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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营二连班长赵志

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伪装防护这个

课目上失手。

蹲在火炮一侧，赵志仔细回想着过去5

分钟内全班的一举一动，却怎么也想不明

白：伪装防护这个课目自己从来都是十拿

九稳，可为啥这次栽了跟头？

跑到考评组，赵志本想找考核员理论

一番。可一看到桌上的航空照片，赵志不

禁咂舌：以往无人机拍摄的都是地面实物

的光学照片，这次咋还用上了红外成像？

看着伪装网下火炮发动机的影像，赵志

终于明白：不是自己的战术动作出了问题，

而是过去的老办法在新情况下不管用了。

赵志清晰记得，4年前的跨区机动演习

前，火炮的快速伪装防护一直是官兵的“拦

路虎”。面对困难，四级军士长李祥勇主动

作为，设计出了一套能够快速伪装隐蔽的

伪装架。

那次战术演习中，官兵首次实现全部

火炮在规定时间内快速伪装，成功躲避了

相关侦察，火炮伪装架不仅在演习中大放

异彩，更让官兵在之后的考核中无往不利。

“这个伪装架是旅里的一项革新发明，

是战场上必备的伪装利器，没想到这次却

栽了跟头。”看着曾经的革新成果不起作

用，赵志虽然心里难受，却也清楚必须做出

改变。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赵志带着全班反

复比对试验，最终找到了办法，顺利通过了

课目考核。

事后，赵志常常想：我们常说“考核是

训练的指挥棒”，如果没有这次考核，伪装

架是否会一直沿用下去？这样的情况日常

中还有多少？现有的考核模式中，究竟还

存在多少短板？

把 对 训 练 质 量 的

“考”与对战斗力的“评”

结合起来

——追求偏离实战

的难和严，考核只会刻舟

求剑南辕北辙

连续两次指挥终端操作考核，北
部战区陆军某旅十连排长董旭都失利
了。这位曾经的训练尖子既郁闷更焦
虑。

在该旅，董旭的情况并非个例。
如今的考核打破了以往只录入数据的
旧模式，将输入数据量减少了近一
半。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对官兵通过
指挥系统完成不同战术情况下处置的
能力检验。

数据录入的快慢，不再直接决定
考核的胜负，分析研判和辅助决策成
为官兵组训的新方向。虽然操作速
度并不算快，可凭借着过硬的指挥技
能，六连副连长胡宇第一次拿到了全
优。

跌了个跟头，捡了个明白。董旭开
始反思自己以往过于追求速度的训练是
否有效。

这一切变化，得益于该旅领导对现
行考核模式的思考与探索。“现行的考核
模式如果放到战场上，会是怎样的结
果？”去年年初的一次党委议训会上，该
旅副旅长乔飞的话引起了大家深入反
思：现在的考场就是未来战场的样子
吗？现在的演兵场就是明天战场的样子
吗？
“虽然我们经常说要把赛场当战

场、要把考场当战场，让演训场对接
未来战场，但必须认识到的是，赛场、
考场、演训场，无论我们怎么贴近怎
么模拟，都是和真正的战场有距离
的。”该旅领导说，“战场的样子永远
比赛场、考场、演训场更复杂更瞬息
万变。”

在该旅领导看来，追求偏离实战的
难和严，考核只会刻舟求剑南辕北辙。
只有紧贴未来作战样式和作战任务需求
设置考核条件，增大考评的难度、强度和
险度，把对训练质量的“考”与对战斗力
的“评”结合起来，才能提高训练考核的
质量效益，进而实现部队实战化水平整
体跃升。

接下来的考核中，一些新变化悄然
出现——

一次直瞄射击考核中，考核员临时
规定要使用小号装药进行射击，这让不
少平日里主要练习大号装药射击的官兵
都脱了靶。
“用小号装药对目标直瞄射击需要

修正气象条件带来的误差……”考核结
束后，各班紧锣密鼓地分析失败经历，寻
找解决对策。

一次远火专业班协同考核中，考核
员临时指派炮班中的两人撤出协同作业
负责警戒，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官兵很被
动，成绩很不理想。
“以往协同考核中，我们过分追求

官兵操作流畅，忽视了警戒防护的需
要。”拿着标满红色注记的成绩单，温
昌盛在议训会上对连队骨干强调：之
后的训练中，每人都至少掌握两门以
上专业技能。
“变的是考核标准，不变的是实战

导向。战场不会以米环秒论成败，但考
场却离不开米秒环式的评价标准。只
有不断加入临机情况，才能让官兵明白
考核标准不该一成不变的道理。”该旅
领导说。

带着考场思维去训

练考核，考场离战场只会

越来越远

——让思想先到达

战场，考出来的优秀才不

是“作秀”

“‘军人生来为打仗’的道理大家都
懂，虽然天天喊着练为战，但总摆脱不了
‘练为考’的现实矛盾。”采访中，排长董旭
告诉记者。

去年有一段时间，董旭痴迷于军事
类书籍，没事总爱琢磨地图，研究战例战
法。在一次班排战术考核中，本想根据
书上学来的知识进行战术创新，谁知竟
被考核组当场叫停：未按流程进行。

考核员安慰他：“别灰心，把流程记
熟了下次补考一定能考过。”那一刻，董
旭感到哭笑不得：考核有固定流程，战场
怎么可能有呢？无奈，董旭只得按照流
程埋头苦练，在补考中顺利通过。

董旭的想法，代表了不少基层官兵
的心声。同样的经历，在重复了一次、两
次、三次后，大家会逐渐习惯这样的设
定：考核不就是应该按照固定流程的
吗？当大家都接受了这样的设定时，考
场思维就被驯化成为同一种模式，考场
离战场只会越来越远。
“说到底，还是承担不起‘考砸了’引

发的代价。”在没有实战检验的现实条件
下，能考好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能打
仗”。一位连长坦言：“过去连队评优评
先，很大程度上看的是军事训练水平，训
练水平又很大程度通过考核成绩来体
现。在计划落实、方案制订上，虽然都知
道有很多亟待改善的地方，但一想到马
上要考核了，又不得不按照原有的模式
走一遍，先把考核应付过去再说。”

这名连长接着说，为了提升全连训
练水平，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每一次手
榴弹实投中，他都会安排训练成绩靠后
的同志去站岗。
“考核是训练的指挥棒，考核不贴

近实战，训练就无法贴近实战。”回想
起几年前的一次红蓝对抗，某旅作训
参谋周鹏深有感触。为了增加考核真
实性，该旅经常会从连队中抽组一支
模拟蓝军，通过对抗提高考核质量。

“出发点是好的，效果却并不理想。”
周鹏告诉记者，由于对垒两方接受的是
同一种训练，不仅在作战样式上大同小
异，而且在装备参数和性能、部队编成上
都如出一辙，彼此又了如指掌。对抗的
最终结果也并不令人意外：红方以 7战 7
捷的战绩完胜蓝方。

这样的胜利有意义吗？
“当蓝方无法做出更多的‘意料之

外’，红方也就很少出现‘措手不及’。从
场地设置、拟制规则到全程导调，每次红
蓝对抗都会精心筹划，最终还是很难跳
出自我循环的怪圈。”周鹏说，“昨天的标
准无法考核今天的训练，我们一定要想
办法摆脱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喝彩
的怪圈，让思想先到达战场，考出来的优
秀才不是‘作秀’。”
“如果把战争比作大考，那么平时考

核就是模拟考试。备考脱离实战，就好
比车跑偏了，必须调整方向；组织考核倘

若脱离实战，那是路走偏了，祸害更甚。”
采访中，一位领导意味深长地指出了问
题的关键：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考核偏离
了方向。

如何考核没有标准

答案，实战需求是唯一的

准则

——考核向打仗聚

焦，训练才能向实战靠拢

“面前的这个课目总长 500米，需要
跨越 20个障碍……”“安德鲁·波依德”
国际特种兵竞赛赛场上，带队领导张秀

光利用转场的有限时间，和队员们介绍
500米障碍跑的特点和通过的动作。此
时，这群队员们刚刚完成 50公里的徒步
渗透，身体已经严重透支。此前，他们从
未接触过这一课目。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们不仅成功
通过了重重障碍，还以 3分 11秒的成绩
取得了单课目第一，一举打破纪录。
“虽然之前从未跑过一次完整的

障碍，但是类似的内容我们在备战考
核中均有涉猎，当时我们的体能和技
能水平都达到了过障标准！”队员吴志
辉说，组织考核时，旅里会临时指定一
些新内容或是选择更为恶劣的环境条
件。当官兵逐渐习惯这种方式后，无
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能更加
从容地应对。
“未知与陌生，是未来战场的基本样

态。就考核本身而言，无论如何模拟，似
乎都会和实战存有差距。”某旅一名营长

说，用战的导向引领训的思维，是一条没
有终点的路，无论是组训者还是受训者
都不能置身事外。
“战争有着天然的不确定性和神秘

性，我们能做的是在考核中把自己逼到
极限、练到极致，随时达到迎战标准，做
好迎战准备。”某特战旅副旅长王波说，
旅里一次随机考核，赶上了恶劣天气，对
于跳伞考核要不要如期举行，所有人心
里都没有明确答案。

仗怎么打就怎么考。几番讨论，大
家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跳！

决心敲定，常委带头！空中绽放的
一朵朵伞花，最终赢得了官兵信任，也深
深感染了在场的各级考核员。
“虽然日常的训练主要围绕考核，但

考核的终极目标无疑是实战，想清楚了
这层关系，就没什么好迟疑的。”某旅领
导说，从训练上看，这样的条件可能存在
安全隐患，但从实战出发，这样的机会却
是千载难逢。

实战能力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位领导告诉记者，近几年来的训练中，
他们不再过分执著于纸面成绩，看重数
据统计，而是更加看重实战化条件下的
训练质效。
“今天把考场当战场，明天才会把打

仗当作考核。”采访即将结束时，某训练基
地领导对记者说，虽然这是一条永远走不
完的路，但只要官兵能够理解考核的意义
所在，用“战斗在今夜打响”的紧迫感端正
练兵导向，就能不断校正考核这把训练指
挥棒的方向，让它真正指向实战的方向，
胜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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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训练指挥棒”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采写这篇稿件，有两个故事在记者

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位连长虽然知道训练计划和方

案有亟待改善的地方，但一想到马上就

要考核了，只得按原来的模式，先把考

核应付过去再说。

一位排长总想琢磨点新战法训法，

可考核不按规定流程总通不过，逼得他

去固守陈规。结果，一次、两次、三次之

后，他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意识和习

惯：按照固定流程来，训练考核就能得

高分。创新的勇气与思维，在他身上渐

渐看不到了。

两个故事虽然不大，却直指我军比

武考核与实战化训练中的一个深层次

问题：承平日久，军人的练兵备战热情

每天都受到和平氛围、和平思想与和平

生活的驯化与消解。要知道，身处和平

环境，军人却需要日夜思战备战，这本

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面对长期和平环境的影响，每一名

军人都应该认识到，推进实战化训练，

最难的还是身在操场却要心系战场。

让“思想先到达战场”，这既是对每一名

军人提出的永恒挑战，更是给各级指挥

员提出的严峻课题。

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靠简单说教和

一味强调就能解决的。需要我们各级

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培育养成，需

要我们各级从平时组织训练、筹划考核

等具体行动开始，把打仗的意识、打仗

的标准、打仗的氛围凸显出来，以此来

引导官兵真正去思战谋战。

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官。如果我们

平时图舒服，战时就可能不舒服；如果

我们平时要求不严格，战时就可能打败

仗。如果今天我们在操场上总想着避

难就易、避重就轻、避繁就简；亦或战术

动作操场化，简单按想定编脚本、依演

练定套路，明天上了战场就会吃大亏。

将因演而能，士因习而勇，战因练

而胜。一支军队多年不打仗，容易患上

“和平综合征”：不想打仗——战斗队意

识弱化，不敢打仗——战斗精神淡化，

不会打仗——战斗素养钝化。恩格斯

对此有过精彩的描述：他们往往“对一

条裤子或一条衣领的式样争论不休，而

对军队中20来种不同的野炮口径和差

不多数不清的各种小型火器口径安之

若素”。

作为指挥员更应该知道，肩上背负

着战友的生命、集体的荣誉和人民的重

托，各级指挥员必须以强烈的使命意识

和责任担当，逼着自己“一切都站在战场

上来思考”，以实际行动在和平时期培育

强化官兵强烈的战场意识、敌情观念和

过硬的战术素养。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夏季

攻势，二十兵团司令员郑维山，大胆地在

“联合国军”眼皮底下组织3000余人白

天大潜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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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站在战场上思考”，

这些问题就可能想不到、想不全、解决不

好，就可能“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郑维山将军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

在和平环境中练兵同样适用。战场从来

只青睐千锤百炼的军队和军人。就像熟

能生巧一样，提高战场意识、敌情观念和

打仗的紧迫感，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练兵

备战中，一点一滴积累，一言一行培育。

只有平时主动置身复杂多变的困

局、危局、难局中练谋略、练应变、练高

招，才能在未来战场上得心应手。如何

通过日常的教育训练和演习对抗，破除

官兵和平积弊等倾向性问题，让官兵身

处操场心系战场，思想先到达战场，这

也是我军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的题中

应有之义。

最难的是“思想先到达战场”
■本报记者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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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跨
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曹胜杰摄

图②：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狙
击手战术考核。 刘常春摄

图③：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开展实
战化铁路装卸载考核。 刘 辉摄

34号军事室

第
一
视
角

独
家
原
创

聚焦备战打仗·一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