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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上，每一条命令都恰到好处；

海面上，每一发炮弹都击中靶标。4月

中旬，谈起刚刚结束的实弹演练，海军

某陆航旅领导坚定地说，演练成功得益

于我们像熟悉自己一样熟悉对手，紧盯

对手，研透对手，瞄准对手，永远是提高

使命课题训练水平的根本途径。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对手好比一

面镜子，以对手为镜可以知不足；对手如

同一位老师，以对手为师可以多胜算；对

手如一块砺石，与高手过招可以强素

质。走进信息化时代，尽管“战争是最出

色的变脸师”，但制敌必先知敌的制胜之

道并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习主席才反

复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贴作战任

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深化作战问题

研究，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新大纲也明

确要求全军各部队在练兵备战时，必须

“以研透对手环境装备战法为基础”。

甲午海战前，日军把北洋水师的舰

船吨位、火炮数量和性能、指挥员素质、预

定作战海域的水文情况等摸了个门清。

而清军不仅不察敌情，主战派还斥责研究

日军的将领“学鬼蜮伎俩，有伤国体”。难

怪历史学家在研究双方的情报准备后说，

“还没开战，清廷就已经输了”。

昨日之史，今日之师。战史告诉

我们，研透对手才能指挥对路，解开未

知数打仗才有底数。练兵备战，知敌

才能制敌。不研究对手，不想方设法

知道“山那头”的情况，不千方百计驱

散“战争迷雾”，就等于不瞄准靶子射

击，吃败仗是必然的事。“视其仓库，度

其粮食，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把作战

对手摸透、吃透，方能“先敌了解、先敌

发现、先敌机动、先敌打击”，快速反

应、出奇制胜。

然而，在一些部队的练兵备战中，

知彼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有的不知

道作战对手到底是谁，没有“靶子”空瞄

准；有的知道“假想敌”是谁但却是“模

糊像”，雾里看花；有的主观推测和弱

化、矮化作战对手，训练搞一厢情愿式

的自我设计。这些不知彼或者知而不

细的现象，都会使未来作战抓瞎，非常

致命，必须纠治。

打什么仗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同什

么对手打仗的问题。贴近实战练兵，实

际上就是贴近对手练兵。若连作战对

手都不知道是谁，训练何谈针对性、实

战化？如今，我军已经进入战区时代。

瞄准对手练兵，摸清敌情训练，真实环

境对抗，才能发挥战区的主战功能，才

能彰显新的体制优势。

知彼贵在知细，难在知细，也赢在

知细。对敌情既知其一也知其二，既知

其表也知其里，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

然，“摸清了自己部队的脾气，又摸清敌

人的脾气，指导战争就比较有把握，就

能打胜仗。”1948年，我军在碾庄包围敌

黄百韬兵团后，蒋介石对邱清泉兵团下

达了命其奋力驰援的死命令。刘伯承

获悉后只派出少量部队抗击邱清泉东

援，并笑着说：“他是不会真心东援的。”

果然，邱清泉在象征性驰援后就再也按

兵不动了，他说：“东进要路过商丘，商

丘就是‘伤’邱嘛，出兵东进，于主帅不

利！”试想，如果没有刘帅对邱清泉性格

的了解，没有对其东进路线的熟悉，指

挥怎能如此举重若轻，胸有成竹？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知敌，关键

在知敌之“虚”，敌之“七寸”。信息化作

战是体系作战，体系能力的强弱是决定

战争胜负的关键。体系既有“1＋1＞2”

的特效，又有“100－1＝0”的软肋。“识

穴”才能“点穴”。在作战中，少与敌打

堂堂之阵，而是摸准作战对手体系作战

中的关键节点，找到作战对手的“阿喀

琉斯之踵”，而后对其实施“点穴”式打

击，就能利用很小的投入获得很大的胜

利，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在平时训练中，把知彼作为练兵备

战的“先答题”“必答题”，敢于走出思维

误区，善于“师夷长技以制夷”，方能在

针对性训练和实战化对抗中，以“能战”

而“胜战”。

（作者单位：31654部队）

研透对手才能指挥对路
——坚持按纲施训实战实训系列谈④

■别新宇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

聚。习主席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吸

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最好的环

境是良好体制机制。这对做好军队的

人才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良好的体制机制，是人才脱颖而

出、干事创业的最好环境。人才制度

形态决定人才资源的基本状态。选人

不能只靠领导去发现，用人更不能由

个人来拍板，选人用人归根结底要让

制度说了算。人才的竞争，从某种意

义上讲就是制度的竞争。有制度优势

才有人才优势，有人才优势才有军事

优势。好的制度机制，可以培养选拔

一流人才，可以高效开发人才资源，可

以最大限度吸引和集聚优秀人才。如

果制度机制落后，不仅不利于人才辈

出，反而会扼杀人才；不仅不利于人尽

其才，反而会埋没人才；不仅不利于拴

心留人，反而会流失人才，导致“劣币

驱逐良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大力实施

人才战略工程，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

要求狠抓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建设亮

点频现，人才队伍加速崛起，人才活力

竞相迸发。尤其是随着我军人才制度

改革落地见效，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

新团队快速崛起，高素质新型军事人

才正在担当重任。

“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

匮。”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一

波又一波“人才大战”，有的许以高薪，

有的提供住房，有的打事业牌，有的打

感情牌。相对于地方，我军在吸引、保

留和培养人才上，可采用的办法相对

有限。只有进一步优化人才体制机

制，切实解决人才短缺与浪费并存、引

进与闲置共生等问题，下大力解决人

才制度滞后于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滞后于国家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步

伐等问题，才能更好地集聚人才、培养

人才、使用人才、保留人才。

抓人才就是抓发展。解放军总医

院在“人才拔河”赛中，倾心为人才成

长搭建事业平台，产生强大的人才拉

力。在优化人才体制机制上，上级机

关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各单位也大

有文章可做。各单位应坚持人才资源

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

入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的原

则，着眼促进军事人力资源合理配置

和战斗力提升。用好军队院校教育、

部队训练实践和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

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

高人才的职业素养和核心能力。结合

单位实际和人才需求，建立一套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

的制度体系，更好地凝聚军心、稳定部

队、鼓舞士气，使军事人力资源充分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为强军兴军

提供坚强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最好的人才环境是体制机制
■傅国成 李长江

“终于可以大大方方穿着军装外出

了！”看到新修订 《内务条令》 里

“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着军服，也可以

着便服”的内容，官兵们纷纷点赞。

一身帅气挺拔的军装，永远是军

人最鲜明的标志，也是不少人对军队

的第一印象。电影《芳华》中，主人

公何小萍偷拿战友的军装去拍照，寄

给监狱里的父亲，令许多人感动。电

视剧《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穿着军

装回老家探亲，从受欺负到扬眉吐

气，这样的场景也让不少观众振奋。

军人穿军装，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事情。然而，出于安全因素、军队形

象和部队管理等方面的考虑，自从

2002年修改共同条令以来，大街上就

很难见到穿军装的现役军人。当然，

这样的规定不无道理，但也让不少军

人感到惋惜。

现实中，穿不穿军装外出，本质

上没有影响我军的作战能力，也没有

影响人民子弟兵在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有这样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一

名军人外出时看到一位老爷爷背着一

大桶水很是吃力，出于军人的本能上

去帮忙，却被老人怀疑是坏人，后来

得知他是当兵的，才非常愉快地让其

送他回家。一些战友也认为，本想外

出拍个军装照留作纪念，却时刻担心

被纠察；本想穿着军装回家让父母高

兴高兴，却无奈部队不允许……凡此

种种，当寄托职业认同的军装被“雪

藏”，军人群体的正能量也就不能最大

范围地传递出去。

正因如此，将“军人非因公外出

应当着便服”的规定修改为“军人非

因公外出可以着军服，也可以着便

服”，可谓顺应了普通官兵的诉求和期

待，成为新时代提升军人荣誉的有力

举措。当越来越多的军人像雷锋那

样，以自身的言行举止在社会上传递

正能量，新时代军人的样子就更加鲜

明；当越来越多身穿军装的军人，像

舍己救人的孟祥斌那样在危难之际挺

身而出，老百姓对军人的信任和尊崇

就会更多一分。军人拥有更多自豪

感、尊崇感、荣誉感，人民就会拥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由此

看来，允许穿军装外出所带来的不仅

是军人荣誉的提升，也有军营和社会

双向互动的良性效应。

从社会层面来看，通过穿军装外

出重塑社会对军人的理解和感知，这

是实现“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的重要一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

代，绿色的六五式军服曾风靡全国，

不少人以拥有一套军装而自豪。时过

境迁，今天的军装在普通人心中的意

义依然格外突出，去年建军节前后，

许多人的朋友圈就被晒军装照刷屏。

当一抹军营的绿色融入到斑斓多彩的

社会生活中、走进我们每一个人的视

野，军装也可以成为连接社会与军营

的一个符号、一种媒介，让更多人从

中了解军人这个群体，认识他们的坚

守和信仰。

当然，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还需要下更大功夫。近年来，从成

立退役军人事务部，让5700多万退役

军人办事有了娘家，到完善军人权益保

障的法律规定，依法维护军人军属合法

权益，再到构筑完善的军人荣誉制度体

系，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崇尚英雄

的浓厚氛围，党中央、习主席的这些决

策部署必须要以更大力度、更强决心贯

彻执行，使之落地生根。惟其如此，才

能凝聚民心、振奋军心。

（作者系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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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河西走廊的武威是个商业

发达之地，“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

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然而，孔奋

到这里任长官后，并没有按惯例像以前

官员那样自肥，结果被同僚讥讽“身处

脂膏，不能以自润”。

在武威主政4年，孔奋“躬率妻、子，

同甘菜茹”“财产无所增”。离任时，腰

包鼓起来的乡亲们见“奋无资，单车就

路”，便“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

送数百里”，孔奋“一无所受”。

身处脂膏不自润的除了孔奋，还有

被称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于

成龙官居一品后，从事肥差但不自肥，

依然每日食粗粮、吃青菜。于成龙病逝

后，同僚进入他的房间清点遗物，发现

箱子里只有一件粗线织的袍子，床头有

佐餐用的几包豆子，其余再无值钱的东

西。其清廉程度，可见一斑。

一定的物质条件是生存的刚需。

在脂膏之地为官，如果见别人衣食无

忧，养尊处优，而自己钱挣得不够多，车

子不够高档，便心乱了，手痒了，就可能

假公济私，损公肥私，铤而走险，违法乱

纪，最终落得个“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

扛”的可悲下场，“为了得到更多的，连

原有的也失去了”。

我们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到一个地方为官，特别是到一个

富庶之地为官，面对诱惑时固然需要

“尚名节而不苟取”“畏法律保禄位而不

敢取”，但最根本的，还是不能忘了“造

福一方”这个职责。当一个官员真正把

人民装在心里，“忧民之溺，由己之溺；

忧民之饥，由己之饥”，就自然会苦干实

干不懈怠，亲民爱民不忘本，清正廉洁

不自肥。

一般而言，精神世界越丰富的人，

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越少；相反，对物质

享受的追求越高，精神世界会越来越空

虚。那些挖空心思榨取民脂民膏者，那

些巧立名目大肆捞取自肥者，之所以贪

婪钱财，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空虚，丧失

理想信念。在他们心里，除了权、钱、官

的满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高层次的

精神享受。

长征途中，红军给养匮乏，常常衣

不御寒，食不果腹，但红军指战员始终

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宁可忍饥挨饿，幕

天席地，也要给群众“半条被子”，也决

不侵犯群众利益。而国民党军队，“攫

民膏以自润、夺民财以自肥”。难怪长

征沿途的广大群众亲切地称红军是“子

弟兵”，而把总抢老百姓东西的国民党

兵称为“子弹兵”。

百代兴盛依清正，千秋基业仗民

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

本宗旨。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

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造福，不能用

来为自己谋利。在爱民惠民的价值坐

标上，当一名领导干部挣脱了名缰利锁

的束缚，就会收获有价值有理想的人

生；超越了利益算计的狭隘，就会赢得

造福一方的扎实事业。在这方面，无数

的共产党员用瘦己肥民的选择，诠释着

共产党人的初心。

曾先后任周恩来、毛泽东秘书的龙

飞虎将军，建国后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长

14年。在这14年里，龙飞虎身为“财神

爷”，却始终过着穷日子，除了工资，没

有自肥过一毛钱。

1949年1月，黄克诚担任中共天津

市委书记时当众宣布：我黄克诚进天津

穿这身衣服，若有一日离开天津还是穿

这身衣服。他说到也做到了。后来，黄

克诚担任党和军队更高领导职务后，瘦

己肥民的做法仍然没有改变。当时，有

关部门见他住的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透

风，实在太破旧，便动员他搬迁或翻

修。黄克诚说：“我们国家还很穷，群众

住房更困难，许多家庭是几代同堂住一

间房子。我现在住的房子比起他们来，

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还是节省点钱

用在当用之处吧！”

肥己还是肥民，体现执政态度，折

射为民情怀。陈云“永远只当小学生”，

任弼时不忘“我只是一名普通工作人

员”，罗荣桓告诫自己“不因马高人自

大”……正是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把无

私奉献当做最大幸福，才带领群众受命

忘“难”、临阵忘“惧”、公而忘“私”，披荆

斩棘，一往无前，最终展得胜之旗、结必

胜之果。

（作者单位：甘肃省军区）

身处脂膏不自润
■余万顺

陆军某部在近日组织的综合演练

中，不请装备生产厂家做“保姆”，拒绝

友邻单位训练尖子来“支援”，不再与沿

途加油站签订“伴随保障”协议，尽管演

练有些磕磕绊绊，但官兵们纷纷感叹，

没了“拐杖”的演练，更贴近实战，更能

摔打部队。

拄拐杖的人练不出“飞毛腿”，拄

“拐杖”的部队攥不紧铁拳头。然而，个

别部队在训练时对“拐杖”有了依赖：有

的一驻训就立即接市电、引自来水，有

的没有台词、脚本就组织不了想定作

业，有的遇到装备保障难题就首先想到

请厂家人员帮忙。

小孩学走步时，拐杖能帮其学会走

路。但扔不掉拐杖的孩子，永远学不会走

路。部队训练时，必要的“拐杖”也是有益

的。比如新装备刚列装时，厂家专家的传

帮带有利于尽快形成战斗力。但如果对

厂家产生了依赖，就等于“剥夺”了官兵独

立锻炼的机会，失去了全面摔打、自我提

高、培养人才的机会，到了你死我活的战

场，没有独立完成作战任务的过硬本领，

很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今天训练不扔“拐杖”，明天战场就

吃败仗。现代战争是“读秒”战争，战场

上操作装备多一个人、指挥时多一道程

序，就可能贻误战机，甚至导致失败。

拄着“拐杖”上路，看似稳妥，实则不

妥。以驾驶训练为例，训练初期拄着

“拐杖”固然有助于尽快掌握驾驶技能，

考核时有“拐杖”帮助也可能取得好成

绩，但到了战时，还能拄着“拐杖”上战

场吗？再比如指挥所演练，如果习惯在

参谋的帮助下念稿子、背台词、走过场，

到了瞬息万变的战场，如何能快速敏感

做出正确决策？

扔不掉“拐杖”，看似是能力问题，

实则是作风问题。“拐杖”现象背后，是

打仗心态弱化滋生的依赖心理，是战斗

力标准在心里没有扎根的表现。没有

不等不靠、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缺少

知战思战、真打实备的务实作风，必然

对“拐杖”恋恋不舍。“守不忘战，将之任

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当把备战打

仗作为军人天职，把提高打赢能力作为

压倒一切的任务，每名官兵自然就会主

动扔掉“拐杖”，把全部心思聚焦战场、

全部精力投向打赢，从而在“断奶”中实

现强筋壮骨，能力提升。

拄拐杖的人练不出“飞毛腿”
■魏 韬

烈士纪念墓竟然被圈起来当作养
鸭场使用。近日，浙江省诸暨市次坞
镇坚决纠正这一荒唐做法，并举一反
三建立烈士墓管理保护工作长效机
制：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请当地村民管
理看护；由烈士家属看管的烈士墓，与
其家属签订委托管理协议。

这正是：
英烈墓地当鸭场，

此举实在太荒唐。

唯怀敬意护忠魂，

中华方能无国殇。

苏玉军图 王宏阳文

玉渊潭

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谈训论战

练兵备战，知敌才能制敌。不研究对手，不想方设法知道“山那

头”的情况，不千方百计驱散“战争迷雾”，就等于不瞄准靶子射击，吃

败仗是必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