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1年，担任第 12军 34师 100团 2
连副连长的郭兴福，因为在军事训练中
创造出一套适合战时需要，战术灵活、
战士易学肯练的训练方法，得到正下连
蹲点的时任第 12 军军长李德生的肯
定。1962年 3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
部联合发出《关于认真学习“郭兴福教
学法”的通知》，并指派郭兴福到部队作
教学表演。随后，南京军区练兵比武热
火朝天地展开了。

34师出了郭兴福，推广“郭兴福教
学法”理当先行，师团所属部队掀起实
战练兵浪潮。34师侦察连将我们二班
作为训练的“先行班”，以探索训练新
方法。

擒拿格斗是侦察兵的基本功，也
是制敌捕俘的主要手段。我们在训练
中，将擒拿格斗的基本动作组合成一套
拳术，看上去很像武术，称为“捕俘
拳”。每次开练，我们都要打上几套热
身，便于记住和熟练各项格斗动作。为
练精拳术，我们双手握砖，蹲马步练冲
拳，一练就是上百下。“功夫不负有心
人”，我们的擒拿格斗技战术在反复演
练中不断成熟。后来，第 12军侦察处
顾旭生处长认为，我们的训练方法值得
好好总结，并在全军所属侦察分队的训

练中推广运用。
1963 年春，排长赵国庆率领我们

来到第 12军军部驻训，住在军部招待
所二楼。我们决定借助居住在二楼的
条件开展训练。于是，全班同志出入招
待所不走楼梯，而是攀墙走壁，为此差
点闹出误会。此事反映到李德生军长
那里，李军长专门表扬了我们，认为应
该这样训练，并同意我们利用军部办公
大楼训练登高攀爬。这项训练必须发
挥团队作用。一人双手抓紧竹竿前部，
其他战士握住竹竿后部，齐心协力向前
推送竹竿。前者则脚蹬墙壁，借助竹竿
推力奋勇登上高处。允许我们在军部
办公楼进行攀爬训练，可见军首长对我
们训练的重视程度。

1963年 9月 1日下午，南京军区司
令员许世友亲切接见了我们。许司令
和蔼可亲，我们渐渐放松下来，精神抖
擞地汇报表演了捕俘技术动作。表演
完毕，许司令首先指出我们的捕俘动
作实用性强，接着讲述了自己年轻时
习武的经历，还手把手传授习武方法，
如手指炒黄豆、拳打千层纸等。

1963 年 12月，解放军总参军训部
在镇江小依庄召开“郭兴福教学法”现
场表演会。南京军区派出 8个训练先

进分队在现场会上进行汇报表演，我们
代表侦察分队表演擒拿格斗动作。随
着队列散开，我们先是一套捕俘拳，动
作整齐，衔接自然，龙腾虎跃，一气呵
成。接着，我们又演练擒拿格斗技术。
两人一对，功防相峙，攻者击打凶狠，直
指要害，防者挡抓迅猛，滴水不漏。观
摩席不断传来热烈掌声。鉴于我们出
色完成演训任务，南京军区授予我们二
班集体二等功。

现场会期间，叶剑英元帅自始至终观
看了“郭兴福教学法”汇报表演。回北京
后，叶剑英元帅专门书面报告中央军委和
毛泽东主席，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
学法”，大力促进部队训练。毛主席仔细
审阅报告，批示同意在全军推广“郭兴福
教学法”。

1964年 1月，中央军委转发了这个
报告。随之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
兴福教学法”的群众性“大练兵”热
潮。根据各大军区的建议，总参谋长
罗瑞卿要求组织全军开展“大比武”，
来检验部队“大练兵”的效果。1964年
8月，全军侦察分队在丹东举行“大比
武”，南京军区派出我们参加竞技比
武。最终，我们表演的擒拿格斗动作，
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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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时间起义者”
1926年，尼加拉瓜人民为反对美

国扶植的阿道尔夫·迪亚斯亲美政权，
在尼加拉瓜自由党领导下发起了民族
解放运动。

出身于尼加拉瓜北部小地主家庭
的桑蒂诺于当年回国，参加了自由党
的军队。1927 年 5月，在自由党投降
放下武器后，桑蒂诺提出“宁可手持武
器而死，绝不做奴隶而生”的口号，继
续率领人民反抗。

起义队伍中，除了被侵占了土地
的印第安人、受美国橡胶公司排挤的
小农、美国香蕉公司的工人外，还有一
种“一半时间起义者”。这些“一半时
间起义者”积极配合起义军作战，战斗
一结束，就自行解散回家，继续从事日
常工作，有力的支持了起义运动。

火车脱轨，首相“崛起”
1888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家

乘火车从克里米亚回京城，沙皇向铁
路公司经理谢尔盖·维特抱怨车速太
慢。沙皇的侍从于是下令用两台大功
率的货运机车牵引皇家专列来提速。
维特争论说这种做法很危险，可沙皇
不听。结果沙皇专列脱轨导致 23人
死亡，不过沙皇一家仅有人受了轻
伤。在现场，身强力壮的沙皇甚至抬
起了车厢顶棚，帮助救援。

这次经历，使沙皇记住了说话直
率的铁路经理维特。他先是被提拔为
铁路方面的总管，后来崛起为首相，作
为俄罗斯帝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政策
制定人，他也是俄罗斯第一部宪法的
前身《十月宣言》的起草者。

举一反三
宇文宪生于公元 544 年，他天资

聪颖，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第五子，南
北朝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宇文泰
很注重培养下一代，经常教授儿子们
行军打仗的常识。有一次宇文泰赐给
诸子马匹，宇文宪独独选了一批颜色
驳杂的马。宇文泰问他为何，宇文宪
回答说，颜色驳杂的马，行军打仗时很
好辨认。宇文泰大为赞赏。这些都是
常年行军打仗才能获得的经验，宇文
宪不仅认真学习，而且能联系实际举
一反三，收益颇多。

德国陆军造铁路
一战时期，德国人的铁路系统完美

展现了当时一个工业国家最前沿、最尖
端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鲜为人知的
是，当时德国复杂的铁路系统是由德
国陆军规划并参与建设的，每一条重
要的铁路线都有德国陆军军官派驻，
未经德军总参谋部的批准不得随意铺
设线路，甚至不能改动。通向西部边
界的复线铁路，理论上在 20天内可将
300万大军从德国腹地送到前线。在
战争的最初两周，平均每小时就有6列
军列喷吐着浓浓的黑烟，奔向前线。

（禾 绿）

123年前的今天，1895年3月23日

清晨，一支装备先进的法国军队悍然

进逼中国广西边城镇南关，他们本以

为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战术代

差，可以轻易拿下中国的西南门户。

孰料，仅仅一天后，他们就被武器落后

的对手打得丢盔弃甲，一路狂奔两百

多里。去年上映的电影《龙之战》，就

再现了镇南关大捷这一以弱胜强的战

史奇观。

也许是中国人在近代战场上输得

太多，也许是后来清政府和法国媾和

的条约让步太多，镇南关城下来之不

易的胜利，反而湮没在“中国不败而

败”的政治屈辱中。然而，有一个基本

事实不容忽略：中法两军存在明显的

技战术代差，弱者仅靠侥幸是不可能

战胜强敌的，这场胜利的背后，是睿智

同鲁莽的较量，是战法对技术的逆袭，

是勇气和野心的搏杀。

胜利源自英明的决策。史记有言，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

论战争形态如何演变，战争首先是统帅

之间的决策较量，统帅决策水平的高

低，有时能够决定战场的胜败。同样是

对战外国军队，僧格林沁在八里桥之战

中一味蛮干，以骑兵硬冲英法军队，结

果在对手的绝对火力优势下输得干干

净净。相比之下，法国人在镇南关遇到

了一位难缠的对手——老将冯子材。

他既是广西本地人，又长年担任广西提

督，还三次应越南政府请求率部入越作

战，对越南特别是越北地区的地形颇为

熟悉。在判定敌方主攻方向时，他料定

镇南关是敌人必经之地，即使当地人谣

传法军“将由钦廉攻南宁”，他依然不为

所动，坚持厚集兵力于镇南关。镇南关

战役前，冯子材又派兵主动夜袭法军出

击地点文渊（今越南同登），打乱法军作

战部署，刺激法军急切进军。镇南关战

役中，冯子材指挥得当，先是以顽强的

阵地战消耗法军锐气，之后及时指挥左

右两翼转入反攻，成功击败强敌。法军

败退后，他率军乘胜追击，连续追击两

百余里，不给侵略者以喘息机会，一举

扭转了中法战争战局。纵观镇南关战

役全程，冯子材展现出了极高的战役决

策水平，体现了《孙子兵法》中“避其锐

气，击其惰归”等兵家要义。

胜利源自得当的战法。从技战术

水平看，镇南关之战双方不是一个时

代的对手。法军已经全部实现了武器

装备近代化，大量装备前膛枪、机关

枪和火炮；中国军队虽拥有优势兵

力，部分装备了先进的后膛枪，但绝

大多数仍使用冷兵器，战术训练也弱

于对手。按照两次鸦片战争的经验，

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然

而，中国军队借助地形优势构筑了有

利的战场。按照法军主将尼格里上校

战前侦察的说法，“从镇南关附近到

远方天边的大山，到处都是堡垒。一

串的工事层层叠叠筑在山路两旁，形

成了坚固的阵地”。然而，在骄狂的

法国内阁遥控指挥下，法军没有集中

兵力就贸然进击，结果一头撞在了中

国军队精心构筑的工事前。无论法军

攻打哪一点，都会遭到其余各点中国

军队的侧翼夹击，后路也容易被切

断。法军不仅把本应速战速决的破袭

战打成了久攻不下的阵地战，还把区

区两千多人的有限兵力分成两拨，一

线兵力强攻坚固营垒，二线预备队坐

视观望，如此荒唐的兵力部署焉能不

败？这就启示我们，战法是永不过时

的战争艺术，谁战法运用得当，谁才

能占据更大赢面，战法的胜利往往建

立在对手的失误之上。

胜利源自不屈的勇气。战场是勇

敢者的舞台，战争是意志力的对抗。

俄国名将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刺刀

见红是步兵之魂。”刘伯承元帅也强调

“狭路相逢勇者胜”。镇南关战役爆发

前，中国军队一度被法军击败，从越

南一路败退广西，连镇南关都被法军

攻破。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年近七

旬、已经退休的老将冯子材主动请

战，募集将士十八营赶赴前线。战前，

他与诸将约定，凡有战场后退者，“无

论是谁，皆可诛之。”在23日中法两军

阵前厮杀、白刃相见的关键时刻，面对

三座堡垒被攻破的不利态势，冯子材

亲率两个儿子投入白刃战，带动将士

英勇抗击，死死挡住了法军进攻。湘

军将领彭玉麟战后回忆称，镇南关外

游勇客民千余人听说冯子材亲自出

阵，也都来自发助战、狙击法军，成为

近代史上中国军民齐心抗击外敌最壮

观的一幕。

亲历“郭兴福教学法”练兵比武
■梁体清讲述 周晓华整理

现代战例

古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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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里藏刀”在《三十

六计》中的原文为：“信而

安之，阴以图之。备而后

动，勿使有变。刚中柔外

也。”意指表面上做的使敌

人深信不疑，从而使其麻

痹大意，丧失警惕;暗地里，

则另有图谋。做好充分的

准备，不要引起敌人的意

外变故，借机而动。这就

是外表上柔和，而骨子里

却刚强的谋略。

计谋分析

原 典

公元前 494 年，越王勾践决定先
发制人讨伐吴国。吴王夫差派遣全部
精锐攻打越军，在夫椒击败越军。勾
践仅以五千兵力退守于会稽，吴军追
而围之，结果越国战败，勾践被俘。

吴王为了羞辱勾践，派他看墓喂
马，越王则笑脸相迎，忠心顺从。吴王

出门时，他走在前面牵着马；吴王生病
时，他在床前尽力照顾。吴王看勾践
尽心伺候，认为他非常忠心，最后允许
他返回越国。

勾践回国后，励精图治，富国强
兵。因恐安逸消磨志气，勾践每逢吃饭
时，先尝苦胆。在十年里，勾践亲自参加

耕种，鼓励生产,奖励生育。同时整顿内
政、训练兵马，虚心听取意见，救济百
姓。在举国努力下，越国国力日渐强盛。

公元前 475 年，越王勾践抓住吴
王犯下战略错误之机，大举进攻吴国，
吴国战败，夫差被逼自杀，勾践成为春
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1945年 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
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抢夺抗日战争
的胜利果实，并企图发动内战，消灭共
产党。然而，鉴于国内外形势，以及军
事部署时间等因素制约，经过密谋策
划，蒋介石决定在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的同时，玩弄“和平谈判”的手段，并于
当年8月 14日~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
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国民党
反动派玩弄的这套“假和平、真内战”
的阴谋洞若观火。但为了向全国、全
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

决心和诚意，特别是为了揭露蒋介石的
阴谋，毛泽东主席决定冒极大风险应邀
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
判,来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45年 8月 28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
来、王若飞由延安飞抵达重庆，向全国
和全世界表明了我党的和平诚意，受
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在谈判中，国民党一方面假惺惺地
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和对和谈的“诚
意”，另一方面暗中调兵遣将，对解放区
发起一系列军事摩擦和突然袭击。蒋
介石在谈判时满面堆笑，东拉西扯，言

不及义，事前对谈判无准备，连一个方
案也拿不出来，只是派了几个代表来敷
衍应付。而我党在谈判中坚持和平、民
主、团结的方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
了坚决的斗争。同时，我党又先后提出
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均遭
国民党无理拒绝。

最终，在我方代表的努力下，经过
43 天谈判，终于签订了一个《国共双
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而
就在半年后，蒋介石发动了全国规模
的反革命内战，彻底暴露了他“笑里藏
刀”的真面目。

本文讲述者上世纪60代初曾在陆军第12军34师侦察连二

班服役。当时，我军正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侦察二班也积极

参与其中。下面，就将侦察二班在这次练兵比武中的一些故事，

讲给大家听。

■丁仕峰

回望镇南关

郭兴福（右）在为战士做示范。

“笑里藏刀”出自唐朝白居易的诗

作《天可度》，“笑中有刀潜杀人”，本是

白居易对唐高宗宠臣李义府为人的评

价。《旧唐书》载：“义府貌状温恭，与人

语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阴贼。既处要

权，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

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原意是指表面

和气、内心阴险狡猾的两面派。《孙子兵

法·行军》篇说：“使者谦卑而加紧备战，

攻击在即；……使者无约定而请和，别

有企图”。也就是说，在军事上用友好

的态度和伪装的手段来麻痹、接近敌

人，使其放松警戒后，一举予以消灭的

策略。常以政治外交上的伪装来迷惑、

麻痹对方。在政治斗争和战争实践中，

“笑里藏刀”常常运用在一方力量相对

强大，另一方力量相对较弱，敌对双方

的矛盾尚未明朗之时。根据古今战例，

若要运用好、防范并破解“笑里藏刀”之

计，需要具备以下三点：

一是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所谓

洞察力，是指人们能够透过表象看清

楚事物本质的能力。在政治和军事斗

争领域，由于敌对双方互相保密、互相

隐藏、互相欺骗，以达到信息不对称并

保持本方信息优势的目的，这使得局

势往往错综复杂，事物本质往往隐藏

至深。而此时，如果能够看清局势发

展，看清战场形式，识破对方迷惑，这

无论对于运用“笑里藏刀”还是防范

“笑里藏刀”，都至关重要。

正如上述战例中所讲，在面对得到

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企

图发动内战，破坏和平，抢夺抗战胜利

果实的严峻形势下，党和毛泽东主席不

仅一眼识破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阴谋，而

且看清了中国革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

潮流，坚定斗争，不为所动。而吴王夫

差不仅没有看清当时的局势，反而还听

信谗言，杀掉忠臣伍子胥，放过了勾践，

犯了战略错误，最终导致亡国。

二是要具备过人的胆识和定力。

无论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在

残酷无情的战争环境下，一旦运用了

“笑里藏刀”之计，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

内必须要能将“笑”坚持到底，因为“笑

里藏刀”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起作用的，

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笑”来营造可以用

“刀”的前提条件，并在关键时刻“拔刀

亮剑”，才能起到效果。然而，在营造条

件的时期内，往往会经历诸多意想不到

的困难和矛盾，甚至是折磨与考验。这

就要求运用该计之人，必须能够在营造

条件期间，始终坚定不移、坚韧不拔、毫

不退缩，在各种风险考验面前展现出过

人的胆识和定力。

越王勾践面对吴国的威胁，卧薪

尝胆，埋头苦干，踏实发展，励精图治，

在抓住吴王夫差犯错误的战略机遇

时，把握机会，一举称霸。毛泽东面对

蒋介石的“笑里藏刀”，冒着极大的风

险凛然赴渝，来了个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戳穿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假和

平、真内战”的阴谋。

三是要能掌握好“笑里藏刀”的分

寸。“笑里藏刀”关键在于“刚中柔外”，

即处理好“柔”与“刚”的辩证关系，用权

变的思想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

面，“笑里藏刀”的“笑”具体体现为

“柔”，即能够以“柔”示人、以“柔”交人、

以“柔”服人，用“柔”的方式使敌人“信

而安之”，这就必须要掌握好“度”，不然

就会引起敌方的警觉，从而被识破。勾

践对待夫差的“笑”就使其“信而安之”，

竟然使得夫差“放虎归山”；另一方面，

“笑里藏刀”的“刀”具体体现为“刚”，是

“柔”的强力支撑，既可以表现为经济实

力、军事实力、人口规模等硬实力，也可

以表现为政治影响力、信仰号召力、文

化感召力。如果没有“刚”的存在，那么

“柔”就只是软弱，毫无意义可言。“笑”

的目的是为了“藏刀”，“外柔”的目标是

为了“刚中”。“刀”一旦出鞘，就要迅速

果断，使敌人不及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