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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正所谓“兵以诈立”，用兵与
用谋必是如影随形。

●战斗力这座“大厦”能否建
得坚固如山，取决于“一砖一瓦”的
质量，必须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真功。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练兵备战同

样要下细功夫，一分一秒都不能有疏

忽，一丝一毫都不能出差错。刘伯承元

帅认为，打仗是一件胆大心细的工作，

要求参谋人员：“各项工作必须心细如

发。研究上级指示要细，研究敌情要

细，军事组织工作要细，检查工作要细，

草拟文书要细，下达任务、传达指示要

细。”

粗放乃打仗大忌，精细为制胜之

道。1953年，我抗美援朝志愿军在组

织夏季攻势时，二十兵团司令员郑维

山，大胆地在“联合国军”眼皮底下组织

了3000余人的大潜伏。他要求部队认

真研究：咳嗽怎么办、睡觉打呼噜怎么

办、大小便怎么办、蚊虫叮咬怎么办、敌

人打冷枪怎么办，等等。这些问题哪一

点想不到、哪一个不解决，都有可能功

亏一篑。

当前，个别单位抓工作大而化之、

笼而统之，练兵备战热衷于大场面、大

手笔，觉得“微小”不足道、“细小”不足

为。不起眼的细节看似无碍大局，实则

暗藏祸端，处理不好会引起严重后果。

19世纪，拿破仑亲率60万大军远征俄

国，只因没有考虑到极寒天气会冻碎制

式军衣的锡质纽扣，导致大批士兵在冰

天雪地里活活冻死，几乎全军覆没；中

原大战，由于冯玉祥部队的参谋人员在

电报中把“沁阳”误写成“泌阳”，一撇之

差贻误聚歼蒋军的有利战机，导致战局

逆转。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

室，以突隙之烟焚。未来战争强调信息

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

任务分工越来越精细、能力要求越来越

精准，每名单兵、每个岗位、每台装备，

都是信息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战斗力链

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松动一颗“螺丝

钉”、遗漏一个“小数点”、输错一个“代

码”，都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长期以来，我们提及美军训练与打

仗的发展历程，往往不乏宏大的变革叙

事，但真正累积起其战力优势的，是他

们对细节的关注，对每一个具体事例的

规范。美军夜间作战单兵训练，要求携

带的水壶要么是满的，要么是空的，避

免不满的水壶发出晃荡的声音。执行

秘密作战任务时，雨天不能穿雨衣，因

为雨滴打在雨衣表面会发出声响，走在

树林里会与枝叶发出摩擦声，其平滑的

表面经雨水冲淋增大反光性，容易暴露

目标。

“海王星之矛”行动前，美军海豹突

击队对本·拉登藏身处的地形、建筑物、

防御部署等战场情况进行了模拟，从房

门的质地和开合方向，到模拟院落旁的

马铃薯菜地，训练环境贴近实战的细致

程度令人惊叹。后来的作战实践几乎

就是战前演练的翻版，正如突击队员所

言：“行动时遇到的各种困难早已在基

地训练中见识过了。”

战斗力这座“大厦”能否建得坚固

如山，取决于“一砖一瓦”的质量，是一

个从概略到翔实、从总体到具体的精细

化工程，必须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真功，将每一

个细节每一个动作规范明确、细化固

化，少一些“没有想到”，才能多一些有

备无患，少一些“概略瞄准”，才能多一

些精确打击。

练兵备战犹如植物的根系，越往深

处越细密，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抠，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不降低一项标

准，不放过一个问题。只有在训练的细

枝末节上用力，从研究“微行动”、切

磋“微对策”做起，把什么时机、什

么地域、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力

量、采取什么方式、谁来组织指挥、

怎么搞好协同等问题搞具体搞精准，

多积“尺寸之功”，才能形成攥指成拳

的制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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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化，既是军事训练的永恒主
题，也是军事训练的本质要求。新时代
新起点，习主席着眼战略全局，提出“提
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重要指示，
为我军军事训练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提高军
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本质内涵，对于凝
聚全军共识、增强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

古往今来，军事训练永远不可能等
同于实战，但训练指导者实践者总是力
求不断缩小训战差距，使军事训练最大
限度地与未来作战相一致。新形势下提
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应当立足国情
军情和战争形态发展变化，以能打仗、
打胜仗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以实战化训

练为基本途径，以训战贴近程度为衡量
指标，健全提高实战化水平的常态化制
度机制，充分发挥军事训练的应有功
能，以量的积累求质的飞跃，持续提升
我军适应使命任务要求的威慑和实战能
力。其核心要义是着力实现训练与作战
的“零距离”，练就“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本领，始终保
持“着眼潜在威胁有准备、应对现实威
胁有办法”的良好战备状态。进一步理
解这一本质内涵，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
把握。

以能打仗、打胜仗为着眼点和落脚

点。能打仗、打胜仗是我军战斗力建设
的根本目标。作为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
基本途径，军事训练必须以此为着眼

点，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贯
穿军事训练全过程，用实战能力检验军
事训练成效，按照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推
进和深化实战化训练，确保练兵与打仗
的高度统一。

以认清军事训练时代背景为前提条

件。当前，我军军事训练机遇与挑战并
存。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战争形态加
速演变、周边安全热点焦点增多，要求我
军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
态势；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防御性
国防政策，不可能像霸权国家那样“把战
场当训练场、靠打仗拿弱敌练兵”，只能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营造实战化训练环
境，通过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增强
军队战斗力。

以开展实战化训练为基本途径。实
战化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途
径，牵住了实战化训练的“牛鼻子”，就
抓住了部队战斗力生成的根本和关键。
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实现军事训
练向信息化聚焦、向实战靠拢，必须着
眼未来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设置实战
化训练环境、运用实战化编组力量、采
取实战化方法步骤，在实战化训练中发
现短板、找出差距、解决问题。

以训练与作战的“贴近度”为衡

量指标。军事训练实战化的程度和水
平，取决于训练与作战的贴近程度。
实际差距越小，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
就越高，反之则越低。这种“贴近
度”，又可进一步细化为实战观念、训
练作风、训练要素、训练运行、训练
考评等若干刚性反映军事训练实战化
程度的指标。

以深化军事训练改革为创新动力。

新形势下军事训练，既存在训练体制、
内容、标准等不适应实战化训练要求的
问题，也存在训练管理不够到位、方法
不够科学、保障不够有力、作风不够扎
实的问题。应当借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的东风，用问题倒逼改革的办法全面深
化训练改革，促进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
不断提高。

以提高威慑和实战能力为根本目

的。军事训练因战争能力需求而生，随战
争形态发展而变。军队具有了打赢能力，
平时就能以不怒自威的方式保障国家安
全，战时就能以无坚不摧的力量捍卫国
家利益。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必须
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
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
练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提高我军信
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

如何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
■冷 锋

训练环境是实战化训练的载体和
依托，是支撑训练展开、保障训练运行、
提高训练质量的重要条件和物质基
础。构设真难严实的训练环境，应当
根据信息化战场环境特点，坚持战训
一致标准，充分利用现代最新科学技
术，选择和改造自然环境，营造近似
实战的电磁环境、网络环境、对抗环
境和导控评估环境，形成功能完备、
布局合理的实战化训练环境体系。

进一步改进完善训练基地功能。

着眼满足不同战略方向、不同类型
部队训练需要，在已有训练基地、训
练中心基础上，完善要素、拓展功
能。一是发展电磁环境模拟手段。加
强空中、海上、地面各类电磁环境模
拟系统建设，重点发展博弈型电磁环
境模拟设备、雷达与电子战实装、先
进机 （舰） 载干扰平台等系统，构建
高度逼真、互动性强、通用性好、可
灵活配置的复杂电磁环境，满足不同
条件下实战化训练电磁环境模拟需
求。二是建强专业模拟蓝军部队。认

真研究主要作战对象，掌握对手的作
战原则、特点和手段，在各战区编设
常备模拟蓝军队伍，力求作战样式、
作战行动、战法运用符合对手作战实
际。不定期组织基地化联合训练，整
建制拉动蓝军部队开展对抗训练，提
升部队实战能力。三是打造实时高
效的导调评估系统。按照要素相对
集中、功能融合一体、便于导调组
训的要求，充分应用计算机网络、
卫 星 定 位 、 光 纤 和 微 波 通 信 等 技
术 ， 建 设 音 频 监 听 网 、 视 频 监 控
网、数据采集网，实现训练动态实
时监控、训练数据自动采取。研发
并 运 用 实 弹 射 击 靶 标 自 动 评 判 系
统、激光模拟交战系统、演习评估
系统等，实现演习信息动态采集和
实时传输，演习成绩精确量化评估。

建设要素齐全的模拟训练手段。
针对当前模拟训练仿真度较差、功
能 稳 定 性 不 够 、 交 互 性 不 好 等 问
题，应大力推动模拟化训练手段向
计算机、网络支持下的指挥训练、

战役战术训练模拟方向发展。一是
加强装备模拟器材建设。综合运用微
电脑、声、光、电等综合技术，统一
各型武器装备模拟器材研制标准，不
断提高模拟器材的逼真性、仿真性，
以及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化建设水
平。二是开发智能化指挥训练软件。
按照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要求，完善
战略咨询模拟系统、作战训练模拟仿
真系统、分布交互式训练系统、指挥
对抗作业系统、联合训练演习评估系
统和军事训练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作
战训练数据库、战斗力指标体系、信
息资源库等，满足战略、战役、战术
和技术各层次指挥模拟训练的需要。
三是集约建设模拟训练中心。统一规
划面向全军的大型模拟训练中心建
设，集中配置大型装备训练模拟器
材，满足单装模拟操作、装备体系协
同运用训练需要。依托指挥院校和科
研单位建设作战训练模拟实验室，
研发作战训练模拟系统，形成涵盖
各军兵种主战武器装备、能够自主

组 合 作 战 编 成 编 组 的 模 拟 对 抗 体
系，为部队开展实战化训练提供多
样化手段。

构建配套高效的信息支撑系统。

拓展完善训练信息网络，搭建配套高
效、技术先进、互联互通互操作的信
息支撑系统，提高实战化训练科学化
水平。一是拓展网络训练系统。依托
训练综合信息网，研发网上演练、网
络教学和网上管理系统，基本形成贯
通各层次的训练信息系统，实现一网
联三军、一网练三军的目标。加强野
战机动网络化建设，构建战训结合、
机固一体的网络环境，推动网络系统
由局域网向广域联网、由固定联网向
机固一体联网发展，实现网络训练向
异地同步、野战机动组训转变。二是统
一技术标准体制。树立“一盘棋”思想，
搞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确立统一的
数据标准、技术体制、人机界面和信息
环境，形成网上数据互换的标准协议体
系，实现模拟训练系统互联、信息互通
和资源共享。

怎样构设真难严实的训练环境
■孙长军

从实质上讲，谋略是指谋求制胜之

道的策略。上至国家层面的战争，中至

局部战场的战役，下至师旅级乃至营连

级的战斗，其胜战之法，皆与谋略密不

可分。时下，谋略因具有了信息化特

质，手段变得更加多样，运用变得更加

复杂多变。但依循谋略“兵不血刃”的

精要内涵，各级指挥员应着重从战略上

设妙局、战役上造强势、战术上布奇阵

三个层面，把握好谋略运用的重心，切

实为能打仗、打胜仗赢得先机。

战略上设妙局。战略，是指导全

局行动的方略，讲求的是开篇谋局。

“局”设得好不好，当以巧妙为标准。

对强大对手而言，既要让其不易察觉

己方企图而放松警惕，还要让其保持

麻痹而丧失主动权；对弱小对手而

言，既要让其心生畏惧而不敢对抗，

还要让其乐于跟随而无暇自我；对势

均力敌者而言，既要让其感知安全又

让其感知威胁，既要让其感知主动又

让其感知被动，使其在进退两难中不

能对抗、不敢妄动。兵法言：知天知

地，胜乃不穷。布妙局，就是要在全

面认知敌我双方安全环境、人员素

养、国力强弱等综合实力的基础上，

因势利导地谋求“惑”敌制胜的总体

方略，最终以达成战略意图为目的。

历史上，称得上战略妙局的举不胜举，

如战国七雄的秦，谋划并经营了上百年

的战略布局，最终一统山河；抗日战争

胜利前夕，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决定中

国命运的“五大战略布局”，集中兵

力、重点占领、直接进军东北，一举掌

控主动局面，可谓妙不可言。

战役上造强势。回顾伊拉克战

争，美军时时处处“示强”，很大程度

上加快了伊拉克政府的屈服及其军队的

瓦解。如战争爆发前，美军在短短半年

内，向海湾地区集结了近30万兵力；战

争爆发后的第6天，又向海湾地区增派3

万兵力，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支数字化

师，以增援正在巴格达推进的美国军

队，由此进一步形成了相对伊军的绝对

强势。孙子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

者，势也。”毋庸置疑，好的造势，理

应以强劲为标准。信息化战争形态下，

传统作战观已经由“攻城略地”转变为

“有限控制”。值此，指挥员更应“如转

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学会造强势，善

于用强势。在作战部署上，谋求通过

区域内的快速调兵遣将，促成“以大

吃小”的相对优势；在作战节奏上，

谋求通过先敌一步、快敌一招的行动

对抗，促成“以快制慢”的相对优

势；在打法选择上，谋求通过击敌关

节、瘫敌体系的战法运用，促成“以

精打粗”的相对优势；在作战手段

上，谋求通过兵战威慑和心战震慑的

双重效应，促成“以战止战”的相对

优势。唯此，才能实现小战或不战而

屈人之兵。

战术上布奇阵。具体到规模层次

较小的战术行动，谋略运用则主要助力

于“排兵布阵”。比如，众所周知的历史

典故“田忌赛马”，通过排列组合，使总

体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赢得了总体实

力占据优势的一方。但纵观战争史，诸

葛亮的“八卦阵”，戚继光的“鸳鸯阵”，

以及拿破仑时代的“火枪阵”，也都只是

名噪一时。这正符合了“胜战不复”的

作战规律。不难看出，管用的“阵法”，

当以新奇为标准。奇阵，必是顺应局势

推陈出新，且不为对手所知。好的奇

阵，可通过合理“排兵”，让己方战斗力

大幅提升，让对手不知所措。因此，在

未来一体化联合作战中，指挥员应更多

专注于巧布奇阵，就是在全面掌握各军

兵种作战特长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力

量编成、结构重组、系统融合，形成效能

倍增的体系作战能力；在充分认清战场

环境特点的基础上，正确把握作战时

机、准确选择作战目标、灵活运用战法

手段，从而对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在全程跟踪战局形势演变的基础上，针

对战情变化、敌之对策，适时重构作战

编组、及时调整应变策略，始终使敌处

于被动招架和无力支撑的境地。

●设局·造势·布阵——

把握好谋略运用的重心
■张 惟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
宝，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本功。大抓实
战化军事训练，是聚焦打赢、提高战斗
力的基础环节，部队在军事训练上存在
什么短板，怎样抓训练才能尽快提高战
斗力，这都需要调查研究并形成决策用
以指导部队。

1930年 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红军
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
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
有发言权”，成为我们党开展工作的优
良传统。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足
迹遍布各军兵种，登战机、上航母、进潜
艇、体验步枪射击等，到部队调研，接触
最多的就是基层官兵，在连队就餐观察
伙食情况，在士兵宿舍询问战士的被子
暖和不暖和，登上寒冷的哨所陪战士们
一起站岗。习主席率先垂范搞调研，发
出“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
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
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
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
指挥打仗”的强军之问。

习主席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更没有决策权。”军队部门众多、兵
种各异，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以
及联勤部队、科研院所等单位各有各的
特点，战区的联合意识如何，兵种的训
练效果如何，联勤的快反能力如何，院
校的教学理念如何，没有踏踏实实的调
查，就不可能拿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方

案，聚焦打赢就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有的干部下基层把听取汇

报当作调查研究，这种方法很可怕。
汇报材料是有取舍的文字载体，往往
重成绩轻问题，缺乏对工作的全面反
映。一些干部喜欢听汇报，主要还是
“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是典型的工作
作风漂浮。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
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
仗聚焦。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举国开展
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国内战争动员实
力，全面了解中国备战情况，而清王朝
却在举国筹备慈禧的 60大寿。甲午战
争中清王朝的惨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不知彼，而日本却做到了对我们了
如指掌。全军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不
是一阵风，更不是形式主义，必须一切
为了提高战斗力。兵种之间能否实现
有效联合，新装备能否快速形成战斗
力，国际安全形势是否了然于心，政策
制度是否配套管用，新组建单位是否职
责明确、转型成功，各级领导必须对这
些问题进行广泛调查。

军事工作事关国家大业，事关生
死存亡，容不得半点虚假。一次真实
的调查可以形成一项正确的决策，而
一项虚假的调查，可能带来无穷贻
害。军事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后果最可
怕，没有根除军事工作形式主义问题
的决心，大抓军事训练就难有实效。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各级领导干部要
在调查研究中转变作风，以上率下，形
成“头雁效应”，让真实的调查研究号
准军事训练的脉搏，提高决策的精度，
加快打赢的速度。

军事调查来不得半点马虎
■张凤坡

群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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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3日，中央军委举行 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习主席向全军发布
训令，要求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
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效。当日，习主席在
视察中部战区陆军某师时，再次强调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军事训练
是未来战争的预实践，实战化水平直接决定着战斗力生成的质量效
果。新时代新起点，如何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实战化军事训练的重要
指示，如何推动实战化军事训练落到实处，本期选编两篇文章从不同
侧面进行探讨，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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