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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外媒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
研究计划局开展了一个新项目，旨在开
发新的侦察探测手段，感知在地下作战
部队动态。可见，地道战虽然是一种早
已有之的作战形式，但至今仍能发挥作
用。历史上，地道战是中国人民抵抗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手段，曾给日本
侵略者造成重大打击。而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也打过地道战。

一战前，坑道战是要塞战和围攻战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战期间，坑道
战甚至在野战军实施的阵地战中也能发
挥作用。在阵地战中开展坑道战的基本
条件与步兵、炮兵实施的战术行动密不
可分。坑道战只有在地面进攻具有战术
意义时才能取得所需要的结果。而如果
仅仅为了攻占某一地点而开展坑道战，
经常会得不偿失。

战前，参战国家都没有做好实施
大规模坑道战的准备，但战局发展使
得他们都不得不重视起来。法国军队
是一战中较早进入阵地战状态的，他
们面临的地形崎岖不平，因此敌对双
方开始大打坑道战。当时交战双方都
研制了电动、气动等先进的机械挖掘
器材，而且运用所谓的地音探测器、地
震麦克风、坑道探测器等专用设备，用
来捕捉地下微小的声音，以粉碎敌人

的坑道作战。
到 1916年，光是英国人就组建了 32

个特种坑道（隧道）连，总人数达到 2.5万
人，相当于一个步兵军，人员全部由矿工
组成。他们不仅修建矿井、隧道和交通
线，还建造假的地下工事迷惑敌人。

在 1916年 7月 1日爆发的索姆河战
役中，5个隧道连投入行动。为摧毁德
军阵地，英军共开凿了 9个威力巨大的

炸药洞，可以盛放近 79吨炸药；为步兵
修建了 12条地下交通隧道，从预备阵地
一直修到战壕处。还安装了小型发电装
置，提供电力照明。坑道连还建造了非
常宽敞的地下掩蔽所供部队居住。这些
地下掩蔽所为部队提供了一个安全且干
燥的地方等待进攻发起。最重要的是，
部队在这里可以躲避敌方火炮打击。

英法联军在索姆河战役中，得出

一条血的教训，即跟装备精良、战术多
变的德国步兵师硬碰硬无异于大规模
自杀。因此他们变更了作战策略，在
法国北部的阿拉斯战役中改用坑道战
术。1917 年 4 月 9日，英法联军和德国
军队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阿拉斯地道
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
的地道作战，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经
典战役。战斗过程中，英法联军在阿
拉斯地下埋伏了整整 2.5 万名士兵，最
后以 1000 多人的微小伤亡击溃德军，
取得战役胜利，成功将战线向前推进
了 10多千米。

战前，联军指挥部决定利用阿拉斯
市附近的白垩山洞安置部队。坑道部
队仅用 3个月时间便在阿拉斯地下挖出
了庞大的地道网络。整个地道网络由
两个“大迷宫”组成，每个长约 20千米，
能容纳 2.5万名士兵。地道能够让两支
部队自由穿行，最宽的地方甚至可以铺
设铁路。挖掘工程结束后，又在其中建
立起餐厅、教堂、加油站等附属设施以
及一座设备齐全的战地医院。所有这
些努力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如英军
有次在某一战线上进攻不利，为了恢复
态势需要对一线部队进行补充。这时 2
个营的部队通过地下坑道跃出地面，向
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扭转了战局。

恶意抹黑英烈、“缅怀民国时

代”，抗日歌曲《黄河大合唱》频遭恶

搞……一段时间，历史虚无主义的

思潮在国内死灰复燃，“发明”历史、

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成了某些

“公知”、大V秀下限、博眼球的“吸

粉”手段。历史离卖点越来越近，距

史实却越来越远。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

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

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对中

华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艰难

困苦、艰辛探索的奋斗轨迹，无论是

基于史实还是发自情感，学习、研究、

解读这段历史，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

有最起码的尊重和良心。

忠于史实方能承载民族记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铭记过去、启

迪未来。现在的某些人羡慕旧中国

的所谓“民国范”，在享受着革命成

果的同时鼓吹“告别革命”，只能说

明其根本不了解旧中国的黑暗和残

忍。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革命、选

择中国共产党，不是历史的阴差阳

错，而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最佳

选择。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

人民不革命，就翻不了身、国家就没

有出路。毛泽东同志在接受外国记

者采访时回忆，“我是一个知识分

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

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

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

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

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

打游击”。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用鲜血和奋斗拼来

的。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有300万

名党员，但全国有名可查的共产党

员烈士就有370万人，很多丹心碧血

的共产党员没有等到五星红旗升起

的一天。

匡正价值方能培塑社会良知。

历史是最好的照妖镜，映衬美丑、照

出善恶。无论处于何时何地，大是

大非不容混淆。去年“身着二战日

本军服在四行仓库拍照”事件之所

以激起全民极大愤慨，就是因为拿

无知当有趣、拿无耻当卖点，触碰了

历史底线。80年前，6周之久的南京

大屠杀，30万同胞倒在侵略者的屠

刀下，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黑暗的

一页，更是中华民族久久难愈的记

忆伤痕。法西斯的累累罪行，世界

早有公论。但就在不久前，我国台

湾地区竟然出现了打纳粹旗帜、怀

念日本殖民主义时代、宣称慰安妇

系自愿的奇葩言论，既暴露了岛内

历史教育的缺位，更让那些当年抵

抗日本侵略而牺牲的台湾英烈们骨

寒地下。

守护英雄方能捍卫精神旗帜。

历史是最好的英雄志，激扬崇高、昭

示后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

雄，每一位英雄都应成为本民族不

老的传说。一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和

价值缺失往往从歪曲本民族历史和

贬低丑化英雄开始。获得“苏联英

雄”称号的二战女英雄卓娅是几代

苏联人民的榜样。然而在西方歪曲

苏联历史的思潮推动下，一些苏联

文人竟公然污蔑卓娅的英雄事迹。

最后，连革命导师列宁，也受到歪曲

事实的恶毒攻击。

在目前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

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保持警惕，反

对一切歪曲历史、恶搞历史的行

为。加强历史教育，建立法律法规，

严格管理，让那些肆意歪曲历史的

人，得到严惩，受到震慑，捍卫我们

的英雄，捍卫我们的历史。浩然青

史，不容成灰。

此计要义在于对时机
的精准把握。兵书认为，此
计运用通常分三种情况：
“敌害在内，则劫其地；敌害
在外，则劫其民；内外交害，
则劫其国。”意思是说，当
敌方有内忧时，就趁机占领
其领土；当敌方被外患侵袭
时，就去争夺其百姓；当敌
方陷入内忧外患时，就趁机
兼并它的国家。

现代战例

《孙子兵法·计篇》指出：“利而诱

之，乱而取之。”上述三例都是利用敌方

陷入内外交困的不利时机，以强大实力

为后盾来达成既定目标，而核心要义是

“以利促乱、乱中取利”。

勾践以财色迷惑夫差，进而灭之，

是“以小利得大利”；曹操先与袁谭结盟

来联合攻击袁尚、再以“负约背盟”为名

将其除掉，是“以微利得实利”；苏联趁

乱 入 侵 阿 富 汗 ，则 是“ 以 武 力 得 虚

利”——由于美国强力支持阿富汗抵抗

运动而使侵阿苏军遭受不可承受之重，

苏联最终不得不黯然撤兵，落了个失败

的下场。可见，“趁火打劫”之计要取得

成功，不仅要精准把握“火候”，还要确

保取得“实利”，否则不仅劳而无功，甚

至引火烧身，反受其害。

以上是“趁火打劫”之计在战略上

的运用，它在现代战争中的运用则体现

为《孙子兵法·谋攻》中所说的“出其不

意，攻其不备”和“乱军取胜”，即利用敌

方疏于防范之际达成战争突然性，并在

战争期间利用敌方漏洞或弱点发起突

袭，进而逆转战局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如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

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在犹太人赎罪日当

天，对以军发起突袭，取得战术性成

功。但随着战局发展，以色列不仅成功

逆转形势，还趁乱对敌后方实施奇袭，

分头击败埃、叙两军，使此次战争成为

二战后反败为胜的经典案例。

以军之所以能够反败为胜，主要原

因是以色列军事实力超过了埃叙两国，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也占领了

阿拉伯国家的部分领土，扩大了战略纵

深。当然，以军获胜也与以色列高效完

备的国防动员体制、美国近乎无条件的

军事援助以及以军指挥体制的高效和

军人素质是分不开的。

而在战场上，以军战法不循常规，

大胆奇袭，是其得以“乱军取胜”的能力

保证。埃叙两军在战争初期一度占据

有利态势，但以军并未因初战受挫而陷

于被动，而是迅速调整作战部署，对敌

薄弱处发起猛烈打击，并在敌后进行大

范围穿插作战。不仅给埃军造成重大

伤亡，还包围了埃军第3军团，迫使埃及

签署停战协议。

最后，阿拉伯国家作战目标有限与

埃叙联军实力有限，是造成战局逆转的

必然因素。埃叙两国发起第四次中东战

争，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当时“不战不和”

的局面；另一方面，是想借战争收复被以

色列占领的领土。因此，埃军在强渡运

河成功后不久，就主动转入防御，客观上

为以军反攻并逆转战局提供了条件。而

且埃、叙两军的作战能力也落后于以军。

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可以看出，阿拉

伯国家和以色列均运用了“趁火打劫”

之计，但在两个方面存在显著不同。

一是运用时机不同。在国际环境

方面，埃、叙利用了阿拉伯国家空前团

结、西方国家陷入能源危机的有利局

面。在时机选择上，阿拉伯国家利用赎

罪日开战，达成战略突然性，并取得一

定程度的胜利，也部分实现了战争目

的。以军对时机的把握，主要体现为利

用埃军两个军团之间的结合部，实施大

胆穿插，最终逆转战局。

二是运用效果不同。尽管阿拉伯

国家初战告捷，但由于战争目标和作战

手段有限而缺乏后续行动，而以色列应

对得当并趁势发起反击，最终逆转战

局。可见，埃、叙虽在此次战争中趁犹

太人疏于防范之“火”，打了以军麻痹大

意之“劫”，但却“引火烧身”，落了个“歼

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结局。

概而言之，“趁火打劫”计谋的成功

运用得益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时

机、实力和谋略。前两个是客观前提，

后一个是主观能动性。仅有时机而无

实力，只能望“火”兴叹；仅有客观条件

而不加以利用，则会错失“火候”；仅凭

实力固然也能取得成效，但如能出其不

意、攻其不备，则能使“打劫”效果最大

化。特别是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上，

如果能够抓着敌方弱点、困境或薄弱环

节，果断采取有力行动，可一举逆转战

局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

说，“趁火打劫”之计是对“穷寇勿追”思

维的反向运用，可谓是“宜将盛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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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火打劫”在《三十六

计》中的原文是：“敌之害大，

就势取利，刚决柔也。”意指

当敌方陷入困境或出现严重

危机之时，要趁机进攻以夺

取胜利，这是一种强者利用

优势、抓住战机制服弱敌的

计谋。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败给吴国
后卧薪尝胆，佯装臣服，年年向吴国
进献财宝、美女麻痹吴王夫差，同时
暗中积蓄力量。公元前 473年，吴国
发生天灾，粮食颗粒无收，民怨沸
腾，但吴王夫差仍醉心于霸业并北
上中原与诸侯会盟黄池。越国趁机
进兵，一举灭亡吴国。

三国时期，曹操利用此计平定河
北。官渡战败后，袁绍抑郁而死，但

其两个儿子仍有一定实力。曹操先
进攻袁绍长子袁谭，袁谭抵挡不住而
投靠其弟袁尚。袁氏兄弟合兵死守
冀州，曹操久攻不下。但不久，袁氏
兄弟因争夺继承权而发生内讧，袁谭
大败，不得不向曹操求救。曹操联合
袁谭打败袁尚，次年又以“负约背盟”
为由剪灭袁谭势力，袁氏集团被全部
消灭，自此河北落入曹操之手，为后
来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苏联为
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一直伺机占领
阿富汗以打开南下印度洋的通道。
时值阿富汗国内军阀混战，政变频
仍，社会动荡。1978年，苏联支持塔
拉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达乌德政
权。1979年，阿明再度发动政变，推

翻塔拉基政权。阿明上台后，意欲摆
脱苏联控制并向美国靠拢。为此，苏
联利用阿富汗政局混乱以及美国陷
入伊朗人质危机而无暇他顾之际，于
1979 年 12月突然入侵阿富汗，以武
力推翻了阿明政权并将其击毙，成立
了受莫斯科控制的傀儡政权。

原 典

古代战例

计谋分析

用计要义

同样也是在诺门罕战役中，伪满
洲国的兴安警备军旗下的兴安骑兵
师，武器配备仅次于日本正规军，在伪
满洲国也属于拥有第一流装备的师。
但该师从师长、参谋长，到团、连甚至
是排级军官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基层
士兵为蒙古族士兵。而且在前线物资
紧缺的情况下，日本军官可以得到双
份食品，而蒙古族士兵什么也得不
到。所以一打起仗来，兴安骑兵师
3000余人只剩下不到300人，其中1000
多人是逃跑的，反正也吃不上，索性逃
跑好了，不仅保命而且还能混个肚

饱。就那剩下的不到300人，后来也三
三两两的逃跑，最后整个师还剩下 31
个人仍在坚持，除去30个日本人外，剩
下的那一个是蒙古族人，还是从小在
日本长大的，早自认为是日本人了。

（乌 沃）

一战期间也打过地道战

■薛宏志

浩然青史 不容成灰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海军为了节
省油料，要求其 A-1“天袭者”攻击机
不得在挂弹数不到一半时出击。在弹
药供应不充足的情况下，某名飞行员
突发奇想，将航空母舰上一个报废的
陶瓷马桶挂在了飞机上，凑足挂载数
以出击。起飞时，为了不让舰桥上的
舰长和联队长看到，地勤维护人员故

意站在马桶前，挡住舰长和联队长的
视线。抵达战区时，飞行员要向盘旋
在战区上空的前进空中管制员汇报所
挂载的武器，当前进空中管制员听说
这架飞机挂了一个马桶时，还专门飞
到附近围观该机投放马桶。不过，马
桶重量太轻，在投放时差点与A-1“天
袭者”载机相撞。

马桶当炸弹

在 1939年的苏日诺门罕战役中，
日军两个联队在小松原道太郎的率
领下偷渡哈勒哈欣河，偷袭巴英查
岗。不过苏蒙军早有准备，派出大量
步兵部队、坦克、装甲车辆，在空军战
机的配合下向偷袭日军发起反击。

在苏蒙军地面部队和空军的联
合打击下，偷袭日军损失惨重，控制
的阵地逐渐被苏军夺回。前线日军
实在支持不住，正准备通过浮桥逃跑

时，浮桥却在他们面前炸的粉碎。原
来小松原道太郎率司令部逃回河对
岸后，吓破了胆，竟不顾河对岸的数
千部队，命令工兵炸毁浮桥。这使得
数千日军陷入困境之中。在有利形
势下，苏军不仅继续打击日军，还派
出一架名为 I-16P的战斗轰炸机实验
机拿日军做实验品，进行实战实验，
据说实验效果很好。而受困的数千
日军最终全军覆没。

主动送来的实验品

保命混饱饭

■闻 敏

阿拉斯市地下一战时的地道被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