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１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许三飞

观点争鸣

E-mail:militaryforum@163.com 军事论坛

群策集

挑灯看剑

作战部署，是指挥员对作战力量的
任务区分、兵力编组和配置作出的安
排，是作战决心的重要内容。信息化条
件下作战，作战形态向信息主导转变，
基于信息网络系统的联合作战成为基
本作战方式，作战部署必须改变传统模
式，构建精确可调化任务区分、单元模
块化合成编组、广域分散化星点配置的
“单元合成”新模式。

多维立体化部署形式

传统的合同战斗部署形式，通常
以梯队式部署为主，也就是将各作战
编组按遂行任务的先后顺序，梯次配
置在相应的平面阵地上。在战斗过程
中，不同的战斗阶段，不同功能的部
（分）队依次投入战斗。信息化条件下
作战，基于信息网络系统的火力打击
单元，射程增大、精度提高、反应迅速，
实现了发现即摧毁，在投入战斗的时
机和顺序上，已不再遵循由前至后、逐
次进入的模式，而是可以多维全纵深
同时打击。加之信息共享、分布指挥
和要素联动等新质能力的提升，必然
使得作战力量结构关系、协同方式和
部署方式发生改变。比如，伊拉克战
争中，美军战机就采取了空中待机式
的立体部署形式，依据战场的新情况、
新任务快速反应。另外，信息化条件
下联合作战，是多军（兵）种联合实施

的体系作战，真正实现了多元力量融
合。作战力量的多元化，使战术空间
由传统的陆地平面空间，拓展到了空
中、海上乃至太空领域，无形的电磁空
间、心理空间也成为作战不可或缺的
崭新领域。多维立体的力量参与，势
必就有多维空间的对抗，也就必然要
求多维立体化的作战部署。

精确可调化任务区分

传统的合同战斗，武器装备的信
息化程度低、机动能力不强，各作战力
量之间的信息联通能力有限，机动中
的指挥、协同和保障困难，作战部署主
要强调线式推进和对敌有生力量的歼
灭性打击。区分作战任务时，通常在
战前依据对敌作战体系的详细分析，
确定各作战阶段的歼敌规模和夺控行
动，明确各阶段参加行动的力量、时
间、空间和行动方法。信息化条件下
联合作战中，战场空间极大拓展，参战
力量立体机动能力增强，战场态势呈
现流动性，战场形势变化多端，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战前进行再周密的筹划、
组织和准备，基于对敌作战体系预测
而区分的作战任务，也往往出现与战
场实际不相符的情况，难以适应信息
化条件下作战“以快吃慢”的要求，难
以满足对敌方作战体系中动态性目标
进行快速有效打击的需要，作战任务
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大大降低。因此，
应改变传统的预先给定作战任务的方
法，采取“战前概略定、战中精确调”的
任务区分模式，利用内聚外联、整体协

调的网络体系，在预先计划任务区分
的基础上，基于战场态势和部队战斗
能力的变化，动态调整任务和控制行
动偏差，实现预先计划任务与调整任
务有机统一，异地交互共享，动态精确
调控。

单元模块化合成编组

传统的合同战斗，作战编组通常
是以某一军种或兵种部队为主，临时
配属一些必要的军（兵）种部（分）队，
尤其是一些保障部（分）队，使其具有
战斗、保障、防护等多种功能，这种临
时“捏合”在一起的“捆绑式”作战编
组，虽然主体力量与各配属力量之间
形式上联在了一起，但相互关系上却
极为松散，容易造成各种作战力量的
忙闲不均和浪费现象。在未来瞬息万
变的信息化战场上，这种预先进行的
“捆绑式”作战编组严重滞后，如果战
中进行临机调整，不但难度增大而且
会贻误战机。因此，信息化条件下的
联合作战中，作战编组上应形成要素
集成、任务匹配、多级融合的单元模
块化合成编组。即通过信息网络系统
的交互链接，将各作战力量按照其基
本性能和作战优长，编组为具有特定
作战功能的模块化单元，如信息作战
单元、火力打击单元、兵力突击单元、
指挥控制单元、作战保障单元、后装
保障单元等，每个模块化单元构成以
信息网络为纽带的运行系统并留有通
用接口，具备即插、即通、即用等特殊
功能，并可在作战中根据需求临时拆

分和重组，以适应动态多变的战场情
况，最大限度地将各作战力量、武器
平台等作战要素融为一体，提高整体
作战效能。

广域分散化星点配置

传统的合同战斗兵力配置，通常
是预先占领阵地的静态平面配置。这
是由于遂行合同战斗的军兵种相对较
少、指挥员的指挥控制能力有限、部队
机动能力不强等因素造成的。信息化
条件下联合作战，信息化武器装备比
重越来越高，参战力量的侦察监视能
力、指挥控制能力、立体机动能力、精
确打击能力、全维防护能力、后装保障
能力等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被发
现即意味着被摧毁”已成为无可争辩
的事实。在此背景下，如果还采用预
先占领阵地的静态平面配置形式，既
会过早暴露己方作战企图，丧失突然
性，也会被敌方随时锁定，成为其打击
的“活靶子”。因此，信息化条件下联
合作战中，在兵力配置上要根据作战
目标和任务规划，基于各单元动态聚
能和战场生存需求，在信息网络支撑
下，全纵深广域星点分散式配置。即
充分利用作战地域内广阔多维空间，
疏散、非线性、不规则、动态配置各作
战单元模块，使对方难以准确获知并
集中打击己方部署。即使局部受损，
全局仍不受较大影响，只需根据任务
动态变化临机调整力量布局，从而有
效提高作战部署的抗毁伤能力，增强
作战的灵活性和应变性。

把握好构建作战部署的新要求
■张自廉

大中城市多是国家或地区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具有人口密集、

经济发达、高价值目标集中等特征，信

息化战争中大中城市常常成为空中打

击的首选目标。未来空中打击行动将

呈现远程化、无人化、隐形化等趋势，

其攻击强度、密度和范围都会是空前

的，必须采取措施加强未来城市防空

作战研练。

树立信息化防空作战新观念，发挥

城市防空体系作战优势。未来城市防

空作战应打破传统模式，确立信息化防

空作战指导思想，以积极主动的非对称

手段达成整体制胜。树立联合防空观

念，综合运用野战防空、要地防空以及

人民防空力量，依据各军兵种作战能力

科学编组合理配置，把各类防空武器装

备融合成有机整体，发挥体系优势与敌

相抗衡，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

比。树立信息防空观念，把夺取制信息

权放在防空作战的首位，重视空情信息

的快速精确获取、处理、传递和使用，以

信息制约能量释放、以信息配置防空资

源，谋求信息力与火力、机动力与防护

力的紧密结合。树立攻势防空观念，在

组织有效防护和抗击的基础上，使用远

程打击兵器和特种作战力量进行战略

战役外线作战，以积极主动的反击行

动，打击和破坏敌空袭兵器、发射基地

和作战平台等重点目标，迫使敌终止或

放弃空袭作战。

加强作战指挥体系建设，提高城

市防空指挥控制能力。未来城市防空

作战必须构建综合集成、精干高效的

一体化联合防空作战指挥体系，实现

各军兵种力量高度融合，行动统一协

调。科学编组指挥机构，应以战区联

指为核心，由军地双方组成联合作战

指挥机构，按照“扁平式”“合成化”的

要求，区分功能要素，形成模块化组

合。提高指挥机构的权威性，减少指

挥层次，防止条块分割，使各军兵种力

量形成合力。健全侦察预警系统，应

整合战略支援部队、防空作战部队、省

军区系统、人民防空等力量内的各种

侦察预警资源，构建一体化互联互通

侦察预警系统。集成运用各种预警侦

察手段，实施全天候、全空域严密的预

警侦察，并实时准确地将获取的空情

信息进行处理、分发，做到一旦发现空

中目标即可全网皆知。

加强作战力量体系建设，提高城

市防空整体抗击能力。未来城市防

空作战应针对强敌空袭作战特点，建

强由火力反击、火力拦截和综合防护

等作战单元和模块组成的防空力量

体系。精准火力反击，可利用战役战

术导弹、远程轰炸机、歼击机、海军舰

艇等打击兵器，集中突袭敌海空军基

地、航母编队、预警系统和反导系统

等要害目标，对敌空中预警机、电子

干扰机和海上补给平台等实施精确

打击，摧毁敌空袭平台，削弱其空袭

能力。强化火力拦截，在城市内外构

成有重点、全方位、多层次的防空火

力拦截系统，确保重要目标安全。注

重综合防护，以省军区系统和人民防

空力量为主，以防空部队为辅，完善

战场建设和人防工事建设。要将专

业伪装与群众性人防伪装相结合、预

先构设和临时设置相结合，广泛设置

指挥所、雷达站、飞机、导弹阵地等假

目标，隐真示假，以假乱真，欺骗迷惑

敌人。

加强联勤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城

市防空综合保障能力。未来城市防

空作战必须整合军地保障资源，形成

军民融合的保障网络，创新联勤保障

模式。运用多样化联勤保障手段，联

勤保障部队要与城市人防力量密切

配合，采取预置定点保障与机动支援

保障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各保障对象

的作战特点和保障需求，科学计算和

适时补充弹药、油料、给养等物资器

材，实施精确保障。对城市防空作战

中的主要力量，可采取机动补给方式

实施直达式支援保障。此外，应充分

利用敌空袭间隙，组织军地保障力量

实施快速抢运、抢救、抢修，及时消除

敌空袭后果。研发一体化综合保障

平台，为适应未来城市一体化联合防

空作战对联勤保障的要求，要以运

输、医疗、油料等后勤装备建设为重

点，大力发展多功能运输车、多用途

直升机、海上医疗船、综合补给船等

后勤保障装备，形成地面、空中、海上

“三位一体”的防空联勤保障体系，提

高联勤保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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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钢琴师听见音乐声手指会

不由自主动起来，书法家看到名家墨

宝会不由自主地暗自临摹……这是

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痴迷，更是一种

职业天性。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同理，打仗是军人

的本分和天职，只有“一闻硝烟手就

痒”，把打仗这种爱好融入灵魂血脉，

使之成为军人的自然本能和应激反

应，才能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能使命，

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相反，军人如

果对硝烟味不感冒，专注于文山会

海，纵情于觥筹交错，热衷于迎来送

往，就会在打仗这个主责主业上，说

不上话，插不上手，平时手足无措当

外行，战时就可能付出血的代价。

专注成就专业，痴迷造就非凡。

军人戎马一生，一辈子都在与硝烟味

打交道，一辈子都在研究领兵作战，

打仗要融入到我们的生命，成为一种

职业习惯。在军人的世界里，打赢是

永恒的信条，枪炮声、刺杀声是最美

的乐章，耳畔少了几许厮杀声，鼻中

缺了浓浓硝烟味，就如同吃饭少了盐

巴一般，总是那般不对味。军人就应

该一讲起带兵打仗就滔滔不绝，一论

起外军军情就兴趣盎然，一说起战法

训法就手舞足蹈。没有这种沁入骨

髓的职业习惯，就不能真正成为新时

代合格指战员。

新时代我国安全的内涵外延、时

空领域、内外因素都在发生深刻变

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防和军队建设

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军事手段是

实现伟大梦想的保底手段。我们必

须强化使命担当，增强忧患意识和进

取意识，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

新时代使命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一

闻硝烟手就痒”，把打仗作为自己的

主业，把打赢作为自己的主责，多点

一上演兵场就“技痒”的“冲动”，把心

思用在精武强能上，把精力倾注在备

战打仗上，把打赢的本事练得硬邦

邦，让每一滴汗珠子都转换成实实在

在的战斗力，成为浇灌强军兴军之花

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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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职业教育作为新的历史条件
下在岗有组织的、自主的现代继续教
育，是创造性和个性化很强的学习训
练，是塑造学习型军人、打造学习型
军队的必由之路，对实施人才强军战
略、加快推进军事人员现代化具有重
要作用。

压实责任、各司其职健全

管理体系

上下同欲者胜。军事职业教育是
军事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必须各负其
责、整体联动，实施统一领导、分层管
理、分类建设，建立统筹管理、教学管
理、学习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明晰
职责分工，压实责任链条，充分发挥各
级职能作用，形成推进军事职业教育的
“一盘棋”。

加强顶层谋划指导。必须准确把
握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大力发展军事职
业教育的战略意图，精心谋篇布局，搞
好顶层设计，统共性、抓总纲。要坚决
贯彻军委决策部署，从健全三位一体
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战略层面，
理顺管理运行体制，完善法规制度标
准，统筹教育资源建设，指导部队抓好
工作落实。

发挥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重要作

用。必须深刻领会军委各项决策部
署，处理好坚定执行与创新落实、统一
管理与放权赋能的关系，把准军事职
业教育本质特性，立足本单位建设实
际，搞好整体筹划、组织指导、督导落
实和考核评估，指导所属部队、院校拿
出切实可行的落实办法和具体措施，
确保军委的战略部署在全军部队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抓好部队末端贯彻落实。必须牢
固树立抓军事职业教育就是抓战斗力
建设的理念，自觉担负起主抓军事职
业教育的时代重任。深刻把握军事职
业教育特点规律，围绕本单位主责主
业和实际需求，实施学习全流程全周
期管理，着重从坚持分类分级施教、开
展灵活多样学习、加强学习过程管理、
实施多维考核评价、激发内生学习动
力等方面，逐级压实责任，及时解决矛
盾问题，不断提高对战斗力建设的贡
献率。

用好院校和科研机构优质资源。必
须充分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在完成好
院校教育任务的同时，履行好军事职业
教育的教学职责。特别是在军事职业教

育资源建设上，要根据国防和军队建设
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整合院校
机构最新研究成果、部队训练最鲜活实
践经验、地方最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各种
途径、多种方式，精心打造学习教育资
源，满足不同军种、不同层级、不同专业、
不同岗位人员多样化个性学习需求。

聚焦打仗、突出重点探循

特点规律

举网以纲，千目以张。聚焦军事职
业、突出主责主业、服务备战打仗，是军
事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在推进
军事职业教育的具体实践中，需要突出
重点、分层实施、分步推进，既不能贪大
求全，也不能平均用力，更不能强求面
面俱到，唯有聚焦重点全面抓建，才能
握紧军事职业教育的“方向盘”。

目标指向上聚焦备战打仗靶心。

军事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向能打仗、
打胜仗聚焦用力，促进解决打仗能力短
板弱项。必须做到以战领教、以学促
战，引导官兵充分利用军事职业教育这
个大平台，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
仗，坚决杜绝脱离岗位、脱离实际、脱离
打仗，在战斗力之外空转虚耗，推动军
事职业教育成为提高练兵备战质量水
平的重要实现路径。

学习对象上坚持全员覆盖有重

点。军事职业教育具有全员性，无论将
军还是士兵，无论现役军人还是文职人
员，都是军事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但
在全员覆盖的普遍要求下，应当突出指
挥员特别是营级以上指挥员、突出重要
岗位人员特别是高新武器装备关键岗
位人员、突出广大士官特别是中高级士
官，以抓重点对象的学习引领和带动全
员学习，为加快构建学习型军营、学习
型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学习内容上突出岗位急需。提高
岗位履职能力是贯穿军事职业教育的
主线，学习内容必须优先满足岗位急
需。瞄准不同部队、不同岗位、不同类
型人员现实需求，构建军事职业教育学
习内容体系，发挥其“快餐”“自助餐”优

势，增强教育资源推送的针对性、精确
性和有效性，做到官兵最紧缺什么、最
急需什么，就突出学什么、补什么，助力
官兵成长成才、胜任岗位。

组织实施上融入“四个秩序”。军
事职业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就在一个
“融”字，要把融入部队战备、训练、工
作、生活正规秩序，作为军事职业教
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搞好与练
兵备战、中心工作、主责主业的结合
渗透融合，解决学用脱节和工学矛盾
问题，发挥好对部队全面建设的服务
增效作用。

方式方法上注重运用现有条件。

开展军事职业教育必须充分借助利用
信息网络资源，大力发展远程在线教
育。同时还要针对战备值班、外出执
勤、野外驻训等部（分）队实际，坚持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引导广大官兵克服困
难、立足现有条件抓紧自身学习，把全
员全时全域的要求落到实处。

效果评价上取决对战斗力贡献

率。对军事职业教育成效的评价，不在
于军事职业教育本身，不是比投入、比
硬件，不是讲排场、图形式，而在于对战
斗力建设有没有促进，人才队伍素质有
没有提高，部队练兵备战水平有没有提
升，立起军事职业教育鲜明导向，反对
军事职业教育中一切形式主义。

立足实际、突出实效破解

现实难题

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我军军
事职业教育刚刚起步，思想认识、教育
理念、资源整合、条件建设、制度机制等
方面还存在许多矛盾问题。深入推进
的过程也是不断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
不能回避矛盾、绕道而行，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以宽广视野、担当精神不断推
动其创新发展。

着力统一思想认识。大力开展军
事职业教育既是党的意志、时代号角，
也是强军召唤、胜战需要，更是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选择，必须站在
强军兴军的制高点上，以强烈的使命担

当肩负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和政治责任。我军军事职业教育，既区
别于外军也不同于地方职业教育。我
军军事职业教育是提升当代革命军人
职业素养、涵养人民军队职业精神的在
岗继续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新时代军事
人才培养的崭新形式。抓好军事职业
教育，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实
际行动，也是推动实现我军军事人员现
代化的战略性举措。

共建共享教育资源。建设实用管
用的丰富教育资源，是推动军事职业教
育深入发展的“王道”。目前，我军军事
职业教育的教育资源有限，与官兵多样
化学习现实需求、与提高岗位履职能力
实际要求还不相适应。各级必须以岗
位核心能力为牵引，突出备战打仗，突
出联合岗位，突出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
新装备，突出新型作战力量、新型作战
样式和新增专业岗位，建设军队特色教
育资源，引进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加紧
构建覆盖军队各类专业岗位和职业领
域的军事职业教育资源体系，有效解决
广大官兵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与教育
资源不足的矛盾。

加快政策制度建设。目前，我军军
事职业教育亟待在三个层面上建立科
学规范、系统配套、运行高效的政策制
度。军委重在完善顶层法规政策制度
建设，战区、军兵种和武警部队结合实
际制定出台配套制度，军级以下单位主
要制定实施办法细则，力争在较短时间
内逐步形成以《军事职业教育条例》为
母法、配套法规制度为骨干、各项末端
落实机制为支撑的军事职业教育政策
法规体系，确保军事职业教育在法治轨
道上规范运行，推动军事职业教育健康
有序发展。

充分激发内生动力。动力机制是
撬动军事职业教育的有力杠杆，也是军
事职业教育必须研究解决的关键问
题。《意见》着眼突出正向激励，将军事
职业教育学习情况纳入军队人员考评
体系，将军事职业教育教学任务纳入军
队院校培训任务及教员教学工作量和
课时补助范围，将院校教员承担教学任
务情况纳入专业技术职务评任考核内
容，将相关教学成果纳入国家和军队教
学成果奖等评审奖励范围，将军事职业
教育工作纳入军事训练监察和院校教
学评价体系，就是要从学习、教学、管理
三个方面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抓军事
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引导广大官兵积极
投身于军事职业教育，推动学习力向战
斗力有效转化。

以军事职业教育赢得人才强军加速度
■教必成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近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军事

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这既是对大力发展军事职业教育作出的再部

署，也是加速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实际举措。我们

要把准战略需求、探循特点规律，不断创新发展我军特色军事职业教

育，助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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