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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训令后，

又前往中部战区陆军某师进行视察。参观师史

馆时，在反映该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激战松骨峰

情况的展板前，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了官兵英勇

顽强的战斗作风，指出：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官兵

战斗作风很顽强。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

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2018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的这些行动与

指示，蕴含着对我军在新时代继承发扬“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与过硬作风的殷切期

望，展示了统帅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

置的鲜明导向与坚定决心，也发出了全军在新时

代锻造过硬战斗力的行动号令。

松骨峰战斗是抗美援朝战争中“钢少气多”的

我军战胜“钢多气少”的世界头号强敌的生动缩影。

1950年11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

役打响后，我志愿军以两军精锐对西线之敌进行

双层迂回包围，迫使清川江以北的敌军纷纷南

逃。在志愿军英勇顽强的阻击下，西线联合国军

的南逃之敌与北上援敌虽只相隔1千米，彼此都

能望见对方的军旗，却始终跨不过三所里、龙源

里和松骨峰，最终被我志愿军分割歼灭。

1950年11月30日拂晓，松骨峰战斗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打响的。坚守松骨峰的志愿军某

军第335团1营3连的勇士们，凭借数量不多的迫

击炮与机枪，以及手中的步枪和刺刀，打退了敌

人一轮又一轮进攻。激战8小时后，志愿军战士

们的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枪托砸，用石头、用牙

齿和敌人拼！有的战士身上被汽油弹打着了，就

把枪一摔，带着火扑向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

松骨峰战斗结束后，3连只有7人生还。他们

的牺牲为我军主力部队聚歼敌人赢得了宝贵时间，

也将那铮铮军魂深深刻在我军的光辉历史上。

重温松骨峰战斗，蕴含着统帅在新时代把我

军一以贯之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磨砺得更坚硬的殷切期望。战斗精神是军队的

“精气神”，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抗美援朝战

争中，像松骨峰战斗这样的激战比比皆是。松骨

峰战斗的胜利，是我军英勇顽强战斗精神的胜

利。战斗中，不管敌军火力多么猛烈，我3连官兵

始终保持饱满的战斗热情，只要一息尚存，就绝

不放弃阵地。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壮烈，使松骨

峰像钢钉一样，把敌军牢牢钉死在阵地前。也正

是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和敢于

同强敌“亮剑”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中国人民志

愿军在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均远逊于美军的条

件下，最终将之赶回“三八线”，并迫使其签署停

战协定, 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于我军战斗精神的培育高度重视，反复强

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千万不能丢”。习近平主席重温松骨峰战

斗，既是对我军战无不胜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也是对全军的殷切期望，要求在强军征程迈进新

时代、大力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全军要

牢固树立勇于战胜困难、勇于超越对手、敢于同

强敌较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战斗风骨磨砺

得更坚硬，把我军锻造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重温松骨峰战斗，充分展示了统帅把军事训

练摆在战略位置的鲜明导向与坚定决心。军事

训练是未来作战的预演，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

基本途径，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军事斗争准

备。新中国成立前，我军没有条件进行系统正规

的军事训练，只能利用作战间隙，展开实战化军

事训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战中锻造提升

战斗力，就成为我军战斗力建设的宝贵经验与有

效途径。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对人民军队在长达

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战斗力建设成果的一

大考验。考验的结果，是人民军队通过长期实战

化训练，具备了同强敌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

本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我军之所以

能取得空前胜利，与每个军、每个师、每个团再到

每个连都能独立、出色完成战斗任务密切相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军事训练的指示

精神，各级指战员战备观念日益牢固，实战化水

平显著提升。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即向全军发

布开训动员训令，接着又深入部队视察，详细了

解装备战技性能，认真观看基层连队军事训练；

在重温松骨峰战斗时，又强调气要更多、骨头要

更硬，这些行动与指示，充分展示了统帅把军事

训练摆在战略位置的鲜明导向与坚定决心，极大

激发了全军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锻造精兵劲旅

的积极性，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战略支撑。

重温松骨峰战斗，是统帅对我军加强新时代练

兵备战，锻造能打仗、打胜仗过硬战斗力的行动号

令。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我军各级指战员运用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败强敌的胜利，也是我军各

部队具备能打仗、打胜仗过硬战斗力的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提升我军战斗力的问题始终高度关注，决

策部署与实施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有效破解

了长期以来制约我军战斗力提升的深层次矛盾与

问题，为我军全面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

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提供了体制机制支撑。

2018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发布开训动员

训令，重温松骨峰战斗，这是统帅对我军加强新

时代练兵备战，锻造能打仗、打胜仗过硬战斗力

发出的行动号令。新时代革命军人应闻令而动，

力争把松骨峰的骨头磨砺得更加坚硬，这既是对

先烈的告慰，也是军人的职责与使命所在。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假新闻发
起“战争”，称要出台一项新法律，用来
打击虚假新闻。二战中，英国却对炮制
假新闻情有独钟，这些假新闻还给英国
帮了大忙。这是怎么回事呢？

百万富翁临危受命
1940 年春，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

没有来自美国的帮助，英国对抗希特勒
会非常吃力。与此同时，丘吉尔还知
道，超过 80%的美国人反对美国政府卷
入欧洲大陆的战事，甚至都不愿意向英
国运送弹药、武器等战争物资。丘吉尔
决定，要在大洋彼岸赢得针对美国公众
的宣传战。

在丘吉尔看来，执行“美国宣传战”
最合适的人选是 43岁的加拿大百万富
翁威廉姆·史蒂芬斯。史蒂芬斯先生高
中还没毕业就加入英国皇家航空兵团，
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 12个击落战
绩跻身“王牌飞行员”行列。

战争结束后，回到加拿大的史蒂芬
斯投身实业，很快便赚得百万身家，并
且交游广泛，成为横跨英、美两国军、
政、商三界的明星人物，与媒体的关系
尤为良好。此外，史蒂芬斯还是个“热
血中年”，二战爆发时，他曾面见丘吉

尔，请求后者同意他前往柏林刺杀希特
勒。丘吉尔拒绝了这位自告奋勇的朋
友，不过给他起了个“无畏”的代号，派
他到美国去争取民意。

史蒂芬斯以军情 6处驻美国联络官
的身份来到华盛顿，在白宫见到了罗斯
福总统，然后来到曼哈顿，在第五大道
的洛克菲勒中心第 36层租用了一间屋
子，以“英国护照控制办公室”的名义，
开始筹建庞大的宣传网。

“造假”以争取人心
那个年代还没有“假新闻”这一说

法，但史蒂芬斯却在不折不扣地制造假
新闻，并试图用这些假新闻争取美国民
众对英国的同情与支持。

这些假新闻的发源地，通常是“英
国护照控制办公室”下属的“英国信息
服务中心”。该中心暗中资助了一家名
为“海外新闻社”的犹太媒体，授意他们
大量炮制希特勒和法西斯的负面新闻，
再交给美国新泽西电台播出。接下来，
其他美国报纸和电台会给这些假新闻
贴上“可靠消息”的标签加以转发，大量
指责法西斯残忍的假新闻因此在美国
全国各地出现，公众对希特勒的愤怒之
情与日俱增。

史蒂芬斯的助手之一、战后成为广
告奇才的戴维·奥吉尔维还趁热打铁，
精心组织实施了几次很有倾向性的民
意调查，让美国民众确信，他们对英国
的支持率正在以远远高出实际的速度
飞速上涨。另外，奥吉尔维还把目光瞄
准美国的孤立主义分子，只要他们有集
会，现场就会有或大或小的“打斗”或

“骚乱”出现，事后的报道则把更多篇幅
集中在这些“不和谐因素”上，弄得美国
公众越来越讨厌这些孤立主义分子。

罗斯福心知肚明
史蒂芬斯和其手下炮制的“假新

闻”有两条最为著名。其一是在美国各
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消息，称英国人
发明了一种新型超级炸药，可填充在深
水炸弹里对付德国潜艇，一炸一个准
儿。没人怀疑这则消息的准确性，甚至
连德国情报机构都被惊动了，大家对德
国潜艇的惧怕心理因此大大减弱。

另外一个是授意手下特工炮制出
一份“从南美某国使馆偷出来的地图”，
显示纳粹有意占领并分割南美洲。罗
斯福总统以这份地图为依据，在 1941年
5月底的一次讲话中，谴责希特勒“阴谋
占领整个西方世界”，要求全体美国人
民警惕起来。
“英国护照控制办公室”在美国的

频繁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有心人士
的注意。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就多
次向罗斯福总统汇报，称“英国人正以
秘密方式在美国从事情报活动”，“很
可能对美国外交形成不利影响”。罗
斯福听后不动声色，只是淡淡地告诉
他：“不要管闲事，他们的存在我知道，
我不反对。”

有史学家认为，史蒂芬斯和他的
“美国宣传战”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
民众能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内转变态度，
心甘情愿站在英国人身后，离不开史蒂
芬斯及其助手的宣传。于是，二战中，
英国成为假新闻的受益者。

公元前353年，齐国以田忌为主帅，
孙膑为军师，出兵援救遭魏国军队进攻
的赵国。田忌认为，应与魏军决战以解
邯郸之围。而孙膑则认为，要解除邯郸
之围，最好的办法就是趁魏国国内兵力
空虚，突袭其都城大梁，魏军必然回撤。
齐军直扑大梁，魏军得知后，马上回援。
齐军在魏军必经之地桂陵伏击魏军，不
仅击溃魏军，还活捉其主帅庞涓。

这一战例即为“三十六计”中“围魏
救赵”的典故。“围魏救赵”后多指在军
事斗争中，指挥员通过逆向思维的方
式，透过战局的表面现象，寻找敌人守
备空虚的要害部位加以攻击，从而达到
一击制敌的效果。

1982 年的马岛战争中，英军指挥
员认为，马岛虽距阿根廷较近，但属于
孤立在本土之外的岛屿，倘若失去来自
本土的支援补给，必将大大削弱其抵抗
力量。因此，自英军特混舰队进入马岛
附近海域，英军就展开了封锁行动，彻
底切断马岛阿军与本土的联系。到 5
月 20日，英军基本夺取了整个战区的
制空权、制海权，驻马岛阿军得不到任
何来自本土的物资补给，马岛最终被英
军占领。阿根廷方面也意识到后勤补
给是英军特混编队的致命要害，但受限
于进攻时机、兵力部署等因素，阿军一
直未能有效切断英军的后勤补给线。

齐军“围”大梁解邯郸之围；英军
“围”阿军补给线，最终拖垮马岛阿根廷
守军。虽然两场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
相隔甚远，但获胜一方的指挥员都选取
了敌方薄弱要害部位进行攻击，充分体
现了“围魏救赵”这一计谋的精髓，即避
实击虚。在两场战争中，齐军和英军都
把握住了战场上“虚”和“实”的辩证关
系。这里的“虚”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
是敌人守备薄弱之处，二是敌人的要害
之处。虚弱而非要害，打了敌人也不
来，就无法实现战略目的；要害但不虚
弱，打了未必有好的效果，反而于己不
利。从决策过程和战术行动上看，齐军
和英军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科学缜密的分析，确定诱敌回援策
略。孙膑认为，魏国为拿下赵国都城邯
郸，势必倾全国之力，出动几乎所有精兵
强将。而围攻邯郸已超一年，魏军兵力、
粮草损耗巨大，魏国国内守备空虚、兵力
薄弱。魏都大梁，不仅是魏军的战略决

策中心，更是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此
外，魏军士兵大部分来自大梁附近，一旦
自己家乡受到威胁，魏军军心必定动摇，
挥师回援。这样，就能解除邯郸之围，也
为齐军伏击魏军创造了机会。

故意示弱与消耗对手相结合，是齐
军击溃魏军的重要手段。在齐魏两军
对垒的第一回合，孙膑嘱咐田忌故意在
平陵输给庞涓，而后采取“轻车西驰梁
郊，以怒其气”和“分卒而从之，示之寡”
的方法，进一步向魏军展示齐军的“无
知”和“弱小”。魏军主帅庞涓看到齐军
不仅战斗力弱，而且到处分兵，势单力
薄，便无所顾忌，昼夜兼程追击，最终陷
入齐军在桂陵设置的伏击圈。在齐军
的引诱下，以步卒为主的魏军来回长途
机动数百里，疲惫不堪。在较长的战线
和较大的作战区域内，齐军始终能够把
握主动、调动对手，在运动中保存自己、
削弱对手，同时寻找决战时机，为最终
击溃魏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千多年后的马岛战争，英军则是
通过快速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兵力部署，
扼住了马岛阿军的“咽喉”——后勤补
给，这成为其夺取马岛的关键。

针对危机形势，确定封锁战略。由
于英军后勤补给线较长，长期作战有诸
多不利，因此英国战时内阁决心采取封
锁作战，一来切断对手补给线和支援，
二来保护己方补给线。同时，将进行封
锁作战的区域严格控制在马岛海域，绝
不威胁阿根廷本土、领空和领海，并对
是否攻击进入封锁区域的阿军舰艇进
行严格审批。虽然英军并未如当年齐
军那样对敌方本土进行攻击，但补给线
之于阿军与都城大梁之于魏军，都是其
薄弱环节和要害之处，显示出当时英国
政府的战略意识，驾驭全局的能力，以
及在具体手段上的灵活。

多种手段并举，实现夺岛目的。从
“围魏救赵”之计本身来讲，“围魏”是手
段，“救赵”才是目的。而在马岛战争
中，英军对马岛补给线的封锁围困也只
是手段，夺取马岛才是最终目的。英军
深知己方远程作战，假如单纯地进行抢
滩登陆，即使能够成功，也很可能损失
惨重。因此，把封锁后勤补给线作为夺
岛的“助推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削弱守岛阿军实力。此外，在进行海空
封锁的同时，不断攻击马岛上的重要目
标，消耗守岛阿军，打击其抵抗意志，为
最终夺岛准备条件。

兵力兵器有机结合，形成稳固封锁
体系。海上封锁作战的效果，不仅取决
于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更重要的是
要实现兵力兵器的合理组合和运用。
英军在水面舰艇和潜艇方面占有优势，
但作战飞机数量远不及阿空军。在“谢
菲尔德”号驱逐舰被击沉后，英军收缩
封锁圈，保护特混舰队力量。在整个封
锁体系中，航母是关键。因此，舰载战
斗机为舰队提供空中保护，掌握制空
权，并在作战过程中始终待在舰空导弹
的射程之内，相互策应支援。而英军 4
艘核潜艇全部部署在阿根廷本土和马
岛之间，在阻断阿军运输舰队的同时，
牵制阿海军主力，使其与马岛主战场隔
离，不能对英军特混编队造成实质性威
胁，确保封锁体系牢不可破。

坏运气、好运气
1940年 11月 11日，英军派出“剑鱼”

舰载双翼攻击机空袭意大利海军塔兰托
军港，重创意大利海军。空袭前，坏运气
一直笼罩着英军。先是火灾烧毁了数架
攻击机，而后原计划出击的两艘航母中
的一艘因故障无法执行任务。英军只剩
一艘航母和 21架攻击机执行这次艰巨
的任务。不过，意大利军队却主动帮英
军找回了好运气。空袭前，风暴吹跑了
塔兰托港上空 90个防空气球中的 60个，
意军不仅没有补充，反倒加大剩余 30个
气球的间距，其空间足够英军攻击机穿
梭。而在空袭当天，为了演习，意军还拆
除了舰艇周围的防鱼雷网，之后也没有
安装回去。这都为英军攻击机机群顺利
发起攻击创造了便利条件。

海滩拾荒者
冷战时期，美国人不仅借助高空侦

察机和侦察卫星窥探苏联的秘密，也做
了一些“脚踏实地”的情报搜集工作。
如 1953 年~1957 年，美军情报人员就漫

步在阿拉斯加州的海岸线上，寻找那些
从苏联被海浪冲过来的五花八门的东
西，美军还为这一任务起了一个“海滩
拾荒者行动”的名字。不过，在这 4年的
夏天中，美军情报人员除了捡到一些价
值并不大的东西外，再就是捡到装有写
着粗鲁俄语的漂流瓶。整个行动最后
无疾而终。

单机空袭柏林
二战期间，第一次轰炸纳粹德国首

都柏林的，是当时兵败如山倒的法国。
1940 年 6月 7日，法军一架名为“儒勒·
凡尔纳”号的过时运输机，经过改装挂
上了炸弹，轰炸了柏林附近的西门子工
厂。为避免被德军发现，“儒勒·凡尔
纳”号保持低空飞行，在抵达柏林郊区
上空时，还装作要在郊区机场降落的样
子欺骗德军，最后顺利抵达西门子工厂
上空投下了炸弹，然后全身而退。当时
气焰嚣张的纳粹德国，也只得隐瞒首都
遭轰炸的事实，对外宣传这只是一次空
袭演练。后因抵抗组织担心“儒勒·凡
尔纳”号落入敌手，该机被烧毁。

叠罗汉的轰炸机
1944 年，美国陆军航空队第 100 轰

炸机大队的两架 B-17 轰炸机——“小
船长”和“九条命”被德军高射炮击中
后，发生撞击，叠在了一起。两架轰炸
机的共 8台发动机同时运转，继续向德
国空域飞行，而且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
的操纵。当飞临德国上空时，德军高炮
部队还以为这一有着 8台发动机的“连
体轰炸机”是美军的新型轰炸机，或是
某种神秘机型。最后两架轰炸机一起
坠毁在德国北部。在坠毁时，上面的
“小船长”在冲击力作用下被抛回空中，
下面的“九条命”被砸得粉碎，其左翼砸
平了德军司令部的一栋大楼。

（刘忠杰 庞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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