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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制胜？“制服对方以取胜。”
《军事大辞典》如此说。战争是利益矛
盾双方之间进行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活
力对抗的社会活动，是“用以解决阶级
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
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
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因此，制
胜是对抗双方、敌我双方的致力目标。与
此相应，“胜”是《孙子兵法》乃至中国兵
法、兵书、兵学、兵家之核心理念，其他一
切军事思想、军事理念、军事理论均以“制
胜”为出发点、落脚点而展开，舍此无他。

制胜观是关于制胜的方式方法、原
理原则、思想理念等方面的基本观点或
根本看法。历代兵家名将对此多有论
述，而正如著名军事家曹操所言：“吾观
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
兵法》的制胜观在中国兵书中最具深刻
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程美秀、邱复兴、
李殿仁、薛国安、宫玉振等当代兵学同
仁在其著述中对《孙子兵法》制胜思想
方面均有高见。

笔者约十年前在学习及参考上述
专家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孙
子兵法》“十八胜”思想的一孔之见。目
前，我在即将出版的《制胜兵经》拙作中
进一步将《孙子兵法》乃至中国兵书核
心的制胜观确定为“十二胜”：道胜、先
胜、知胜、谋胜、全胜、将胜、治胜、势胜、
致胜、诡胜、奇胜、变胜。限于篇幅，本
文仅选择其中的全胜、先胜、知胜、谋胜
等制胜观作简要介绍。

一、《孙子兵法》全胜观
全胜之概念源出有三：其一，《孙子

兵法·谋攻篇》中的“凡用兵之法，全国
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
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
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
之善者也。”《孙子兵法·形篇》中的“善
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
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其二，《六韬·发
启》中的“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
通。”其三，《汉书·赵充国传》中的“帝王
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

全，完全、保全、完美之意。全胜是
指不经直接的或激烈的战斗，以最小或

较小的代价甚至是零代价，通过运筹帷
幄、设计定谋、纵横捭阖、以柔克刚等手
段，实现以智克敌并尽可能保全双方利
益的目的而获得的胜利。

全胜之要义在于“不战而屈人之
兵”。全胜思想不仅是我们领兵打仗的
理想和终点，还是我们施计用谋的标准
和起点。李炳彦在《孙子谋略新论》中
告诉我们：“‘全’中包含着孙子的战争
观、孙子的价值观、孙子的哲学观。在
一个争霸的时代，不战而屈人之兵，表
现出一种胸襟和远见，是一个极其经典
的强势者的思想，也是研究谋略运用的
最理想境界。不过，谋略思考要有理想
境界，却不能理想化。最优的又常常是
难以实行的。”谋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强己弱敌、以巧取胜。

全胜乃制胜之理想。“全胜”思想在
所有的制胜思想中占有最重要、最特殊
的位置。诚如洪兵在《中国战略原理》
中所言：“‘全胜’作为核心，它统揽着中
国战略其他求胜的思想。”为什么中国
兵家偏好全胜？这正是中国人爱好和
平的优良传统和后发制人的主流战略
的切实体现，也是中国人高度发达的整
体思维和独一无二的中庸思维的完美
结晶。我们对待战争，穷兵黩武论与偃
兵废武论是为两端。我们“执两用中”，
既体味到战争的破坏性，又意识到战争
的进步性，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明白可以
通过主观努力控制战争，追求战争的有
限性和正义性，坚持义兵慎战论。这也
正是中国兵家的高明之处。全胜到底
有哪些益处呢？姚有志在《国防理念与
战争战略》中强调：“力争全胜，是孙子
追求的最高境界。全胜，实质上还提倡
共赢，赢得政治，赢得和平，赢得人心。
不仅赢得军事，更要赢得政治；不仅赢
得战争，更要赢得和平；不仅拔寨攻城，
更要赢得人心。”如此，对己方来说代价
最小，对敌方来说反抗最小，对人民来说
灾难最小，对世界来说获益最大，何乐而
不为呢？时至今日，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和
深度挖掘中国兵家的“全胜”思想。

《孙子兵法》全胜观的基本内容可
归纳为“孙子兵法制胜秘诀”之“全胜
诀”如下：

百战百胜非最善，不战屈人善之善。
三非利全兵不顿，谋攻四策伐谋上。
全胜之胜利观求之于战争制胜的

和平性。根据胜利代价，胜利可分为智
胜和力胜。智胜，即全胜，以最小或较
小的代价甚至是零代价而获得较大的
胜利或利益最大化，通过运筹帷幄，设
计定谋，纵横捭阖，以智克敌，如：郑国
商人弦高智退秦军、韩信劝降燕国；力
胜，也称战胜、曲胜，主要是两军对垒，
以力胜敌，“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虽然
取得胜利，但是己方也付出了较大或惨
重的甚至是最大的代价才获得胜利，
如：长平之战。因此，我们尽力争取全
胜，尽量避免力胜。

二、《孙子兵法》先胜观
先胜之概念源出有四：其一，《孙子

兵法·形篇》中的“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
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其二，《淮南子·兵略
训》中的“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
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其三，《便
宜十六策·治军》中的“智者先胜而后求
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其四，《商君书·
画策》中的“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先，首先、起先之意。先胜是指用
兵者通过重视战争、慎重开战、积极备
战等手段，提高军事实力，创造胜利条
件而获得的胜利。其要义在于“先为不
可胜”。孙中山强调军事对国家的意义，

“无武力之国家，必至于灭亡。”此处“武
力”即平时打造的“军事实力”。

先胜乃制胜之基础。老子曰：“胜
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麦克阿瑟说：“准
备是成功与胜利的关键。”华盛顿亦说：

“备战是捍卫和平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如
此看来，用兵之道，先胜即为筑基。

《孙子兵法》先胜观的基本内容可
归纳为“孙子兵法制胜秘诀”之“先胜
诀”如下：

胜兵先胜后求战，败兵先战后求胜。
先为不败以待敌，重战备战开战慎。
先胜之胜利观求之于战争制胜的

备战性。根据取胜基础，胜利可分为先
胜和后胜：所谓先胜，是指己方本身实
力强大，基础扎实，具备和创造了胜利
的条件，有着求胜的良好基础，而建立

在这个基础上水到渠成而取得的胜利；
所谓后胜，是指己方本身实力薄弱，基
础不牢，本身不具备并且较难甚至无法
创造胜利的条件，可是由于外交等其他
客观的意外的种种原因而取胜，或者本
身在战争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尽力弥补基础条件弱的劣势，创造了胜
利的条件，最终取得胜利。因此，我们
尽力争取先胜，尽量避免后胜。

三、《孙子兵法》知胜观
知胜之概念源出有二：其一，《孙子

兵法·谋攻篇》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
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
知己，每战必殆。”其二，《将苑·将诫》中
的“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

知，了解、知道、认知之意。知胜是
指根据先行、客观、全面、深入了解敌我
双方及其战争环境情况等前提下做出
科学和正确的战争预测而获得的胜
利。其要义在于“知彼知己”。

知胜乃制胜之前提。战争制胜必
须使战争认知与战争实践相统一，做到
知行合一。正确的战争认知正是作战
制胜的前提条件，是军事谋略的基础，
是战争活动的最基本内容。否则，便是
盲动，即使是一时的胜利，也是侥幸之
举，更难以挽回最后的败局。

《孙子兵法》知胜观的基本内容可
归纳为“孙子兵法制胜秘诀”之“知胜
诀”如下：

知彼知己胜不殆，知天知地胜可全。
尽知先知真且深，亲闻推知重用间。
知胜之胜利观求之于战争制胜的

真实性。根据胜利真假，胜利可分为真
胜和假胜。真胜是战略战术皆胜，或战
术暂时失利但战略正确的胜利，或创造
了连续胜利的条件，胜利指日可待，或
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战争认知与战争
实践二者合一。相反，假胜只是一种胜
利表象，要么是自己虚报战功，自欺欺
人，如：胡宗南攻占延安；要么是对手迷
惑自己的策略，己方中计而不自知，反
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骄傲自满，狂妄
自大，如：赵括追击白起所率秦军、庞涓
追击孙膑至马陵道自取灭亡。

四、《孙子兵法》谋胜观
谋，战前谋划、战略谋划、战争计划

之意。
谋胜是指通过战前谋划尤其是战

略谋划，根据战情相应地设计谋略、制
定计划而获得的胜利。

谋胜之概念源出有四：其一，《孙子
兵法·计篇》中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
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
乎！”其二，《淮南子·兵略训》中的“运筹
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矣。”其
三，《草庐经略·将谋》中的“三军之事，
以多算胜少算，以有谋胜无谋。”其四，

《晋书·王羲之传》中的“夫庙算决胜，必
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

谋胜之要义在于“先谋为本。”“以
多算胜少算，以有谋胜无谋。”

谋胜乃制胜之先导。“伐敌制胜，贵
有先谋。”“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先
谋而后战，其战可胜。”“运筹于庙堂之
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可说是：战事
之先行，战事之向导。

《孙子兵法》谋胜观的基本内容可
归纳为“孙子兵法制胜秘诀”之“谋胜
诀”如下：

用兵之道计为首，少算不胜多算胜。
经五校七索其情，五事七计皆为宗。
谋胜之胜利观求之于战争制胜的

稳定性。根据胜算概率，胜利可分为稳
胜和险胜：稳胜，作战一方占据绝对优
势，以强胜弱，以优胜劣，十拿九稳，毫
无悬念，或虽处劣势，先计后战，先谋后
事，化险为夷，化腐朽为神奇；险胜，作
战双方势均力敌，将遇良才，棋逢对手，
相持不下，拼死求胜，或者是劣势明显，
险象环生，命悬一线，艰苦卓绝，以弱胜
强，或者虽有优势，轻视敌人，不作筹
划。因此，我们尽力争取稳胜，尽量避
免险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孙子兵
法》的核心制胜观（部分），一言以蔽之：
追求胜利，应当力求全胜、先胜、稳胜和
真胜，力避力胜、后胜、险胜和假胜，提
高胜利的高明性（胜得妙）、备战性（胜
得实）、真实性（胜得真）、稳定性（胜得
稳）。（作者为西安理工大学孙子兵法研
究中心副主任、西安市制胜兵学研究院
院长）

《孙子兵法》制胜观择要简述
刘军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
次明确提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
神。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
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
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
斗。”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
涵，继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首要的是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坚定共产党人
的理想信念。

深刻理解共产党员理想
信念的内涵要义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
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
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理想是人生的
奋斗目标，信念是对理想的支持，是人
们为了实现理想而做出的情感选择。

《党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
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
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
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
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
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
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
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习近平总书
记说：“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
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习近
平总书记并且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
本。”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精辟地概
括和阐释了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
内涵。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
员实现人生价值的永恒动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全党
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
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

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不为任何风险
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
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
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就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
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
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讲话中又讲到：

“信念是本，作风是形，本正而形聚，本
不正则形必散。”“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
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

在“中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
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
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
利。”25000里的长征，平均每300米就
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有4万多名红军
战士牺牲在了长征途中。坚定的理想
信念是红军战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致胜法宝。今天，
时代变了，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永
远不能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永远不
能变。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不记得来
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在我们正朝着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的新长征路上，
仍然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
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从国
内看，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
大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从
国际看，西方反华势力颠覆我国意识形
态的企图一以贯之，目的就是使中国的
意识形态西方化。随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的推进，意识形态的斗争将会
日益复杂、更加激烈。面对复杂的国际
国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讲：“在新的长
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
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
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
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
争。”“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
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
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
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
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
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

学习修身，筑牢共产党
人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
出：“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说：“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
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
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
念的精神前提。”学习修身是共产党员
坚定理想信念的根本途径。

一是要从领袖和革命先辈的英雄
事迹中汲取营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
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
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
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在红军长征路上
的湘江战役中，年仅29岁的红34师师
长陈树湘腹部中弹不幸被捕，他从伤口
处掏出自己的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
牲。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
血”的铮铮誓言。1935 年 1 月，方志敏
烈士在一次战斗中被俘。被捕那天，两
个国民党士兵以为可以从这个共产党
大官身上捞点金银财宝，他们搜遍了方
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
没有一文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
和诱降，方志敏正气凛然，坚贞不屈。
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
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
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
啊！”就义时年仅36岁。叶挺将军在监
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

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
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到——人的躯
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
着，那一天——地下的烈火冲腾，把这
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
热血中得到永生。”夏明翰烈士就义前，
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就义诗》：“砍头不
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
后来人！”像他们一样，无数革命先辈的
英雄事迹，是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的营养
剂。传承红色基因，从领袖和革命先辈
的事迹中汲取营养，会更加坚定我们的
理想信念。

二是要从丧失理想信念的反面典
型中汲取教训。现实生活中，一些党
员、干部忘记了“初心”，背离了使命，丧
失了理想信念。在他们内心深处根本
就没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理想信念，更没有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中央纪委大型电视专
题片《天网追讨》剖析了辽宁省凤城市
委原书记王国强犯罪的心路历程。王
国强2012年4月出逃美国，是近十年来
第一个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的腐败犯
罪嫌疑人。王国强出逃到美国西雅图
后，他非常想见在波士顿读书的女儿一
面，但是由于担心被人发现，到美国几
个月以后才给女儿打了第一个电话。
王国强说：“姑娘就问我你为啥，咱家缺
钱吗？你跟我妈都是公务员，单位都不
错，你又是领导，缺钱吗？我没法回答
孩子，我觉得那一刻我不是父亲了，就
好像检察官来提审我一样，心里很痛。”
像王国强一样的许多贪官，他们不缺金
钱地位，缺失的正是理想信念。“天作
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赦”。我们就
是要从这些丧失理想信念受到应有惩
处腐败分子的反面教材中汲取教训，警
钟长鸣。

三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汲取坚定
理想信念的营养剂。人性不可考验，党
性需要锤炼。习近平总书记讲，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理想信念、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
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

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在为人民服务的
实践中不断自我修炼、自我改造。在向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征程中，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
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
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
不可的时候。信仰、信念、信心比任何
时候都重要。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
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更是党员领导
干部经受各种风险考验、行稳致远的精
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
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
一时的冲动，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不
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信仰作支
撑，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年轻干部要牢记，
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
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
斯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当
主持人问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是
什么时，他坚定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坚
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
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
担当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时刻把人民群
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夙
夜在公，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
苦、团结奋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离不开党章、党的理
想信念宗旨，始终离不开坚持和加强党
的领导，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离不开
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其内容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
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
的要求。要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
行，要经常对照、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
和思想言行，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
念，转化为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志气、
骨气、底气。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指
引我们的理想，坚定我们的信仰。（作者
为滨州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

筑牢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
吕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