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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化战争的潮流和趋
势中显现“逆智能化”作战的“插
曲”，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为倒退而
一味排斥

所谓“逆智能化”作战，就是采取

与智能化战争不合拍或相悖的作战理

念的作战。智能化战争以人工智能为

核心驱动，以数据链、作战云为支撑，

具有平台体系化、指挥实时化、行动自

主化、战场无人化等特征。“逆智能化”

作战则表现得传统、简单甚至“粗暴”，

比如武器系统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低，

作战指挥、军事行动以及情报信息的

获取传递主要依靠人力和传统手段，

作战理念和方法相对传统和单一。

在智能化战争的潮流和趋势中显

现“逆智能化”作战的“插曲”，我们不

能简单视之为倒退而一味排斥。其

实，从战争形态演进具有非线性、叠加

性的规律来看，高级形态战争与低级

形态战争之间不是简单割裂和异质相

斥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老树新枝

共生共荣、相得益彰的关系。比如美

军在阿富汗战场，就曾出现毛驴与坦

克并驾齐驱的奇观；冷兵器时代最活

跃的刀剑，也一直以匕首和刺刀的形

式出现在现代战场上。

应对“逆智能化”作战，既是未来战

场的客观要求，也应成为我们做好战争

准备的主动选择。客观上，智能化作战

体系、武器装备存有短板弱项，智能化作

战理念和能力发展具有不均衡性，面对

未来作战对象、作战领域、作战地域、作

战任务等的多样性、复杂性，难以全面、

全时覆盖。在面对信息化、智能化程度

低的特定作战对手时，在深入敌后、需要

绝对隐秘的特种作战中，在山地、沙漠、

深海等特殊作战环境中，在陷入电力不

通、网络难联、系统瘫痪的特殊困难条件

下，智能化都可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

“逆智能化”的常规武器、传统战法则显

得对路有效。主观上，在智能化战争中，

具有“逆智能化”特征的武器装备和战法

打法，不仅因其简单而变得可靠，而且经

常能够起到以常为变、翻陈出新的效

果。针对未来作战经验丰富、智能化水

平高的强敌，我们要坚持“你打你的，我

打我的”，有意识地在特定环境、特定战

场进行“逆智能化”的非对称作战。

从现实来看，“逆智能化”作战有

时是追赶不上智能化战争的无奈之

举，有时是智能化战争受限、受困条件

下的被动选择。但不管怎么样，我们

都应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握军事变

革规律及军事辩证法精髓，使“逆智能

化”作战与智能化作战一样，成为智能

化战争中的作战方式和制胜模式。

“逆智能化”作战因其逆常理、悖常

规而容易成为备战打仗的盲区、死角，

因而更应引起重视、妥善应对。首先，

牢牢把握未来战争的变化与恒常。无

论在技术的推动下战争演进到什么形

态，人始终是战争制胜中最活跃的因

素。智能化战争中的“逆智能化”作战，

本质上还是因敌、因地、因时最大限度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深刻洞悉

智能化战争的优势与短板。智能化武

器系统和平台因其智能互联而威力成

几何级数增长，但越是高精尖的东西越

是具有脆弱性，“逆智能化”作战正是围

绕智能化战争的“阿喀琉斯之踵”进行

的用与藏、攻与防。再次，统筹兼顾我

军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我军历史上屡

屡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由此总结出来

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战斗精神等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拥抱智能化战争

的同时，那些久经考验的老传统、老战

法决不能丢弃，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使

其绽放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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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是我军战无不胜

的根本

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的命脉所在，
是我军自诞生以来毫不动摇始终坚持
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更是我军战胜
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的力量根本。一
个人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精神；一支
军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军魂。人
民军队能打败一个个强敌，首先是赢在
政治上。

从“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
在连上”，到古田会议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原则和制度正式定型，红军正是在
这个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上坚定不
移，才能够历经艰险而不溃散。1928年
7月，改编后的红三营在夜行军中遭遇
袭击，部队被打散，负责收容工作的罗
荣桓焦急万分，待天明后清查人数才发
现，只丢了一个担架兵。9月 26 日，部
队返回井冈山，罗荣桓发现当初失散的
那位担架兵早已返回。他感慨万千：这
次远征，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
有一个开小差的，成为拖不垮、打不烂
的红色铁军，都是“三湾改编”改出的好
气象。

危急时刻，人民军队始终是党的钢
铁长城。五昼夜湘江血战，是红军自创
建以来受损最重、最为惨烈的一次战
役。激战中各师各团的建制被打乱，战
士跟着干部冲，群众跟着党员走，与敌
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杀出一条血
路。红 34师作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
在掩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顺利过江后，
遭敌重兵包围，被阻于湘江以东。师长
陈树湘以下六千闽西子弟战死沙场。
战斗如此残酷、牺牲如此巨大，而红军
没有被压垮击溃，凭的就是“保护党中
央”这个铁的意志。

跟着党就是方向，跟着党就是胜

利。长征途中，每天天上几十架飞机盘
旋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各
路红军历经百余次大小战役战斗，击溃
歼灭敌军数百个团，人数由出征时的 30
万骤减为 4万余，却最终能够实现战略
大转移，创造出人类战争史的奇迹，其
根本原因在于，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
东深刻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
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
可能设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才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
境下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九死一生
的历程里愈挫愈勇，在血色征途中越战
越强，成为永不变色的百胜雄师。

正确的军事战略

指导是我军战无不胜

的关键

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流
血的政治，是国家与国家间政治、经济、
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等因素的综合较
量，从宏观上全局上把握战争的发展趋
势，抓住军事活动的主要矛盾，才能做
出正确的战略指导。在中国革命战争
和巩固国防的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每
每做出高瞻远瞩的正确战略决策，在政
治的高度上为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斗
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亡国论”
“速胜论”一时甚嚣尘上。在延安的窑
洞里，毛泽东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
《论持久战》。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科
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趋势和前途，
对造成这种局面的中日双方的基本特
点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敌强国我弱
国，敌小国我大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寡
助我多助的情况下，中国抗战必定要经
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三
个阶段，在理论上清晰阐述了“最后胜

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的科学论
断。

在持久胜敌的战略指引下，人民军
队深入敌后，在敌人的薄弱地带开辟建
立广阔的根据地，作为持久抗战的战略
堡垒和依托。坚持“基本的游击战，但
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
针，通过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攻坚战的
巧妙运用，将一场大规模战役细化为一
系列小规模作战行动。正如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不要以为少打
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
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
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
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
心’。”抗战胜利之时，我军先后开辟出
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四大敌后战场，
总计作战 12 万余次，歼灭日、伪军 171
万余人，收复国土 100余万平方公里，解
放人口总计约 1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
中流砥柱。

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我军战无
不胜的关键。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
结局也表明，兵力弱、装备劣的我军不
仅英勇抗击了兵力强、装备优的敌军，
而且在战争中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力
量，逐步转变了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
比，最终赢得了胜利。

坚持和实行人民

战争是我军战无不胜

的法宝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群
众是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后盾，是
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历史证明，中国
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所取得的辉煌胜
利，都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朱德向史沫特莱讲述人民军队的
战术时说：“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
看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
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
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
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
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
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
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
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
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人
们都痛恨国民党军人，暗地里侦察他们
的行动，伏击他们的小股部队和散兵，
并且俘虏他们的运输队。这种情况后
来发展到敌军只要看到远处有一个赤
脚农民望着他们，就不敢向前移动。”真
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万个真心实

意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所以毛泽东
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
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
进行战争。”

解放战争期间，110 万农民群众
加入人民军队。辽沈、淮海、平津三
大战役，支前群众达到 886 万人，大小
车辆 141 万辆，担架 36 万余副。黑山
阻击战，400 多民工牺牲在战场上；临
汾战役，10 万副门板送到战场，一时
间临汾百姓“夜不闭户”；渡江战役，
第 三 野 战 军 短 短 一 个 月 时 间 筹 集
1428 艘大小渡船，苏北 19000 余名船
工 奋 勇 支 前 ，人 人“ 争 做 渡 江 第 一
船”。历史一再证明，我军之所以从
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有人民这个靠
山，就在于人民战争这个重要法宝，
依靠人民则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任何
强敌都能战胜。

灵活机动的战略

战术是我军战无不胜

的精髓

我军历来强调灵活机动、自主作
战，从游击战、运动战到阵地战、攻坚
战，从“敌进我退”到“把敌人挤出去”，
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到“千里跃进
大别山”，我军始终秉承“你打你的，我
打我的”的战略战术，并根据战争发展
的不同阶段，因时而变、顺势而为，在动
态中寻求胜机、创造胜势、谋求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中央军委
曾计划先防御再反攻，随后根据战场
实际和美军分兵冒进的情况，果断改
变原定计划，实行运动战，发挥我军擅
长近战、夜战的特长，以夜间攻击、迂
回穿插的战法，连续发起五次进攻战
役，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汉城。当初
那个扬言中国军队参战就将遭受战史
上最大屠杀的麦克阿瑟，在短短一个
多月后却惊呼，中国军队有可能把在
朝美军歼灭。其后，面对美军技术装
备的绝对优势，我军在深刻总结前五
次战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辩证考察
敌我优劣，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
战略方针，实行了由运动战向阵地战
的战略转变，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在与强敌对峙期间，志愿军以坑道防
御体系为守，以“零敲牛皮糖”的战法
为攻，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迫使世界头
号强国妥协停战。美军畏惧的不是中
国军队的武器，而是“不按规矩出牌”
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特

别强调，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
纵观人民军队的战争史，不畏强敌、以
我为主，总是能够在强敌之弱、我方之
长上找出胜利之光，在全局的劣势中形
成局部的优势，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
相机夺取最终胜利。

英勇顽强的战斗

作风是我军战无不胜

的基础

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我军
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人民军队
正是凭着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凭着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和压
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
雄气概，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以少胜多、
以劣胜优的战争史诗。

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是在血与
火的战争考验中培育出来的。我军的
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就是发扬勇敢战
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
作风。济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
前夕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
一举歼灭国民党守军 10 万余人，彻底
粉碎国民党的“点线防御计划”，就此
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在济南战役
中，我军官兵发扬一往无前、不怕牺
牲、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 8 天 8 夜
的连续战斗中，没有一刻停止进攻的
脚步。特别是在最后一天内城进攻作
战时，部队已连续战斗七昼夜，官兵极
度疲惫，生理和心理都已达到极限，就
连守城敌军也断定，我军至少需要休
整 3 到 4 天才能发起总攻。为了不给
敌人巩固城防的时间，在“前进！前
进！再前进！”的战斗口号中，全体指
战员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发起总攻，前仆
后继、勇猛向前，大军所至有如排山倒
海，使敌毫无喘息之机。济南战役胜
利的关键在于我军官兵的顽强意志和
战斗作风，在敌我双方都极度疲惫的
最后时刻，谁的意志更坚定、作风更顽
强，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人民军队的战争实践反复证明，我
军之所以能够英勇善战、以劣势装备战
胜了国内外拥有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
靠的是政治建军的特有优势，靠的是战
略指导的高瞻远瞩，靠的是人民群众的
衷心拥护，靠的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靠的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

史军史研究中心）

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
—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之际

■王 雷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
突破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化、网
络化和智能化是信息化的三个阶段，
智能化是信息化的组成部分。然而，
从目前的情况和发展趋势看，以新一
代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智能化
已经在影响广度、深度和速度上有了
质的飞跃，完全可以脱离信息化“自立
门户”，成为独立于信息化以外的单独
一“化”。具体分析，机械化、信息化、
智能化的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依托物质基础不同。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条
件下分别产生的，各自依托的是工业
时代、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不同物
质基础。机械化依托的物质基础主要
是动力设备、石化能源等物理实体及
相关技术，信息化依托的物质基础主
要是计算机和网络硬件设备及其运行
软件。智能化的重要前提是信息化，
依托的物质基础主要是高度信息化以

后提供的海量数据资源、并行计算能
力和人工智能算法。

战斗力生成模式不同。机械化主
要通过增强武器的机动力、火力和防
护力提升单件武器的战斗力，以武器
代际更新和扩大数量规模的方式提升
整体战斗力。信息化主要是通过构建
信息化作战体系，以信息流驱动物质
流和能量流，实现信息赋能、网络聚
能、体系增能，以软件版本升级和系统
涌现的方式提升整体战斗力。智能化
则是在高度信息化基础上，通过人工
智能赋予作战体系“学习”和“思考”能
力，以快速迭代进化的方式提升整体
战斗力。

建设发展目标不同。在过去相当
长一段时期内，机械化的对象主要是
陆军，其目标主要是提升陆军的机动
力、火力和防护力，使陆军跑起来飞起
来。机械化的最终目标，是使各军兵
种武器装备的火力更猛、速度更快、射
程更远、防护更强，各项机械性能指标
达到最优。信息化的最终目标，则是
使人或武器装备在恰当的时间、恰当
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获得和运用恰当
的信息，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共享、

安全等各项性能指标达到最优，实现
战场透明化、指挥高效化、打击精确
化、保障集约化。智能化的追求目标，
是不断提升从单件武器装备、指挥信
息系统，直至整个作战体系的“智商”，
并同步提升其可靠性、鲁棒性、可控
性、可解释性等相关性能指标。由于
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还无法准确估
量，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目前还看不到
其发展极限或者说“天花板”，因而也
难以设想智能化的最终目标。

体系固有弱点不同。由于运行机
理不同，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作战
体系有着各不相同的固有弱点。机械
化作战体系的固有弱点，是其高度依
赖以石化燃料及其衍生品为主的作战
能源，一旦截断机械化军队的后勤保
障线，就等于截断了它的生命线。信
息化作战体系的固有弱点，是其高度
依赖信息网络，存在着随时被网络攻
击破坏并导致整个作战体系瘫痪的危
险。智能化作战体系的固有弱点，是
其高度依赖难以被完全“信任”的人工
智能系统，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发展
的高级阶段后，智能化武器装备的运
转和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的决策，有

可能偏离设计者的预期目的，甚至可
能造成整个作战体系的失控。

对应战争形态不同。每一“化”
发展相对成熟后，将催生相应的战争
形态。机械化和信息化分别催生了
机械化战争和信息化战争形态，智能
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将催生智能
化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
战争两种形态的区别，前人已经做了
深刻阐述。就信息化战争与智能化
战争而言，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极大差
异。例如，在夺取战场控制权上，由
夺取制信息权和信息优势为主，向夺
取制认知权和智能优势为主转变；在
对抗重心上，由注重物理域、信息域
对抗向更加注重认知域对抗转变；在
作战力量上，智能化军队比信息化军
队的人机比例，即有人系统与无人系
统的数量规模之比要小得多；在作战
指挥上，人工智能深度渗透作战指挥
各环节全过程，智能化作战指挥比信
息化作战指挥在 OODA 循环速度上
进一步提升；在作战保障上，智能化
作战保障比信息化作战保障更加强
调数据保障、算法保障等“软保障”的
地位作用。

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有哪些不同
■袁 艺 高冬明 曹士信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国防科

技发展决不能满足于“追尾巴”“照镜

子”。这里的“追尾巴”，就是人家搞什么

武器，我们也搞什么武器；“照镜子”，是

别人有什么武器，我们就搞个东西来对

付。不可否认，国防科技人才匮乏、基础

薄弱之时，“追尾巴”“照镜子”是不得已

之举。但在创新潜力不断厚实、创新能

力大幅提升后，还固守这种思维，就可能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当前，我军在某些领域依旧落后于世

界先进水平。在追赶的过程中，可以拜别

人为师，但应当努力做到“师其意，而不泥

其迹；注其神，而不摹其表”。如果别人发

明一套系统，自己就跟着模仿；别人研发一

款产品，自己就跟着“画瓢”；别人搞一个

概念，自己就跟着出“山寨版”，诸如此类，

充其量只能算是拿着别人的底片再冲洗一

张照片。用别人过时的东西武装自己，一

旦上了战场，很可能付出血的代价。

只有把自主创新作为永恒动力，才

能把部队战斗力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

里。应下大力气抓理论创新，发展能够

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新战法，加快形

成具有时代性、引领性、独特性的军事理

论体系；下大力气抓科技创新，选准主攻

方向和突破口，加紧在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一些战略

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下大力气抓实

践创新，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发挥官兵首

创精神，大力弘扬创新文化，激励广大官

兵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切莫只是“追尾巴”
■叶 俊 聂 浩

群 策 集

观点争鸣

特 稿

92年来，人民军队在武装斗争中诞生、在浴血奋战中成长、在强敌
重压下百炼成钢。从“黄洋界上炮声隆”到“四渡赤水出奇兵”，从平型
关大捷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从血战长津湖歼灭美军一个团到三军协同
攻占一江山岛……我军始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相对落后的技术
装备和匮乏的物质保障迎战强大的对手，却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攻
无不克、战无不胜，用胜利改变历史的进程，创造出以劣势力量战胜优
势力量的战争奇迹，成长为世界军事舞台上的强军劲旅。在人类社会
快速步入智能化时代、战争形态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回望人民军队的
战斗历程，有助于我们洞悉这支军队在战火中锻造的独有特质、解析打
赢未来战争的制胜密码。

引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