精确的数
据支撑，合成营夜
间作战如虎添翼。
记者看到，战斗进
入白热化，演兵场
上硝烟弥漫，能见
度进一步降低。火
力参谋苟东升迅速
调阅“装备性能数
据库”，发现主战装

备的有效射击距离下降，立刻重新调配
目标打击任务，并向上级申请火力支
援，扩大压制范围，实现了火力打击“无
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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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集团军某旅建立夜暗条件下合成营装备性能数据库

大数据助力装备突破“夜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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