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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3月底，道格拉斯?麦克
阿瑟发表了最后一份战争声明，强
调“中国没有足够遂行现代战争的
工业力量，中国军队的数量优势抵
消不了陈旧战争机器的巨大缺陷。”

“如果联合国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
国的海岸线和腹地，那么，赤色中国
就 注 定 有 立 即 发 生 军 事 崩 溃 的 危
险。”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三个
多月后，骄横不可一世的“联合国
军”，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迎头痛
击下溃不成军。

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丢掉了指
挥员最基本的战略清醒，犯了一系列
本不该犯的战略误判，不仅使自己的
职业军人生涯晚节不保，还把美军拖
入了二战后损失最大、受挫最重、伤害
最深的朝鲜战争。

误判来自片面的认知。麦克阿瑟
在朝鲜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彻底低估了
对手。最具讽刺的是，他一向以了解

“东方哲学”自居，但他对“所谓的东方
人思维”的理解，却停留在旧社会形态
的过去时。套用美国人的话说，麦克阿
瑟也许了解马尼拉的富商、蒋介石那些
胆小如鼠的腐败军官、东京街头卑躬屈
膝的日本人，但他对饱经战争洗礼的朝
鲜人和勇于献身的中国人，却一无所
知。因此，当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再
三警告“联合国军”不要越过“三八线”
时，麦克阿瑟视若无睹。结果，麦克阿
瑟用自己的失败，刷新了对中国军队战
斗力的认知。美国人亚历山大?贝文在

《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给予中
国人民志愿军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
人在同物质条件优于自己的国民党人
作战中，吸取了军事上的经验教训，找
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克敌制胜的进攻模
式，战胜了武器装备比较优越的敌
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学家们也
写道，“中国军队令人敬畏，他们善于运
用欺骗战术和达成攻击的突然性。尽
管缺衣少食，也没有其他的物质享受，
中国军人被证明是吃苦耐劳、纪律严明
的斗士”。

误判来自僵化的思维。尽管麦
克阿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但他一
直沉迷于既往的战争经验。在和中
国人交手前，他曾对国会议员说，中
国共产党的军队被“大大地高估了”，
美国只需要“出动 500架战斗机，再
派出像陈纳德这样的老将出马指挥
就足够了”。他过于迷信美军的技术
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以为“中国人
也会在白天列队走到美军阵前，等着
美国飞机消灭他们。”正是这种僵化
的思维，导致了战略判断上的重大
失误。即使“联合国军”在前线遭到
痛击时，麦克阿瑟依然一厢情愿地
认为，只要切断中国军队兵力调动
及补给支援通道，炸毁中朝边境线
上的铁路、桥梁就足以减缓中国增援
部队涌入朝鲜的速度。结果，“联合
国军”等来的，是数十万经验丰富的
中国志愿军。

误判来自过度的骄傲。在遭遇中

国人之前，麦克阿瑟刚刚力排众议，指
挥完成了其二战后最出色的军事冒
险：仁川登陆行动，一举扭转了美军在
朝鲜半岛的战略态势。一段时间内，
美国人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非同凡
响的军界人物。在一片追捧声中，麦
克阿瑟的自信心膨胀到顶点，总统、政
府、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
都难以入他的法眼。这种自以为是的
狂妄和任性，几乎贯穿了麦克阿瑟在
朝鲜战场的指挥全过程。战局顺利
时，违令冒进逞能；战局不利时，则拼
命鼓吹战争扩大化。对此，其继任者
李奇微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由于麦
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
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
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
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 1：5000的赌
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
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不幸的是，这
一次麦克阿瑟赌输了，不仅输掉了赌
注，还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军人
生涯。
（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上述两个战例在都应用了“李代桃
僵”之计的同时，也体现了这一谋略的不
同表现形式。李牧诱敌败匈奴属于“弃
子争先”，即围棋中“逢危须弃”的要诀，
以失去一些棋子，达到全盘棋活的目
的。皮定均掩护主力突围属于“丢车保
帅”。即在象棋中为了保住帅，宁可丢掉
有攻击力的卒和车。不过，因1纵1旅战
力太强，战法得当，这辆因大局所需被迫
要“丢”的“车”也毫发无损的成功突围。

“李代桃僵”的谋略在不同情况下
的表现形式虽然各具特色，但归根结底
都带有“代”的底色。想要运用好“李代
桃僵”之计，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正确处理好“李”与“桃”的关
系。“李”表示牺牲的一方，“桃”表示被保
全的一方。施行此计的关键是在战场上
出现了需要“李代桃僵”的形势时，就既
要有做“桃”者，也要有做“李”者。这就
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能够选贤任能，部属
则要有勇于牺牲、以成大局的精神。同
时，“李”与“桃”的分量要衡量好，应注意

“李”轻“桃”重，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反
向替代，要确保“李”能成功代“桃”，否
则，就可能“桃”僵“李”也枯。

二是指挥员要有“大将之风”。指挥

员要会“算账”。在激烈的战斗中，自己一
点代价也不付出的所谓“全胜”一般是不
存在的，以相对少的损失换取最终胜利，
是划得来的。因此，在事关全局的问题
上，必须舍得以“李”代“桃”，以某个局部
的暂时失利，集中资源获得整体的、长远
的得利，即所谓“变害为利”，这是每一个
指挥员都应具备的眼光和能力。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明确
提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指出
要敢于“打破坛坛罐罐”。解放战争中，国
民党反动派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时，我军先
后放弃一些城市，使敌每占领一座城市，
都要分兵把守，严重削弱其力量，我军则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三是充分把握使用“李代桃僵”的
分寸。“李代桃僵”之计在军事行动中仍
属于一种“奇”计。战争的胜负最终往
往还是由正面决战决定，需要硬实力、
真“肌肉”。此外，“李代桃僵”在充满信
息不对称的战场上，在敌强我弱的战争
态势下相对比较有用，当形势不同时，
片面强调“李代桃僵”会造成喧宾夺主
的结果。因此，对于“李代桃僵”之计的
使用，一定要掌握火候和分寸，从而确
保战略或战术目的的达成。

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军
事家戚继光，其亲手创建的“戚家军”，
南征北战四十余年，南平倭寇，北镇蒙
古，援朝抗倭，战无不胜。戚继光还积
极推动冷、热兵器的创新发展和编组应
用，结合战争实践，编写了《纪效新书》
《练兵实纪》，被后人列入“中国古代十
大兵书”，堪称中国古代兵学向近代兵
学转型的重要代表人物。

而戚继光之所以能够锻造一支常
胜之师，与其重视练兵备战是分不开
的，其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严格兵员选拔标准。兵不在多而
在精，明朝中后期军户和卫所制度早
已千疮百孔，明军战斗力极为低下，士
兵往往遇敌即逃。曾有一股不足百人
的倭寇竟长驱直入杀到明陪都南京，
12万明军束手无策，最后虽将其全
歼，但自身伤亡却高达数千人。嘉靖
三十五年（公元 1556年），29岁的戚继
光调任浙江宁（波）绍（兴）台（州）参
将，深知明军积弊的他，在直浙总督
胡宗宪的支持下，决心另辟蹊径、重
新招兵、编练新军。戚继光不单纯依
据武艺高低选拔士兵，他在《纪效新
书》中总结道，士兵不能选“城市油滑
之人”或“奸巧之人”，最好是那些民
风彪悍、深知民间疾苦、对倭寇有切
肤之恨的“乡野老实之人”，因此他避
开绍兴等经济发达地区，专门到义乌
选拔了四千体格健壮、富有血性胆气
的农民和矿工，按照“把、哨、旗、队”
等新编制组建成军。从兵源入口严
格把关的同时，戚继光还针对新兵个

性特点，依据“藤牌宜于少年便捷，狼
筅、长牌宜于高大雄伟，长枪、短兵宜
于精敏有杀气之人”的原则，因材施
教、分配战斗任务。并针对明军其他
部队“将不知兵”的问题，按照“把选
哨、哨选旗、旗选队、队选兵”的方法，
放手让各级军官自行任命熟悉信任的
下属，下级出事则由负责选拔的上级
负责，既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又落实
了各级军官的责任。

积极装备新式武器。戚继光为对
付倭寇锋利的日本刀，专门发明了狼
筅这种特种兵器，选用南方质地坚实
的毛竹制成，长度超过三米，将竹端削
尖，并保留四周尖锐的竹枝，可刺可
扫，不惧日本刀的砍削。同时，明代正
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时期，当时倭寇
通过引进欧洲先进火器，对明军形成
很大的火力优势，戚继光在实战中深
刻认识到新式火器的威力，于是按照

“旧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设之，原
未有者创造之”的原则，大力提高明军
火器的威力和数量，并发明了世界上
最早的地雷——“自犯钢轮火”，内装
火药、钢轮和打火石，埋设于敌进攻必
经之地，比欧洲人发明地雷早了三百
多年。“戚家军”在南方抗倭时火器装
备率已达部队编制的一半以上，在北
方抵御蒙古时更是达到七成以上，取
得明显的装备优势。

因敌制宜创新战法。明军多由军
户或临时招募的士兵组成，以往训练多
只注重个人武艺、单兵作战，而倭寇都
是受利益驱使的亡命之徒，骨干成员多

为日本久经战阵的落魄武士、刀法精
熟，装备的日本刀也比明军军刀精良，
单兵作战能力极强。戚继光认为明军
士兵仅靠短期训练、单打独斗难以胜过
倭寇，必须创新战法，通过阵法形成合
力，以便扬长避短、克敌制胜。于是戚
继光针对东南沿海滩涂较多、倭寇喜欢
小股突击的特点，独创了新式阵法“鸳
鸯阵”。这种阵法左右对称，以 12人为
一队，接敌时，2名藤牌手在前遮挡敌箭
矢和流弹，并投掷标枪逼敌惊慌躲闪，
后面 2名狼筅手趁机用狼筅将敌人扫
倒，左右共 4名长枪手负责照应前面的
藤牌手和狼筅手，并趁机刺杀倒地的倭
寇；最后 2名镗钯手作为第二线攻击力
量，并保护本队后方和翼侧；1名队长和
1名伙夫则居中配合作战，这种阵法长
短兵器结合、攻防兼备、刺扫兼顾、灵活
多变，可根据战场需要变化为左右两小
阵或左中右三小阵等多种形式，成为

“五行阵”“两仪阵”及“三才阵”，有效克
制倭寇优势的发挥。

面向战场为战而练。戚继光从残
酷的战争中深刻认识到“教兵之法，美
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因此其练
兵、著书唯求实用。一方面，戚继光从
实战出发从严练兵。他不仅要求“平时
所学的号令营艺，都要照临阵一般”，果
断删除不符合实战要求的训练内容，还
要求士兵平时训练所用武器、负重都要
大幅超出战时分量，以便到了战时，力
量“用上五分之一，便能以一敌五；用上
一半，便能所向无敌”。戚继光五十多
岁时，还亲自到步兵队充当队长进行训

练示范。另一方面，戚继光还制定了严
格的考核制度来提高训练成效。他定
期对官兵的各项技能进行考核，并区分
上、中、下三等九则进行记录归档，成绩
优秀的可得到赏银和升职，反之就降级
或处罚，甚至被革退。

依法治军从严执纪。戚继光为迅
速扭转当时明军军纪涣散、临阵脱逃
等顽疾，采取了现在看来很残酷的平
战一体的“连坐法”，规定战时一人退
却斩一人，全队退却斩队长，队长战死
全队退却则全部斩首，甚至“一伍内，
二人犯，连坐伍长，三人犯，伍长同罪；
一队内，二伍各有犯，连坐队长”。但
同时，戚继光也注重给初犯的士兵改
过自新的机会，并坚持治军先治官，对
自己的亲属也一视同仁，曾因儿子和
舅父的违令行为而严加制裁之，甚至
传说其儿子因违反命令追击逃敌而被
处死、引发争议。虽然“连坐法”的实
施确有不人性之处，但通过实施该法，
戚继光整肃了军纪，“戚家军”全体官
兵实现了“集体负责”、互相监督，很快
执行命令宛如一人，是其能够取得显
赫战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进制与编制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是最先发明十

进制的民族，而这也影响到了苏美尔及
其周边民族的军队编制。如居鲁士时期
的波斯帝国军队就受到苏美尔人的影
响，其部队也采取了以十进制为标准的
编制模式。

虽然在波斯军队中最小的单位是 5
人制小队，但在部署战阵时，最小的作战
单位是 10人制中队。10个中队组成一
个大队，10个大队组成一个可以独立作
战的初级师，10个师则组成一个军级单
位。而波斯人也经常以 10人制中队作
为自己队伍的纵深厚度。

有期变枪决
抗战胜利后，汪伪政权中的汉奸们

被判死刑的可不少。但汪伪“外交部长”
褚民谊的死刑判决却另有一番“曲折”。

褚民谊个人能力十分有限，只是因
为同汪精卫、陈璧君有亲戚关系才得任
用。抗战胜利后，褚民谊仅被判处20年
有期徒刑，但褚民谊认为自己已经很老
了，20年有期徒刑相当于无期，上诉要
求减刑。在一群大汉奸里本不起眼的
他，一下子吸引到了社会舆论的注意，其
种种恶行被揭发得越来越多，最后20年
有期徒刑就变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
愤”。1946年，褚民谊被枪决，受到了应
有的惩罚。

假內行还是真外行？
1988年，印度军队决定将其一个

FH-77B榴弹炮连部署到克什米尔地区
的索伊斯机场，该机场所在的什约克河
谷横向距离不过 2公里，简易机场跑道
甚至只有 1845米，连印军吨位最小的
安-32运输机都不敢起降，但运输榴弹
炮必须用更大、更重的伊尔-76运输
机。在索伊斯机场降落，伊尔-76运输
机几乎是擦着两侧的山峰飞行，一旦飞
过机场就必须在河谷中完成 180度转
身，并爬升至 5600米掉头，否则就很有
可能撞山。

印军中的某高级将领，对这一任
务十分感兴趣，当飞行员们向其介绍
伊尔-76在河谷中掉头是一大难题时，
该高级将领竟然说，米格-23都可以在
河谷中掉头，伊尔-76有什么问题？可
米格-23的最大翼展也只是刚刚超过
15米，伊尔-76翼展已经达到了 50米
左右，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如果是
其他军种的将领也就算了，而这位高
级将领恰恰是印度空军的参谋长，说
出这样的话，不知道他是个假內行还
是真外行。

（乌 沃）

常胜“戚家军”的五条秘诀
■袁育明

现代战例

第
十
一
计
：
﹃
李
代
桃
僵
﹄

三
十
六
计
与
古
今
战
争—

■
王
玉
奎

张

苗

李代桃僵，语出自《乐府诗
集?鸡鸣》：“桃生露井上，李树
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
桃僵。”李代桃僵的原意是指李
树代桃树受虫蛀，比喻兄弟间
的友爱互助，后指互相替代、代
人受过等行为。在三十六计
中，该计原文为“必有损，损阴
以益阳”，即当局势发展到必受
损失时，为了使劣势转为优势，
应尽量牺牲局部以保大局，牺
牲眼前以图长远。引申到军事
上，是指在敌优我劣或势均力
敌时，指挥者应善于筹算，当机
立断，用局部的、暂时的损失换
取全局的、长远的利益。

原 典

战国后期，赵国北部常受匈
奴骚扰。赵国大将李牧镇守北部
门户雁门关，命令部队只许坚壁
自守，还杀牛宰羊，犒赏将士。匈
奴摸不清底细，一时不敢贸然进
犯，李牧则趁机加紧训练部队。

公元前 250年，李牧准备出
击匈奴。为了迷惑匈奴军队，
他故意派少数士兵保护边境百
姓放牧。匈奴人见状，派出小
股骑兵前去劫掠，赵军与敌骑
刚一交手便假装败退。匈奴单
于就此认为李牧既不敢出城征
战，部队战力又弱不禁风，实在
不足为惧，于是亲率大军直逼
雁门关。而李牧早已严阵以
待，兵分三路，给匈奴单于准备
了一个大口袋。匈奴军轻敌冒
进，被李牧分割包围，逐个围
歼，单于兵败而逃。

1946年 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对
我中原军区大举围攻，企图将中原军区
部队消灭在以湖北省宣化店为中心、方
圆不足几十公里的狭小地域内。根据
上级指示，中原军区部队主力于 6月 26
日向西突围，由皮定均率领第1纵队第1
旅原地阻击敌人，掩护中原军区部队主
力向西突围。

战斗打响后，敌军兵分 3路，从 1旅
的正东、东南和东北方向扑来。面对多
路进攻，在沉着应战的同时，皮定均率领
旅党委结合敌情、地形和整个战役的发

展情况，制定了最佳突围方案：利用大别
山地形复杂、便于机动的特点，掩护主力
西去，然后向东突围，隐蔽地跳出重围。

决心确定后，第 1旅官兵以机动灵
活的战略战术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
掩护军区主力西进转移后，先向西，后
向东，孤军东征，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
包围和堵击，辗转 24个昼夜，行程 750
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 23次，歼敌上千
人，以“还是一个旅，五千人”的建制，胜
利到达苏皖解放区，圆满完成了掩护中
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的艰巨任务。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误判中国：解读麦氏战略之误
■李珽瑜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将将““联合国军联合国军””一路打回一路打回““三八线三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