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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推进军人荣誉体

系建设，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宣传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战史版自即日起开设“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专栏，讲述那些人民军队红色基因形成、

发展中的故事，引导广大官兵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冷热结合”
现代刺刀是在欧洲人看到印尼土著

将匕首插进火枪枪口当作短矛使用，受到
启发而发明的，可以使火枪兵兼顾火力投
送和近战肉搏。而在明朝，与蒙古骑兵作
战的明军也在实践中探索了诸多“冷热结
合”，拓展热兵器肉搏功能的办法。景泰
元年（公元 1450年）研制的新型火门枪，
就在尾端增加了一个枪头。有的火器则
是在枪口处直接加装铁叉，不必调转枪
身。后来的快枪则在枪口处加装了枪头，
在功能上已经十分接近刺刀。但改朝换
代后的清军并未继承明军的发展思路，使
得欧洲人成为了现代刺刀的发明者。

画匠、驯兽师、铁匠

也是特务？
明代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担负着管

理皇帝仪仗，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刺探
情报等任务。但锦衣卫并非个个都是
武林高手，还有很多有着特殊才能的人
员，其中就有一批画匠。

明朝并没有类似宋朝翰林图画院
这样的机构来管理皇家的书画业务。
为了更好地为皇室的审美需求服务，画
匠需要进行集中管理，还得发工资。但
在没有专门书画机构，其他机构员额有
限，又不宜另设新机构的情况下，锦衣
卫就成了安排这些人的地方。这是因
为锦衣卫的人数没有定额，其官职也常
被皇帝用来进行赏赐和安排特殊人员，
安排画匠也很合适。画匠们挂着指挥
使、镇抚使这些不低的官衔，但干的还
是艺术，并不参与锦衣卫的日常工作，
只是享受同等级的薪资待遇。而为皇
家驯养大象的驯兽师、制造兵器的铁
匠、随军医匠也被安排进锦衣卫序列内
进行管理，有特务之名，却无特务之实。

（乌 沃）

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
治家。军事上，他与孙武齐名，被称为
兵家亚圣；政治上，他在楚国任相期间
推行变法，使楚国国力迅速得到恢复和
发展，位列战国七雄，因此吴起也与商
鞅齐名。

在军事方面，古代历朝都给予吴起
很高的地位。唐宋两朝设置的武庙，吴
起均位列其中；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
史百将传》中，也有吴起。吴起一生先
后领兵打大仗达76次，64次全胜，12次
平手，从来与败仗无缘，有人因其强悍
的领兵作战能力视其为战神。

吴起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战
绩呢？与其爱兵如子、练兵从严、治军
有方有着紧密的关系。

关于吴起爱兵如子有一个广为流
传的故事：吴起在魏国任将军时，与普
通士兵同吃同住，寝不铺席，行不骑
马。有一年他率军进攻中山国，看到有
一名青年士兵身上长了毒疮，非常痛
苦。吴起不顾自己的将军身份，也不顾
腐烂的毒疮，亲自用嘴帮战士吸吮脓
血，解除了战士的痛苦，也换来了战士
们的衷心爱戴和在战场上的奋勇杀敌。

而吴起练兵从严的标准不仅在当
时，放在现在也是极为严苛。春秋战
国时期，各国采用的都是动员兵制，士
兵平时在家，战时参军作战。而吴起
在魏国推行了“兵农分离”的募兵制，
打造职业化的军队，用严格的军事考
核选拔职业军人。考核的标准是怎样
的呢？士兵要身穿上、中、下三副护
甲，头戴重盔，腰间佩剑，肩扛长矛、带
50支箭，背 3天干粮，半天之内行军百
里（相当于今天的 41公里），到达后还
必须能够立即投入战斗，双手还要能
够拉开 12石（330 公斤）的硬弓，这样
才能进入军队。可见，想成为魏国武

卒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魏国武卒也有
着相当优越的待遇：吃穿由国家供给，
全家赋税可免，自己还有工资可拿，一
旦战场上立功，还能分得田地，甚至可
以当官成为贵族。

吴起曾评价魏秦战争中的魏国军
队为“士虽有战心，然不经练，与秦战，
如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
矣”。即未经训练的魏军士兵与秦军
作战，就像小狗与老虎搏斗一般，再怎
么有斗志、再怎么勇敢，也只能是以失
败和死亡告终。而经过吴起严格训练
的魏军则大变样。“泾水之战”中，秦国
调集了 50 万大军向魏国杀去。当时
吴起手中兵力只有 4万步兵，500乘战
车（1辆战车可载 3名车兵），3千骑兵，
外加 3千武卒，一共 4.75 万人。在约
一比十的悬殊对比下，吴起决定正面
硬撼秦军，他下令要求车兵与车兵对
垒，骑兵与骑兵对垒，步兵与步兵对
垒，若车兵没有缴获秦战车，骑兵没有
缴获秦战马，步兵没有砍下秦军人头，
即使打败秦军，战士也没有功劳。果
然，在战斗中魏军不仅抵挡住了十倍

于己的秦军，3千武卒更是在战局胶
着时被吴起投入战场，瞬间攻破秦军
主力防线，引发秦军全军溃败，甚至逃
回到秦国境内后残军都无法收拢。

吴起不仅爱兵、练兵，对于从严治
军、激励士气、树立威信也同样有着过
人之处。吴起认为，“任其上令，则治
之所由生也”“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
金之不止，鼓而不进，虽有百万，何以
与用？”在魏秦交战期间，两军尚未交
锋，有一名战士求战心切，擅自到秦军
营中斩获两名秦军士兵，并将人头带
回来领赏。吴起下令将他处死，副将
们都为这名士兵求情，认为此人胆略
过人，武技娴熟，两军对阵正是用人之
际，不应该杀死他，甚至可以委以重
用。但吴起认为这名战士固然有着过
人的杀敌之能，但违反了军令，不能因
对其宽待而放松了军令。

吴起还提出了激励军队的“进飨”
制度，奖励有功者，激励无功者。每战
后，魏军都要摆宴庆功。吴起请国君
出席大型庆功宴会，根据头功、次功、
无功，分配给士兵不同的席次、餐具和
饮食。宴会结束后，还要对有功士兵
家属进行赏赐。对于阵亡将士的家
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和赏赐，以示君
主不忘有功之人。此法施行三年，就
取得成效。有次秦军对魏国进攻，警
报传来，不经动员和下达命令，就有数
万魏军将士自行穿上盔甲准备参战。

孙子有言：“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
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意指
用兵之理，贵在行动迅速，乘敌人措手
不及的时机，研究敌人意料不到的战
法，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要想运用
好“顺手牵羊”之计，指挥员须把握好以
下几个问题：

指挥员要具有观察认知和准确的研
判能力，发现敌方的弱点和问题，并果断
出击。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战争
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没有对双方政治意
图、武器兵力、防务部署充分而全面的掌
握，是不能贸然出兵的。皇太极之所以
能够除掉袁崇焕，原因就在于已经算准
了崇祯皇帝正想找个借口清算袁崇焕，
皇太极就为崇祯皇帝创造了一个机会。
聂凤智将军在击溃赵保原部前，也照样
做了充分准备，他虽有必除赵保原的决
心，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兵力和装备是远
远不敌赵保原的，便静观时变，详细掌握
了赵保原部队的战斗设防和兵力部署，
为日后的战斗做好了准备。常言道：宁
可“拙胜”，不求“巧久”。在做好战前的
准备和谋略之后，还得果断迅速出击，以
快攻配合作战，否则就会功败垂成。

指挥员要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淮

海战役结束时，一位留过洋的国民党将
领被俘后说：“我并不认输，因为你们打
的不是正规战。”再看赵保原的感慨“八
路真是缺德，大年三十还搞决战！”他们
的言外之意，无非就是：人民军队不
按他们的套路来打仗。但战争并无固
定模式，死守教条必败无疑。因为一个
战役有一个战役的特点，一次战斗有一
次战斗的特殊性，如果拘泥于“标准程
序”或传统经验，必然要吞食失败的苦
果。因此，越是那些天才般的将帅们，
似乎越是不按常规“出牌”。

指挥员要强化备战打仗的状态，才
能抢夺战争制胜先机。战场上的生死
对决、敢打必胜，必然取决于平时的刻
苦训练、精心准备。发现了敌人的弱
点，但部队却无法抓住机会争取胜利，
即使战前再好的布局，也只会成为无用
功。聂凤智将军能在大年三十迅速出
击打决战，就能说明其所部是时刻处于
备战打仗的状态，只需一声令下，部队
就能迅即出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化
备战打仗的状态，各项战备建设才能实
起来、深下去，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
各项工作才能真正为战而备、为战而
保、为战而建。

2018年的清明，在大雪纷飞中过

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在白雪映衬下更加

熠熠生辉，仿佛在提醒我们：走得再远，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

如同自然界的基因掌管着生物的

遗传代码那样，人民军队历经90多年

风刀霜剑，始终传承赓续着自己独有的

基因血脉——红色基因，它发轫于信仰

火种，成熟于战火淬炼，厚植于精神谱

系，始终焕发着照亮人心的光和热。

红色基因镌刻着忠诚信仰。“八一

铭刻在军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

枪。”从诞生之日起，人民军队就始终高

举党的旗帜、人民的旗帜，听从党的领

导和指挥。91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中

国共产党人举起了血腥的屠刀，在万马

齐喑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人痛

定思痛、力挽狂澜，毅然决然地拿起武

器，团结带领一部分先进军人，向着旧

中国强大的黑暗势力发起了“看试手、

补天裂”的武装反抗。参加南昌起义的

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共产党人，都是当

时手握兵权的将领，也是各方势力竞相

拉拢的对象，有的出行有马弁、轿夫，有

的每月军饷要用担子挑。然而，在中国

现代史最黑暗的一刻，他们毅然决然地

同旧势力一刀两断，追寻信仰、追寻进

步、追寻理想，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投入

到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洪流中。三湾

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明确

“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一步步立

起政治建军的制度体系，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成为人民军队的不变军魂。无

数革命青年追随着这面军旗，进行了28

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推动中国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

主的伟大飞跃。这也为人民军队注入

了鲜明的革命宗旨和价值底色，决定了

这支新型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

属性和政治优势。

红色基因激荡着血性胆气。“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是人民军队在战火硝烟、

腥风血雨中打出来的精神气质。从毛泽

东同志反围剿时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

自岿然不动”，到陈毅元帅的“此去泉台

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再到张爱萍

将军的“核弹辐射敢抵挡，爆心来去自从

容”，等等，反映的都是人民军队大无畏

的革命英雄主义。长征之所以被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

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正是因为红军在

一年时间里，爬过了8座山峰，渡过了24

条河流，途经了11个省份，冲破了蒋介

石“中央军”以及至少10省军阀的围追

堵截。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

山，不惜以伤亡过半、失掉所有重武器的

代价，一举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一年后淮海战役聚歼黄维兵团，对于在

大别山消耗严重的中野来说，是异常艰

苦的硬仗。小平同志对各纵队领导讲，

“革命总有一个时候要过关，在过险关的

时候，就是要不怕苦不怕死。思想有了

准备，也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一

往无前的血性胆魄，拓展为长征精神、

大渡河精神、上甘岭精神、硬骨头精神、

甘巴拉精神……，衍化为抗美援朝战场

上撕裂夜空的冲锋号角、边境自卫作战

中血染的风采，乃至辽宁舰上舰载机起

降时“刀尖上的舞蹈”，体现在人民军队

90多年军史的方方面面。

红色基因闪耀着制胜密码。《孙子

兵法·虚实篇》有言，“兵无常势,水无常

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人

民军队是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夺取胜利

既要英勇顽强，更要战法正确。同样是

在敌后抗日战场，国民党几十万重兵投

入，生搬硬套正规军打法，很快在复杂

的敌后环境中消耗殆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虽然人、财、械有限，却能够放

手发动群众，采取灵活多样的战术战法

对抗强敌，以斗争求得生存壮大。刘伯

承同志初上太行，在教导各部队开展独

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时指出，作战有三

种战术，一是牛抵角；二是马的战术，尥

后蹄；三是狼的战术，乘人不备，突然袭

击。实践证明“狼的战术”比牛马都高

明，要想吃肉，就得避免“牛抵角”，始终

使自己处于趋利避害的机动位置。正

是在这些“游的隐蔽、击的突然”等灵活

战术运用下，我军接连创造了夜袭阳明

堡、设伏七亘村等一系列模范战例。

红色基因映射着治军铁律。毛泽

东同志曾经发出号召:“加强纪律性，革

命无不胜。”人民军队之所以摧不垮、走

不散、拦不住，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铁

的纪律性。红军强渡金沙江时，仅有6

条小船。一切渡河部队按号音依次进

入渡口，不得争先恐后；每船规定载人

的数目及行装担数，标明座位次序，只

能一路纵队登船；每船指定一个船上指

挥员，即便是军团长、师长，也必须服从

其指挥，按纪律登船，不得违背。正是

这种令行禁止的作风，创造了堪称奇迹

的天险跨越，确保中央红军赢得了渡江

北上的决定性胜利。这种作风，从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到长征时严守群众纪

律，从解放上海时防止破坏城市“不准

用炮”，到10万解放军进上海不扰民睡

大街，从南京路上好八连到今天驻港澳

部队的“大隐隐于市”，构成了人民军队

守纪如铁的壮丽画卷。

红色基因承载着为民宗旨。“军队

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民心向背，历来

是一支军队的立身之本、胜败之道。人

民军队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

战争伟力的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

之中。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红军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解放军不吃老乡一个苹果

的行动中，从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

纪律的反差中，认识了我们的党和军

队，从而换来老百姓“最后一尺布用来

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

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

送他到战场”，换来淮海战役人民群众

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在人民需要

的时候，人民军队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从20年前的1998年抗洪，到10年前的

汶川抗震，以及历次抢险救灾行动中，

人民军队都做到了救民水火、无怨无

悔。特别是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行动，在

极短的时间内，累计投入兵力13.4万余

人，民兵预备役7.5万人，出动车辆32.6

万台次，各型飞机4549架次，空运、空投

物资6371吨，确保了8.4万名群众从废

墟中救出、149万名被困群众脱离险境、

430万名伤病者获得救治，堪称新中国

成立以来部队集结最迅速、兵力使用最

密集、执行任务最复杂的一次行动。相

比之下，拥有全世界最顶级装备的美国

大兵，不仅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救灾

中姗姗来迟，在近年的救灾中也被抨击

为“作秀大于行动”。或许，这正是中美

两支军队源于基因的根本差异所在。

习近平主席教导我们，红色基因

就是要传承。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

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红色基因在

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土壤中生发而

成，凝结着历史传统和优良作风，积累

着制胜机理和成功经验，照亮了未来

前行的必由之路。传承红色基因，需

要我们接过父辈的旗帜，捍卫英雄的

荣光，赓续英模的血脉，激发对信仰信

念的认同感、归属感、忠实度、向心力，

满怀信心紧跟习主席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绝不辜负我们这个新时代。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副教授）

现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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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牵羊，现在多指乘机

拿走别人东西的偷窃行为。“三

十六计”中的原文，则为“微隙

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少

阴，少阳”。意指微小的漏洞必

须利用，微小的利益也必须获

得。变敌人小的疏忽，为我方

小的胜利。古人云：“善战者，

见利不失，遇时不疑。”这表明，

用兵作战就是要抓住一切稍纵

即逝的战机，乘机争利。

原 典

明末清初，辽东督师袁崇焕
是皇太极问鼎中原的一大阻碍，
其谋臣范文程建议，利用崇祯皇
帝与袁崇焕君臣二人间的矛盾，
借崇祯皇帝之手除掉袁崇焕。

崇祯皇帝任用袁崇焕是不
得已而为之，对袁崇焕始终疑心
重重。袁崇焕曾许诺 5年平辽，
但后来又借故推脱，崇祯皇帝不
满。袁崇焕又在未上报崇祯皇
帝的情况下，用尚方宝剑诛杀功
劳极大的毛文龙，更是让崇祯非
常生气，认为袁崇焕自恃功高。

皇太极指派副将高鸿中、参
将巴克什等，在被俘的明朝太监
杨春和王成德牢房的隔壁进行
所谓的秘密谈话，故意让他们听
到。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
皇太极定下密约，攻取北京指日
可待。不久，杨春、王成德便“幸
运”地逃跑了，并把听到的“密
谋”告诉了崇祯皇帝。崇祯皇帝
大为光火，于崇祯三年（公元
1630年）农历八月杀死袁崇焕。
袁崇焕死后，大明朝“边事益无
人，明亡征决矣”。

1944年初，聂凤智担任胶东军区第
5旅 13团团长。上任之初，他就想除掉
有着“胶东一霸”恶名的汉奸赵保原，但
自己的兵力和装备远远比不过赵保原
部，并且赵保原在当地经营多年，防御
工事十分完备，仅外围高地上大大小小
的碉堡就有 70多个，内线还有壕沟、铁
丝网、围墙等多层防线，要是硬碰硬，无
异于鸡蛋碰石头。

聂凤智没有贸然行动，而是静等时
机。1945 年 2 月 11 日，恰好是农历除
夕，21时许，内线报告称赵保原的司令
部里灯红酒绿，兵营里唱戏的、赌钱

的，士兵们喝得酩酊大醉。聂凤智迅
速召集部下，向赵保原部发起进攻。
此时的赵保原正和部下推杯换盏，突
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喝得醉醺醺的
他，还以为是鞭炮声响，当警卫慌忙跑
进来向他报告八路军发动突然袭击
时，已经来不及了，很多人还没反应过
来就被八路军一枪毙命。

最后，赵保原只得丢下部队逃命。
聂凤智率部乘胜追击，连续作战 8天，共
歼敌 1.2万余人，收复莱阳。赵保原侥幸
逃得一命，他逢人便说：“八路真是缺
德，大年三十还搞决战！”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解码人民军队红色基因
■王芳芳

开
栏
的
话

兵家亚圣吴起的练兵之道
■刘南飞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