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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观点争鸣

联合岗位的出现是战争形态演化的结果，是军队组织形
态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联合岗位军官，包括联合指挥、参谋、
保障岗位军官，是军委战区机关及其所属部队指挥、筹划、实
施联合作战，组织指导联合训练和战备建设的中坚力量。当
前，应着眼我军联合岗位的实际需要，从联合教育培训、联合
岗位任职、参与联合事务、熟知联合法规等维度，强化联合制
胜意识，加快知识结构升级，锻造一支精通本职专业、擅长联
合指挥、谙熟预定战场的联合岗位军官队伍。

引

言

全面扎实的宏观把

控能力

军队组织形态无论怎样变化，其
政治属性是不会改变的。这要求联合
岗位军官在组织实施联合作战中，必
须善于观察世界大势，跟上时代发展
步伐，洞悉军事战背后的政治战、经
济战、外交战等，在参与联合事务时
识大局、顾大体，及时准确地做出判
断和决策。一是过硬的政治思想素
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
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
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的信心，在
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忠诚可
靠，经得起各种考验。二是扎实的军
事理论造诣。深刻把握现代战争特点
规律，熟知联合作战理论与军兵种作
战应用，了解潜在对手的联合作战理
论和作战特点，熟知各部队作战能力
和主要武器装备性能，在掌握现代战
争致胜机理的前提下驾驭战争、设计
战争。三是高超的决策谋略水平。善
于从政治、经济、外交的角度思考军
事问题，用全局的、辩证的、发展的
思维透视战争“迷雾”，预判战局发
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准确预判对手作战企图、
可能行动、方式手段、攻防重点，制
定正确的战略谋略。

及时准确的信息研

判能力

军队组织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
化转变，联合岗位必须适应这种趋势要
求。这要求联合岗位军官能够通过多
种途径，采取多种手段，收集掌握与联
合作战、训练、战备等有关的情况和资
料，并对获取的各方面信息适时进行综
合分析和判断，挖掘有用信息，及时捕
捉和利用关键信息，据此研判危机、评
估局势，并梳理出准确结论。一是敏锐
的信息获取能力。具有强烈的信息意
识和科学的信息观念，善于综合运用侦

察、调查等方法手段，掌握了解各种现
实与潜在危险，掌握潜在对手的军事以
及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及其所辖部
队的战备、训练、管理等情况；战时善于
充分发挥各种侦察手段和渠道的作用，
预先积累和临机收集相结合，在联合作
战全过程对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等进
行实时跟踪收集。二是精准的信息甄
别能力。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善于结合
岗位职责，有针对性地把握信息需求的
内容与范围，准确有效地从海量信息中
筛选鉴别出真实可靠且与作战、训
练、战备密切相关的高价值信息，为
正确实施分析研究、融合处理奠定良
好基础。三是过硬的信息整合能力。
善于利用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等辅
助决策设备，对获取的信息进行优化
整合，科学运用归纳、类比、假设等
思维方法，对信息进行人与机、人与
系统的加工处理，并能举一反三，触
类旁通，紧紧抓住最有价值、最为关
键的决断性信息，保障决策的科学性
和准确性。

科学高效的统筹规

划能力

军队组织形态是一个开放复杂的
巨系统。这要求联合岗位军官在平时
工作或军事行动中，能够根据国际国内
形势、战区周边动态和战场态势变化，
灵活运用辅助决策和指挥控制手段，及
时提建议、做决断、定计划，以及高效协
调上下、左右、内外等各种力量和关
系。一是优秀的分析判断能力。善于
从军队整体建设和长远发展高度出发，
胸怀全局、洞悉全域，深层次多角度地
思考和研究问题。掌握信息化联合作
战兵力编成、力量融合的内在机理，熟
悉联合作战行动的组织流程和诸军兵
种力量的作战运用、协同方法，在复杂
多变的环境下准确分析判断敌情、我
情、友情，适时为党委首长科学决策提
出有价值的建议方案。二是周密的组
织计划能力。善于根据上级命令指示
和首长决心、部队实际以及作战地区的
地形、气候条件等，对演习、考核、参战
力量的作战准备和实施，作出周密的计
划安排，做到既具有预见性针对性，又

具有创新性可行性，确保各种作战行动
有条不紊、精准高效。三是精准的协调
控制能力。平时善于协调上下级、当前
任务与长远规划，以及战备、训练、管理
教育和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战
时能够熟练操作使用作战指挥工具，有
序调控诸军兵种力量协调行动，调控各
作战方向相互策应，调控陆、海、空、天、
电、网等各作战领域、作战空间多域联
动，调控作战的全过程、各环节紧密衔
接，从而把控作战全局，掌握战场主动
权。

沉着冷静的临机应

变能力

现代军队组织形态不只是一种
静 态 组 合 ， 更 表 现 为 一 种 动 态 联
合。这要求联合岗位军官在意外和
紧急情况下，能够遇险不惊、临危
不乱，沉稳果断地提出化险为夷、
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建议。一是优秀
的环境适应能力。具有敢打必胜的
信心、勇气和坚韧不拔、无所畏惧
的战斗意志，能够确保在任何困难
和复杂的情况下，做到准确地判断
形势，沉着冷静地应对变局；面对
信息化联合作战软硬杀伤，能够从
容化解心理压力，消除心理障碍，
积极适应残酷的战场环境。二是果
断的应对应激能力。具有对突发事
件、紧急情况和战场实况的敏锐洞察
力，善于正确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新
变化，并迅速作出分析判断，及时发
现和捕捉战机，提出新的对策建议，
及时调整或辅助上级调整部署，迅速
展开处置行动，有效塑造有利态势，
实现险中求胜、危中求机。三是较强
的团队赋能能力。善于发扬民主，集
思广益，博采众长，充分发挥集体和
团队力量，善于从最困难、最复杂、
最艰巨情况出发，快速、准确、高效
地定下联合作战决心和方案，确定打
击方向、打击重心、打击力量，以较
小代价取得较大效益。

娴熟自如的演训指

导能力

科学的军队组织形态要求部队必
须像打仗一样训练。这要求联合岗位
军官能够围绕联合作战的重难点问
题，组织部队或辅助首长开展联合训
练、联合演习，善于发现部队联演联
训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有效的
解决办法，正确指导部队开展联演联
训。一是较强的内容创新能力。善于
根据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联合训练

大纲等，分析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
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特别是完成联
合作战任务面临的重难点问题，注重
结合部队装备现状和联演联训水平，
前瞻未来发展，着眼体系融合，不断
推进战略、战役、战术、技术各层次
的联合基础、专项和课题训练内容紧
密衔接，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具有
我军特色的实战化联演联训内容。二
是科学的方法探索能力。善于紧跟信
息化战争形态转变和高新科技发展动
态，充分利用大型训练基地和作战实
验资源、手段、功能复合的优势，开
展重难点课题联合训练和全要素全过
程全系统联合实兵演习，全面准确地
评估和检验部队训练质量和作战能
力，不断丰富融合集成组训方法，使
其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三是全面的
协同管理能力。善于对战区、跨域、
军地以及联演联训中的人员、时间、
空间、信息、物质等训练资源进行策
划、组织、指导、监督和检查，通过
联演联训活动的科学决策、周密计
划，精确调控和严格施训，积极营造
和维护良好的训练环境，使各种训练
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高标准实现联演
联训目的。

锐意进取的研究创

新能力

先进的理论和科技是军队组织形
态现代化的重要牵引力量。这要求联
合岗位军官能够紧跟世界新军事变革
的发展趋势和军事理论前沿，结合联
合岗位工作新特点，敢于打破常规，
能动地把握军事工作客观规律，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和完成任务。一是能动
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学习新知识新
技术，能动地进行自我发展和自我完
善，善于着眼我军建设发展需要，开
展信息化建设和联合作战重大课题攻
关，能够对新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机
制、政策制度等军事理论与实践前沿
进行深入探索，根据形势任务创新本
级工作法规制度。二是大胆的思维创
新能力。在工作实践中敢于突破思维
定势、常规束缚，时刻保持创新的激
情，具有超越自我超越对手超越前人
的创新勇气和胆识，自觉思考敌情与
我情、有利与不利、可能与必然等各
种因素，始终保持寻根探源的热情。
善于从已知推断未知、由显性推出隐
性，始终保持否定自我的勇气，大胆
提出创新性意见建议。三是务实的方
法创新能力。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
实的作风，善于把握军事发展方向，
将先进的联合作战理论及时运用到工
作实践中，创新性地提出军事力量建
设和联合作战运用的新思路、新举措
和新对策。

联合岗位军官应具备哪些能力
■裴士连 李全林

非对称作战，即交战双方使用不同

类型的部队、不同的作战手段和方法进

行的作战。其制胜机理是通过灵活运

用力量、时间、空间和信息等要素，谋求

即时优势，达成作战胜势。未来应对敌

人特别是强敌，非对称作战仍是我军制

胜的重要手段。

非对称制衡的精髓是“击敌之

短”。短处即弱点，是敌方最脆弱、最易

被攻击，同时也是最害怕被攻击的地

方，一旦被袭，往往会产生强烈心理震

慑。非对称作战，就是运用己方优势力

量对敌方弱点实施非对称攻击，从而达

到震敌心志，乱敌体系的目的。而实现

这一效果的前提是精准把握敌方弱

点。为此，需不断提高敌情收集的详

细度和清晰度，收集敌作战思想、作战

装备性能、作战体系结构等信息，精心

整理挖掘情报数据，画出作战对手理论

思维图、力量谱系图、装备性能图、体系

结构图，从中找出敌之薄弱项；同时，需

要构建全域多维的侦察监视系统，能快

速捕捉战场态势变化，即时抓住敌可能

出现的漏洞。围绕敌暴露出来的弱点

和漏洞，筹划己方兵力，精心设计行动，

迅速组织实施，予敌致命一击。

非对称制衡的要义是“不按套路出

牌”。所谓不按套路出牌，就是不按对

手预定的规则、套路行动，以“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思路，创新设计符合自身

实际、切实管用有效的战法。近几场局

部战争，信息化战争的“套路”已基本呈

现，“致盲战”“精确战”“体系战”“全域

战”等成为基本作战形式，“小型化”“多

能化”“分布式”等成为信息化战争的典

型用兵特点。针对这些形式、特点，在

制衡强敌时需辩证看待，灵活使用，避

免落入对方熟悉的打法“套路”。同

时，应基于信息化作战制胜机理和我

军装备能力，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战

法体系。尤其是针对强敌的信息致

盲、精确打击、隐身突击、分布式杀伤、

全域攻击等打法，设计出我军相应的

战法，打敌所必需，攻敌所必救，从而

实现有效制衡。

非对称制衡的关键是“即时聚

优”。“即时聚优”是指在对敌发力那一

刻，在战争决定点的对抗上，聚集起能

战胜对方的综合能力和有利态势。即

时聚优既是非对称制衡的行动方法，也

是非对称制衡的本质要求。只有当对

敌行动那一刻具备了“转圆石于千仞之

山”之势和聚集了“以碫投卵”之力，才

能真正实现对敌的非对称。而要实现

即时聚优，则要求针对敌特定目标，通

过灵巧运筹时空要素，在有利的时空范

围内塑造聚优窗口；通过创新力量编组

实现不同域间力量功能耦合、作战效能

涌现；通过优化作战设计，科学设计作

战阶段划分和衔接，尽早实现作战阶段

转化；通过创新指挥方式和手段，着力

提高OODA循环速度，实现战力和作

战效能的高速流动和聚集。

非对称制衡的目标是“以能击不

能”。“以能击不能”就是我能打敌，而敌

无法打我，这是非对称制胜的最理想结

果也是最高目标。要想实现以能击不

能，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研发颠覆性武器

装备。武器装备的颠覆性既体现在装

备性能上，也体现在作战使用中。颠覆

性武器装备在主要战技指标上完全超

越敌现有装备，形成技术代差，具有“降

维打击”的优势。这类装备主要依赖于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因此，需建立

相关职能部门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

高新技术进行有效筛选，并推动相关技

术向武器装备转化；颠覆性的作战使

用，则是突破兵器同质相抗、同性对决

的惯性思维，积极运用异质对抗、跨域

对抗、错位对抗思维，用“软杀伤”对抗

“硬摧毁”，用“多数量”对抗“精打击”，

用“高声速”对抗“强隐身”，用“超远距”

对抗“大纵深”，等等，从而实现非对称

制衡。

如
何
做
好
非
对
称
制
衡

■
柴

山

未来作战对精确性要求更加突
出，在作战筹划中不能大而化之，要
对在什么时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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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具体明确。我们在作战筹划中必
须要把作战任务吃透，把作战对手研
透，把作战环境析透，把如何作战、
怎样行动谋划好设计好，确保作战筹
划切实符合实战，具体精准到位。

明晰指挥权责，分级筹划。坚持作
战筹划权与作战指挥权、行动控制权的
有机统一，谁担负作战任务谁来筹划、
谁指挥作战行动谁来筹划，处理好集中
筹划与分级筹划的关系，让最掌握本级
实际情况的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去筹划
本级作战行动，避免出现不知实情、不
切实际的瞎筹划乱指挥。区分战略、战
役、战术不同层级，赋予相应作战筹划
权。战略筹划围绕实现战略目的，对联
合作战力量统筹运用进行顶层设计，为
联合作战提供宏观指导；战役筹划围绕
达成战役目的，对战役部署、战役阶段、
战役行动、战役保障等进行整体筹划设
计，向上对接联合作战、向下指导战术
行动；战术筹划围绕实现战术目的，周
密计划某一战术行动的兵力编组、火力
配系、阵地配置以及具体战法打法等。

细化任务指标，精确筹划。坚持
以作战任务牵引作战筹划，深入理解
和分析作战任务，进一步理解本级任
务，了解友邻任务，分解下级任务，细
化作战编成内各作战力量、作战单元、
作战要素的作战任务，必要情况下直
至明确到战术末端单兵、单车、单炮。
厘清总体任务与分项任务、全局任务
与阶段任务、指令任务与隐含任务、主
要任务与次要任务，搞清任务类型、时
间、区域、对象、要求等内容。周密研

究与作战任务关联密切的重要问题，
依据不同作战任务具体化、差异化、精
细化实施作战筹划，结合具体担负的
作战任务实际分析敌情、我情和战场
环境，预想作战发展基本路径划设作
战阶段，围绕达成作战目的和预期效
果设计作战行动，立足聚放最佳作战
效能统筹调配战场资源。

活用组织方法，联动筹划。坚持按
流程规范实施与依实情灵活调控相结
合，充分发挥作战体系内各级各类作战
筹划主体作用，使各项作战筹划活动有
机融合，横向呼应、纵向联动。实施同
步作业，依托网络信息系统，各要素各
席位由面对面的现地集中筹划转为系
统对系统的网上异地分布筹划，缩短筹
划时间，提高筹划效率；实施交互作业，
综合采取自上而下逐级验证、逆向反推
汇总验证、关联要素交叉验证等多种方
式，多层级多角度论证作战筹划结果，
提高筹划准确度；实施补充作业，以具
体任务单位为主体组织作战筹划活动，
其他关联单位、要素进行补充，提高筹
划完整度；必要情况下可越级吸纳重要
作战方向、关键作战行动指挥员和战斗
员参与作战筹划，提高筹划精细度。

基于系统支撑，数据筹划。坚持发
挥筹划主体主观能动作用与指挥信息
系统辅助功能相结合，充分运用指挥信
息系统辅助筹划，利用数据支撑筹划，
增强作战筹划过程的缜密性和结果的
科学性。注重数据统计、运筹分析、行
动仿真、作战推演等工程方法的运用，
突出作战实验、指挥对抗、兵棋推
演、任务规划等系统手段的运用，创
新方案库、数据库、态势图等数据结
果的运用，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运用，实现人机
协同筹划最佳效果。利用指挥信息系
统辅助优化作战方案，规划行动路
径，推演作战进程，评估作战效果，
充分发挥“数据池”“专家库”作用，
全面提升作战筹划精准度。

作战筹划要具体精准
■王 锴 张铁强

布局、开局、控局、收局是联合
作战主要步骤阶段与行动，其中布局
是对整个作战环境、力量布势、行动
进程的全面规划。善战者胜于未战，
布局是否有力有利、能否抢占先机，
对于取得作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因
此，信息时代作战，应着眼军事与政
治、外交、舆论等领域相互交织的特
点，综合谋篇布局，打好战前之战，
营造有利态势、确保开局有利并能有
效推动战局向赢得胜利方向发展。

注重动员宣传，确保战之有势。
毛泽东曾经指出，这个政治上动员军
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
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
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因此，联
合作战布局时，应充分进行动员宣
传，以形成上下一心、军民一体、士
气高昂的整体作战合力，确保一旦开
战，能以摧枯拉朽、气贯长虹之势展

开作战行动。积极做好思想动员。运
用各种宣传手段与平台，反复阐述战
争性质和意义，宣传和表彰模范人物
和英雄事迹，揭露敌方战争罪行，引
导军民充分认识战争的性质，激发斗
志，增强敢打必胜信心。充分动员国
家各领域，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形成同仇敌忾、团结对敌的强大
声势。严密筑牢精神防线。针对信息
化战争强度大、敌超视距精确打击和
毁伤易对民众造成心理恐慌等问题，
加强心理疏导、防护和救治，强化尚
武精神教育，构筑牢固的精神防线。

注重全维布势，确保战之有力。
为确保开局首战必胜，并能有效推动
战局发展，应形成“决积水于千仞之
溪”的战役布势。因此，应当根据作
战任务和作战方案，迅速组织战役展
开，灵活摆兵布阵，形成信息支撑、
攻防一体、纵深梯次、立体多维的联
合作战整体布势。注重多维预置。要
在陆、海、空、天、电等多维空间调
集、部署与准备作战力量，形成多领
域、大立体、全方位、星点式的战役

布局；既要注重进攻部署，又要注重
防空反导等防御防护部署，使其融为
一体、互为策应。注重占据要地。运
用立体机动方式快速投送参战力量，
先行抢占要点要域，形成优势。注重
隐蔽部署。灵活利用各种时间窗口，
巧妙隐蔽作战企图，多维投送、快速
机动，隐蔽形成布势，确保一旦开
战，能以隐蔽突然的打击占据优势。

注重周密筹划，确保战之有序。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确保开
局有利、控局有法乃至实现最终控
局，战役布局时，应加强对整个作战
进程的筹划和计划。因此，当危机事
态发生或出现战争征候时，应在作战
预案基础上组织周密筹划，以指导引
导部队充分做好开局准备、从容应对
战局发展。注重筹划全程。既要思考
首战必胜之策，又要筹划推动与控制
战局发展的措施行动，还要制订“收
官”的方式方法，以对作战全过程做
到有“底数”。注重抓住关节。始终把
筹划重心放在影响战略战役全局的重
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着眼破击敌作

战体系，紧盯作战关节和敌之要害，
谋划主要作战方向、重要作战阶段、
关键作战行动，形成“高敌一筹”的
战法、行动计划，确保战之必胜。注
重多案准备。预想敌部署突变、战场
环境骤变等“危局”“困局”，把情况
预想得更复杂更困难，从而制订多套
方案，确保应对战场突发事件时能战
之有序。

注重威慑震慑，确保战之有利。
为软化对手抵抗意志、削弱对手作战
士气，为联合作战开局打牢基础并利
于推进战局，战前应针对对手政治生
态、军心士气、民意特征等，实施威
慑震慑，不断改善战略态势。注重多
法并用。通过兵力机动集结、力量展
示等手段，实施军事威慑与瓦解行
动。坚持综合施策。既注重军事实力
展示，又注重发挥信息技术手段，及
时表达我强大军事实力和坚定的决心
意志，以瓦解、弱化对手军心士气。
坚持慑战并举。在开展威慑震慑时，
应随时做好由慑转战准备，以强大的
实战能力、实战准备威慑震慑对手。

打好联合作战战前之战
■钱凤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