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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攻势，回击“扫荡”

面对日益严峻的作战形势，苏中根
据地在粟裕的领导下，展开了扩军备战
运动，在保持 2.7万余人兵力的前提下，
苏中各县又相继成立独立团或警卫
团。同时，为进一步缩小敌占区范围，
扩大根据地影响力，粟裕决定利用我军
淮南“反扫荡”的重要时机，展开苏中军
区的春季攻势，以求最大限度歼敌，确
保指挥机关驻地稳定。

从 1945 年 2 月 20 日开始，粟裕指
挥苏中新四军第 1 团、第 2 团、江都独
立团、兴化独立团等部攻克敌人“水上
坚城”沙沟、崔垛及临泽、王营、中堡等
据点，歼灭大量伪军，给予由高邮、宝
应地区出动“扫荡”我根据地的敌西桓
大队侧后以有力的打击。这一系列战
斗成果辉煌，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沙
沟攻坚战。

沙沟攻坚，拔除“钉子”
沙沟是淮安、宝应、盐城和兴化之

间的一个重要市镇，位于方圆二十余里

的沙沟湖中央，为一个湖心岛，地形十
分险要。沙沟湖湖水清澈如镜，两岸芦
苇丛生，是个藕壮菱香、鱼美蟹肥的好
地方。敌伪盘踞于此后，在沙沟镇四周
筑起一道环镇长堤，堤上碉堡林立，镇
内地堡成群，碉堡里的敌人可以用火力
封锁附近湖面。守备沙沟的伪军指挥
官为敌伪 22师刘湘图部的兴、盐、高、宝
绥靖总指挥杨俊石，所属兵力为和平军
及徐仁清的扩充队及刘湘图 22师的一
个工兵连（俗称“钢盔连”）。杨俊石率
领这约一个团的兵力，凭借湖荡和坚固
工事固守顽抗，不断骚扰根据地。他们
拦截渔船，劫掠客商，奸淫烧杀，无恶不
作，弄得沿湖四乡的老百姓日夜不宁，
成为插在苏北根据地里的一颗“钉
子”。为了更好开展抗日根据地工作，
粟裕决定由新四军第 1师第 1团拔掉这
颗“钉子”。为配合沙沟顺利解放，粟裕
又命令第 2团攻击崔垛，并阻击兴化来
援之敌。

1945年 2月 22日晚，夜色昏暗，西北
风呼啸。一团 1、3营从沙沟河西史家园
出发，悄无声息地分南北两路向沙沟前

进。1营先行到达沙沟，立即向沙沟西炮
楼发起进攻，3营随后强攻突击登陆，与
1营会合连夜攻下西炮楼，歼灭敌伪特务
大队后随即向镇中心挺近，直逼沙沟镇
伪军指挥部。同时，化装成小商贩提早
混进沙沟镇中的我军侦察员也趁机进行
破坏活动，里应外合，配合大部队作战。
伪军头目在失魂落魄之下带领一小部分
伪军龟缩到东炮楼固守，妄图拖延时间
等待兴化鬼子增援。

战斗持续到 23日上午，1团已进入
镇内，伪军依托建筑物负隅顽抗，拒绝投
降。为尽早结束战斗，防止敌人增援，粟
裕果断命令紧急调“老黄牛”至沙沟前
线。“老黄牛”其实是一门“一三”式 75毫
米山炮，它是 1941年曹甸战役中从韩德
勤手里缴来的，由于它体型大、威力大，
一直被新四军视为“秘密武器”。“老黄
牛”一发威，效果立见，一炮过后，在东炮
楼顽抗的“钢盔连”顿时乱作一团，伪军
纷纷弃炮楼逃跑，我军随即缴械拿下东
炮楼。没有了炮楼的掩护，沙沟镇内的
伪军顿时失去斗志，纷纷缴械投降。

经 16小时激战，我军摧毁沙沟镇内

伪军所有据点，共歼灭伪军第 28师第 87
团 2 营及工兵连，击毙伪军官兵 100 余
人，沙沟宣告解放。沙沟解放，使高邮、
兴化、宝应、盐城四县抗日根据地连成
一片，苏中解放区扩大了近 2400平方千
米，为后期苏中地区的彻底解放奠定了
坚实基础。

英雄虎胆，早有崭露
著名影片《英雄儿女》中高喊“为了

胜利，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的原型、抗
美援朝战争中两名特级战斗英雄之一
的杨根思烈士也参加了沙沟攻坚战，这
场战斗中杨根思“长矛缴枪”的故事更
是广为流传。

1944年 3月，杨根思参军来到“老一
团”（新四军第一师第一团），并立下“不讲
空话，多杀鬼子伪军，不做孬种”的铮铮誓
言。然而，由于入伍时间短且武器装备有
限，杨根思领到的武器只是一根长矛，这
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杨根思立志要从敌
人手中夺来一杆属于自己的枪。

1945年 2月 22日晚，攻打沙沟镇的
命令传来，各营战士纷纷登船，按预定方
案进发。杨根思所在的 1营 3排是此次
战斗的“突击排”，船刚抵沙沟镇岸头，杨
根思所在的 3排战士便一跃而出。碉堡
吐出条条火舌，敌人火力迅速封锁了前
进的道路，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守军里
有刘湘图赖以起家的老本——“钢盔
连”，凭借精良装备一直打到天亮。战士
们利用匍匐前进的方式慢慢爬到了敌人
的碉堡脚下，把手榴弹塞进射击孔。敌
人的机枪哑了，1营后续部队蜂拥而上，
敌人纷纷逃窜。

杨根思盯上一个拿枪的伪军，紧追
不放。“缴枪不杀！”他一边追一边喊。伪
军回头一看，只见一个拿长矛的战士追
他，不由壮了壮胆：“你就一个棍子，还敢
缴我的枪，老子要你的命！”其实，他也在
虚张声势，枪里早已没有子弹。

枪口对着矛头，两人互相对峙转着
圈子，都在寻找进攻的机会。

漫天硝烟，杀声四起。杨根思抓住
机会，大喊一声：“班长，你从后面上！”
伪军一听背后有人，不由心里一惊，刚
要回头，杨根思锋利的矛头已刺进他的
心窝,杨根思的第一杆枪就这样到手
了。杨根思用一根不起眼的“门闩杠”
成功缴获敌人真枪实弹的英雄事迹也
迅速流传开来。

一千两百多年后的贝卡谷地空战
虽然与张巡大败令狐潮时间相隔甚
久，但获胜一方也采取了真真假假、虚
实变换的作战思路，体现了“无中生
有”这一计谋的精髓。

1982 年 6月 6日，以色列发起“加
利利和平行动”，悍然入侵黎巴嫩。而
贝卡谷地的叙军防空阵地对以色列空
军威胁很大，以军欲除之而后快。1982
年 6月 9日，发现来袭以色列军机的贝
卡谷地叙利亚防空阵地拉响了紧急战
斗警报。叙军指挥官下令雷达开机，发

射导弹击毁来袭以色列飞机。然而，叙
军打下来的实际上是以色列用来当诱
饵的无人机，目的是引诱叙利亚雷达开
机并发射导弹，获取其防空导弹制导雷
达的信号。无人机获取雷达信号后，经
E-2C 预警机传输给以军的 F-4战斗
机，F-4战斗机发射反辐射导弹摧毁了
叙军防空导弹制导雷达，其导弹因此无
法发射。叙利亚人苦心经营 10年、耗
资20亿美元才建立起来的19个防空导
弹连、228枚导弹，6分钟之内就在以军
的空袭中化为乌有。

近日，驻叙俄军飞行员罗曼·菲利

波夫少校在被击落后，为避免落入敌

手，拉响手榴弹英勇殉国。而在 2016

年，俄罗斯特种兵亚历山大·普罗霍连

科在被恐怖分子包围后，呼叫战友要求

对自己的位置进行空袭，最终与敌人同

归于尽。两名俄罗斯军人在生死关头，

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展现出同样的壮怀

激烈和坚韧的战斗精神。

“技术制胜论”的论调曾一度甚嚣尘

上，军人的勇敢、顽强、无畏等精神气质

似乎早已过气。然而，菲利波夫与普罗

霍连科的壮举，不仅抒写了军人职业属

性的特有气质，也从一个侧面反衬出“战

斗精神过时论”的荒谬。在信息化战场

上，战斗力依然是人与物、“钢”与“气”的

组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依

然是一支军队敢打必胜的内在条件，没

有战斗精神这股气支撑，钢再多也无济

于事，这就是军事较量的法则和规律。

战斗精神源自信仰信念的赤诚。

擅长用高科技打仗的美军对战斗精神的

强调简直到了教条化的地步。美军《作

战条令》要求对官兵进行“美国公民的责

任感”“向国家奉献个人的一切”“捍卫我

们的传统民主、自由的原则”等等教育，

作为激发士气的重要手段。而我军历史

上的英雄烈士，之所以能够舍生取义、不

怕牺牲，靠的就是对信仰、信念的赤诚，

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战斗精神源自有敌无我的血性。

“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

亮剑”，《亮剑》小说写活了中国军人当

年的血性胆气。在志愿军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前，“基于常理分析”的

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

决心。结果，钢多气少的美军硬是被

气多钢少的中国军人从鸭绿江畔打回

到“三八”线。在著名的松骨峰战斗

中，志愿军一个连竟挡住了人数、火力

远超自身的“联合国军”整整一天的轮

番攻击，战至最后全连仅剩7人，硬是

为聚歼敌人争取了时间。

战斗精神源自技高一筹的自信。

宁死不屈不代表无谓牺牲，善于较量才

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今影视作品

里人海战术、直立冲锋等场景，与历史

上的人民军队相差甚远。我军历来是

一支善于学习、技战合一、百炼成钢的

创新型军队，先后形成了“三三制”“运

动战+游击战”等灵活编组和战法，最

大限度地调动人和武器装备的潜能，

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新中国建立

后，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我军大胆使用

轰炸机投掷照明弹为战斗机指示目

标、地空导弹近战歼敌等先进战法，创

造了以“过硬技能+创新战术”制胜优

势技术的典型战例。在“两弹一星”研

制中，飞行员杨国祥在氢弹投掷不成

功时，凭借超常胆略和精湛飞行技艺，

冒险携带氢弹返航着陆，创造了人类核

试验史上的奇迹。在今天歼-20等一

系列先进装备横空出世的背后，更少不

了中国试飞员等英雄群体的坚毅身影。

习主席在视察中部战区某师侦察

连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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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更加需要发扬

大无畏的战斗勇气和战斗作风，投身

实战化军事训练浪潮，聚力打造新时

代的钢铁长城。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

副教授）

对于航空母舰来说，舰载机是其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能登上航母
甲板的未必都是舰载机。1942 年杜
立特轰炸东京，所使用的 B-25 轰炸
机是不折不扣的陆基飞机，但在当时
的条件下为了能够报复日本偷袭珍
珠港，就是从航母上起飞的。而在
1947年，美国的“中途岛”号航空母舰
还在甲板上发射过从纳粹德国手中
缴获的V-2导弹，V-2导弹是世界上
第一种弹道导弹。为了增强物资运
输能力，C-130这种体积巨大的四发
运输机，也做过上舰实验，不过它的

翼展太大，只有当时最大的航空母舰
才能接纳 C-130。虽然 C-130 能够
勉强起降，但实在太危险，所以实验
后来也就停止了。

（乌 沃）

“老黄牛”发威端炮楼
杨根思挺矛夺敌枪

现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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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生有”出自于中

国古代哲学家老子《道德

经》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

于有，有生于无”。老子揭

示了万物有与无相互依存、

相互变化的规律。《尉缭子·

战权》中说：“有者无之，无

者有之，安所信之？”意思是

有力量装作没有力量，没有

力量却装作有力量，敌人怎

么 能 摸 清 我 们 的 真 实 情

况。此计的精髓是以“无”

的假象迷惑敌人，乘敌人对

“无”习以为常之际，化无为

有，以虚为实，乘其不备，打

击敌人。

安史之乱期间（公元 755 年~763
年），许多地方官吏纷纷投靠安禄山、
史思明。唐将张巡忠于唐室，不肯投
敌。他率领部队坚守孤城雍丘（今河
南杞县）。安禄山派降将令狐潮率四
万人马围攻雍丘城。敌众我寡，张巡
虽取得几次出城袭击的小胜，但无奈
城中箭支越来越少，赶造不及。没有
箭支，就很难抵挡敌军攻城。张巡效
仿三国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急命搜集秸草，扎成千余个草人，将草
人披上黑衣，夜晚用绳子慢慢往城下

吊。
夜幕之中，令狐潮以为张巡又要

乘夜出兵偷袭，命部队万箭齐发。张巡
轻而易举获箭数十万支。天明后，令狐
潮知已中计，气急败坏。第二天夜晚，
张巡又吊下草人。敌众见状，哈哈大
笑。张巡见敌人已被麻痹，便迅速吊下
五百名勇士，敌兵仍不在意。五百勇士
在夜幕掩护下，潜入敌营，打得令狐潮
措手不及，营中大乱。张巡乘此机会率
大部队冲出城垣，令狐潮大败而逃，只
得退守陈留（今开封东南）。

创新战术，“无中生有”欺骗对手，争取主动权。此战，以军没

有采用以往派战机冒着防空火力强行发起攻击的做法，而是将空

袭机群隐蔽在无人机机群后方，使叙军将无人机机群误认为是以

军空袭机群，不仅获取其雷达信号，还保证了后续空袭飞机的安

全。此外，从获取雷达信号，到摧毁叙军雷达，再到空袭防空阵地，

各个环节、各个攻击波次紧密衔接，有一处出现问题，即全盘皆

输。而以军的严格训练和人员素质也为行动的成功提供了保证。

古今“无中生有”计谋的成功应用，都抓住了两个关键：一是抓

住敌方指挥员过于谨慎的特点，使“无中生有”计谋奏效；二是抓住

敌方思想已乱、迷惑不解之机，迅速变虚为实，变假为真，变无为

有，出其不意地攻击敌方。

原 典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虚实互变，方可扰乱敌人。张巡大败令狐

潮的战例中，张巡灵活运用了“无中生有”，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使

敌方判断失误，行动失利。实际上，一开始张巡所处的局势并不利，

张巡用计获得宝贵作战资源。而后，在发现草人已经麻痹敌人的情

况下，又灵活改变战术，出其不意地进攻令狐潮兵营，大获全胜。

把握“有”“无”变换的时节是计谋奏效的关键。张巡运用此计

具体可分为三步。第一步，示敌以假，让敌人误以为真，借此获得箭

支；第二步，让敌方识破我方之假，掉以轻心，麻痹敌人；第三步，我方

变假为真，让敌方仍误以为假，我方派出兵力突袭敌营。敌方思想

在“有”“无”变化中被扰乱，主动权已被我方掌握。同时，在突袭敌营

成功后，张巡还及时率大部队出击，扩大巩固战果，彻底击溃敌军。

■王芳芳

战斗精神永不凋零 萨克森曾是德意志诸侯之一，在
18世纪至 19世纪末德意志发生剧烈
变化的 200年中，萨克森几乎在每场
重大战争中都站错了队，堪称“站错
队之王”。七年战争中，萨克森投靠
奥地利，开战就被普鲁士击败。拿
破仑战争初期，萨克森与普鲁士站

在一起，又被拿破仑击败。等到拿
破仑被俄国人击败后，萨克森又被
胁迫加入法军阵营，败给了反法联
军，差点被普鲁士兼并。普奥战争
中又与奥地利为一方，最后被普鲁
士击败，并入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
帝国版图。

在中国封建时代，要是自己的名
字与皇帝的名字有相同的字，就要改
名，以避名讳。如家喻户晓的杨家将
中，戏说、演义中的杨业六子杨延昭
的名字就是后改的。据史料记载，杨
延昭乃杨业长子，而非戏说、演义中

的六子，其原名为杨延朗。杨延朗改
名杨延昭是因为宋真宗喜欢道教，将
赵玄朗也就是财神爷赵公明认来做
自己的祖宗。虽然因为不靠谱的皇
帝而改名，但杨延昭的名字还有他的
故事一直传诵至今。

说到朗姆酒，就不得不提英国皇
家海军。在 18、19世纪，军舰上储存
淡水是个大问题，时间一长，水里就
会滋生细菌和海藻。所以皇家海军
便向淡水中加入酒类以杀菌消毒，其
中朗姆酒是最受水手们欢迎的。这
种由甘蔗制糖后剩下的副产品糖蜜
酿成的酒，酒精度能达到75%。

1755年，朗姆酒成为英国皇家海
军正式供应品，每名水手每天可以分
到 300 毫升。为了防止水手喝酒误
事，皇家海军还发明了一份朗姆酒兑
四份水的格罗姆酒。如果不遵守纪
律，那么这名水手只能喝到一份朗姆
酒兑六份水的六分格罗姆酒。至今
皇家海军还每天供应每人三罐啤酒。

不只有舰载机

舍命不舍朗姆酒

奇怪的避名讳

“站错队之王”

战
例
分
析

战
例
分
析

■张 苗 胡宗峰

抗战后期，随着太平洋

战争的爆发，日军为防止美

军在我国华中沿海登陆，将

长江中下游区域作为防御

重点，苏中地区也自然成为

日军计划对美作战的重要

阵地。1945年春节以后，

日军不断在苏中地区投入

兵力，新四军苏中抗日根据

地面临严重威胁。为解除

日伪军对我解放区的威胁，

苏中军区在粟裕领导下，发

起一系列战斗打击日伪，

1945年2月22日的沙沟攻

坚战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

一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