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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传出击落F-15消息的是伊拉克
人。伊拉克空军于 1978年宣称，其所属
第39战斗机中队的米格-23MS战斗机在
伊拉克西部击落一架以色列空军的F-15
战斗机。多年来，伊拉克空军一直坚持这
个说法，但可惜从未给出过确凿证据。

到了 1982年，叙利亚传出越来越多
击伤或击落 F-15的消息，其中一次发生
在 1982 年 6月 9日，叙利亚空军一架米
格-21战斗机使用“蚜虫”导弹，将以色
列空军一架 F-15D击伤，后者坚持着飞
回以色列。另一次发生在一个月后，叙
利亚空军的 8架米格-21与以色列空军
4架 F-15展开混战。叙利亚方面承认，
己方有 4架战机被击落，但同时击落了
一架 F-15。这次空战发生在贝鲁特上
空，被地面上很多人亲眼目睹，黎巴嫩媒
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但以色列媒体
却三缄其口，叙利亚方面也未能拿出相
应证据证明F-15被击落。

10年后，F-15被击落的消息仍频频
传出，只不过胜利者从叙利亚人变成了
伊拉克人。据伊拉克媒体报道，1991年 1

月 4日，即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发起“沙漠
风暴”行动前13天，伊拉克空军在西部边
境地区拦截了以色列F-15编队，并在某
空军基地附近，将其中一架击落。从那以
后，伊拉克空军退役准将艾哈迈德·萨迪
克就对这个战例进行宣传，声称自己亲
自察看过F-15坠落现场。据他讲述，那
架被击落的 F-15与地面发生极其剧烈
的碰撞，机体破碎成难以想象的小块。
萨迪克还说，F-15残骸被送到巴格达的
伊拉克空军情报部门进行研究。但2003
年末，美军士兵洗劫了那个部门，能证明
F-15被击落的残骸遭到“毁尸灭迹”。

1991年 1月 30日，伊拉克空军再次
遭遇美国空军的 F-15。据称，当时双方
在空中形成了二打二的局面——两架米
格-25PDS对阵两架 F-15C。双方几乎
同时发射空空导弹，却无一命中，但一名
伊拉克飞行员声称他的导弹“至少让一架
F-15受了重伤”。导弹耗尽后，双方战机
同时选择了返航。伊拉克地面雷达站报
告称，发现一架F-15战斗机飞得越来越
慢，高度也越来越低。按飞行航迹计算，

很可能坠毁在沙特境内。于是，那位声称
击伤一架F-15的伊拉克飞行员被记上一
功。不久后，有来往于沙漠地带的贝都因
人向伊拉克政府报告，有人悄悄将一架
F-15的残骸掩埋在沙特北部某地，这更
坐实了伊拉克飞行员“击伤F-15并导致
其坠毁”的说法。可惜，这次的“击落”战
例仍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撑。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很在意F-15是否
在空战中被击落呢？首先，当然是为了国
家的面子。近30年来，F-15一直被美国空
军当成空中作战的急先锋，怎么能轻易败
在“老旧”的米格战斗机手里呢？其次，保
持“空战不败”纪录，还有助于把F-15战斗
机向全世界推销。它的外销宣传单上总有
这样一句话：“F-15得益于优良的性能，从
未在空战中被击落。”

不过有人认为，尽管叙利亚人和伊
拉克人宣称击落 F-15并没有证据支撑，
但正所谓空穴不来风，F-15的“不败金
身”或许早在 10年或 20年前就被打破，
但美国人出于某些利益考虑，把这个消
息牢牢地捂住了。

1月9日，两则噩耗同一天传来：

“两弹一星”功臣袁承业、中国气动弹性

专业奠基人管德两位院士辞世。

大师之大，既在于对民族、对国

家的贡献之巨大，更在于人格精神之

伟大。袁承业院士当年为了“两弹一

星”等国防任务的急切需要，毅然从

基础学科改行，投身核燃料萃取剂研

究，为国家战略核事业和原子能工业

作出重大贡献。管德院士一生致力

于气动弹性专业，默默守护中国战机

的飞行安全，一干就是几十年。两位

大师奋斗一生、为国一生的足迹，是

中国科学家无悔报国、以身许国、敬

业强国伟大精神的真实写照。

伟大精神，起源于对祖国的无限

热爱。经历过旧中国山河破碎的老

一辈中国科学家们，对民族独立、国

家富强的希冀和追求，是发自肺腑的

真实而迫切。正如物理学家彭桓武

所说：“我是中国人，回国不需要理

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新中国刚成

立，一大批优秀科学家义无反顾地回

到祖国。1999年，中国表彰的23位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21位

是冲破险阻回归祖国的功臣。号称

“一个人顶的上美军五个师”的钱学

森，被美国软禁5年之久，始终不改

报国初衷，回国后全力投身“两弹一

星”事业，把中国的航天发射和战略

投送技术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伟大精神，彰显于对祖国的无限

忠诚。当年，为了“两弹一星”事业，

一大批科学家，上不告父母、下不告

妻儿，隐姓埋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接到研制原子弹的调令时，毫不犹豫

回答“我愿以身许国”。核武器研制

开拓者邓稼先在戈壁滩奋战28年，

直到国家公开表彰“两弹一星”元勋

时，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而那时他

已去世整整13年。今天，依然有一

大批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干惊天动

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甘做科研战线

上的无名英雄。

伟大精神，升华于对祖国的无限

付出。中国老一辈科学家们，用自己

的一生来践行报国情怀，就算付出生

命也在所不惜。著名力学家郭永怀

在飞机失事时，与警卫员紧紧相拥保

住珍贵试验数据，身躯被烧成焦炭，

堪称中国科学家以身殉国最壮烈的

一幕！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的林俊德院士，一生聚力核事业，生

命最后一刻依然战斗不息。许多老

一辈创业者，临终前向组织提出的唯

一请求，就是把骨灰埋回自己曾经战

斗过的地方，一了当年“死在戈壁滩、

埋在青山头”的夙愿。今天，在“两弹

一星”基地的烈士陵园里，院士科学

家、开国将帅与普通官兵们葬在一

起，一如生前肩并肩、手挽手的战斗

场景，又如一座沉静的营盘，默默拱

卫着他们毕生守护的国家事业。

大师陨去、精神永存。在新时代

的强军路上，这些伟大精神犹如行军

征途上的熊熊火炬，照亮前进的道

路；犹如作战指挥的猎猎军旗，指引

进击的方向；犹如震撼沙场的声声号

角，奏响追梦的强音，激励鼓舞着我

们，朝着明天的星辰大海再出发。

以旧换新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为韩国军队配

备了当时先进的 88.9 毫米“超级巴祖
卡”火箭筒。但不久，美军又用老款的
60毫米“巴祖卡”火箭筒换走了韩军手
中的“超级巴祖卡”。为啥以旧换新
呢？主要还是因为韩军战斗力太差，其
“超级巴祖卡”经常被中朝两军缴获，然
后用来对付美军坦克。这样的事儿发
生得多了，用 60毫米“巴祖卡”换下来
“超级巴祖卡”，美军心里还能踏实些，
毕竟“巴祖卡”对美军坦克的威胁有
限。后来韩国军队作战素养提高后，美
军还是把“超级巴祖卡”还给了他们。

回收有奖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研制的“铁拳”

系列反坦克火箭，是战后多型反坦克火
箭的技术基础。“铁拳”是一次性发射武
器，不过，实际上其发射管是由无缝钢
管制成的，可以承受 10次发射，发射完
就得丢弃对于战争后期资源紧缺的纳
粹德国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浪费。1945
年 3月，德国陆军司令部后勤部门颁布
一道命令：回收可用发射管者，奖励香
烟三根。但在当时纳粹德国所处的战

况下，前线士兵显然顾不上为了三根香
烟冒死回收发射管。

用尾钩推飞机
越南战争期间，两架 F-4 战斗机

在轰炸北越重要目标时，其中一架被
高炮重伤，其高度、速度不断损失，但
在北越控制区上方跳伞，飞行员的命
运不是被俘便是死亡。为了脱离北
越猛烈的防空火力，重伤的 F-4 放下
尾钩，另一架 F-4 用风挡玻璃顶着其
尾钩推着其前行。这样做要小心控制
推力，推力稍大，尾钩就会击穿风挡直
接插进风挡后面飞行员的脑袋。而该
机风挡玻璃在不久后也出现裂痕，就
用风挡和雷达罩之间的一部分金属来
顶着尾钩。最后两架 F-4都坠毁在交
战区域，但4名飞行员都被救出。

（乌 沃）

用“借刀杀人”之计消灭敌人，既能

实现目的，又可以节省自己的力量，的

确是非常巧妙的谋略。从另一方面来

说，如果被敌人用此计来打败自己，还

没有机会与敌正面对抗就输掉战争。

学习研究谋略，既要研究用计策打击敌

人，更要防止别人把它用在自己的身

上，全面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用好此计，必须善于发现和利用敌

人内部、敌人与友军之间存在的矛盾。

从表面上看，所谓“借刀杀人”，是指借

用别人的力量除掉敌人，但从深层次

说，却是对各种力量间矛盾的发现和利

用，关键是要善于捕捉敌方内部矛盾以

及敌方与盟友的矛盾，想方设法使这些

矛盾扩大、激化，然后引起敌方自相争

斗，或引发敌方与盟友的争斗。郑桓公

之所以能够除去郐国的豪杰良臣，最根

本的原因是郐国的豪杰良臣对国君心

存不满，而郐国国君也对他们存在猜

疑，担心他们不利于自己。曹操之所以

能够利用孙权的力量除去关羽，是因为

蜀国与吴国表面结盟，实际上有着很深

的内在矛盾。利比亚战争中，美国让法

国和利比亚反对派冲在前面，替自己打

击卡扎菲，当然也是因为利比亚存在着

国际国内的深刻矛盾。社会矛盾是普

遍存在的。战争指导者要想“借刀杀

人”，就必须主动去发现、扩大、激化和

利用这些矛盾，从而能够借助别人的力

量，实现自己的目的。

防止敌人施用此计，必须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

线。要防止敌人“借刀杀我”，需要在平

时就做好充分的准备。战争活动中，总

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力量，也会有各种

各样的矛盾。但在一段时期之内，主要

进攻对象应当只有一个，对于其他可以

团结的力量，则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团

结，抓住主要矛盾，搁置次要矛盾。在

内部，应当修明政治，保持团结一致。

在外部，则应当求同存异，共同对付主

要敌人。试想，如果郐国君臣上下齐

心，郑桓公无法离间，是难以达成目的

的。如果关羽遵守诸葛亮“联吴抗曹”

的根本方针，主动与孙权方面修好，曹

操不可能有机可乘。卡扎菲之所以众

叛亲离，为美国所乘，根本原因是他执

政期间只顾自己和亲信的利益，未能照

顾好其他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时在国

际上四面出击，树敌太多。如果卡扎菲

能够更好地团结国内民众力量，在国际

上与更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场战争

的进程和结局肯定是不一样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运用和破解

计谋方面，中国军队有着丰富的历史经

验。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领导同志

强调巩固内外团结，建立最广泛的统一

战线，团结一切力量打击敌人，不断发

展壮大自己。更为重要的是，我军是在

维护战争正义性的基础上，团结可以团

结的力量，共同打击敌人，维护人民群

众利益，这与蒋介石借用别的力量达成

其私利有着本质不同。蒋介石多次妄

图借助地方军阀势力消灭共产党军队，

坐收渔翁之利。但毛泽东同志总是能

够识破其诡计，揭露蒋介石借刀杀人的

真实用意，分化瓦解和巧妙利用各种矛

盾，不仅在各种势力中间游刃有余，更

能反过来让国民党中央军屡受损失。

这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中国传统谋略思

想的运用做出有力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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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刀杀人”是“三十六

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第三

计。书中原典为“敌已明，友

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

以《损》推演”，意思是敌人的

情况已经明了，友方的态度

尚未确定，这就要想办法利

用友方的力量去消灭敌人，

自己不需要付出什么力量，

这是从易经中《损》卦推演出

的计策。

“借刀杀人”的战例之一，是郑桓
公挑动郐君杀良臣。西周末年，郑桓
公准备进攻邻近的郐国。郐国国君昏
庸，但国内却有很多豪强之士。如果
直接攻打郐国，这些人必定会带领民
众奋起反抗。郑桓公派人详细打听郐
国豪杰、良臣和明智果断的人士，列出
名单，公开张贴布告，说要将郐国上好
的田地赠送给他们，封给他们官爵。
还在外城门旁设立坛场，把有关记录

掩埋在下面，洒上鸡和猪的血来加以
祭祀，弄得像结盟似的。这样，郐国国
君认为这些人全被郑桓公收买，将要
与敌人里应外合，就按照名单杀了全
部良臣。等郐国豪强之士被除尽，郑
桓公马上攻打郐国，很快灭掉了它。

另一个案例是曹操借孙权之手除
去关羽。三国时期，蜀国刘备和诸葛
亮制定了“连吴抗曹”的战略。蜀将关
羽不听诸葛亮劝阻，从荆州起兵，进攻

魏国。起初，关羽进军非常顺利，势不
可挡，围住了魏地樊阳、樊城。曹操想
迁都避开，其谋士司马懿、蒋济献计，
建议利用蜀吴之间的矛盾，以及孙权
想要得到荆州，不想蜀国坐大的心理，
派人去说服孙权，答应割让江南土地
给孙权，让他出兵抄关羽后路。曹操
听从了此计，孙权派兵杀入荆州。在
两路夹击之下，关羽力不能敌，兵败麦
城被擒杀。

现代战争中，也有很多“借刀杀人”
的例子。“代理人战争”便是“借刀杀人”
新的应用。其中，发生在2011年的利比
亚战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利比亚石油资源丰富，战略位置
重要，长期为西方国家所重视。但利
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十分强硬，与西
方国家多有冲突。在阿富汗战争、伊
拉克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便下决心
要除掉卡扎菲。然而，国际上有很多
国家对美国的霸权行为十分不满，如
果美国又在利比亚亲自上阵，可能引
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消耗了美国国力，安全
形势并没有完全稳定。假若美军又在
新的战场泥足深陷，情况十分不利。

面对难题，美国祭出“代理人战
争”的大旗。长期以来，美国在利比亚
培植了一批反卡扎菲势力。在美国帮
助下，多支反政府武装建立起来。2月
16日，利比亚多个城市出现抗议活动，
要求政府下台，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发
生冲突。反对派趁势而起，一举控制
了利东部很多地区。

然而，反对派武装在政府军猛烈
打击下不断败退。美国认为，还是需
要西方国家直接进行武装干预，便鼓
动法国冲在最前面。法国距离利比亚
较近，经济联系紧密，和卡扎菲政府发
生过多次冲突。法国总统正在谋求连
任，急欲树立政绩，于是首先参战。接
着，美国又策动英国和其他国家参战，

美军则提供支援。
3月 19日，法国率先空袭利比亚，

此后西方国家对利比亚进行多轮空
袭，反对派趁势反击。表面上看，反对
派武装和法军出尽风头，实际上起主
导作用的仍是美国。10月 20日，卡扎
菲兵败被杀，战争结束。

战后，法国本以为自己功劳最大，
想将自己的力量渗透到利比亚。但美
国鼓动英国等国家加以牵制，让利比
亚反对派拒绝法国势力深入。此后，
利比亚反对派组建新政权，也无力控
制局面，不得不继续依赖美国援助。
美国借助利比亚内部势力和法国等国
家的力量，顺利除掉卡扎菲。“借刀杀
人”之计，运用得可谓是炉火纯青。

■刘忠杰 庞 永

伟大精神托举强国梦想
原 典

古代战例

现代战例

计谋分析

几十年来，它保持“不败”纪录，但人们对此质疑不断。请看——

F-15从未在空战中被击落？
■李学华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通

过视频，向全世界展示了

如何使用导弹击落一架正

开足马力逃走并狂扔曳光

弹的F-15战斗机。这是首

次有证据表明 F-15被击

落。按照美国空军和波音

公司的说法，在胡塞武装

之前，F-15战斗机曾击落

过104架敌机，自身却无一

损失，堪称“不可被击落的

神机”。然而，伴随美方的

吹嘘同时出现的，却是 F-

15一次又一次被击落的传

言。虽然那些传言均无法

证实，但 F-15的“不败金

身”早已受到外界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