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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下面这张邮票上的图案为古田
会议会址，即 1929年 12月 28日在福建
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
党的代表大会。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后，随着
形势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党组织
和红四军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
产阶级出身的同志，由于战斗频繁，生
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
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流寇思想等逐
渐在红四军内蔓延。受历史条件所
限，毛泽东试图纠正上述错误思想倾
向的想法未能实现。上述情况引起了
党中央高度重视，形成了由陈毅起草、
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
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明
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929 年 12 月 28 日，古田会议召

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 100多人。会议
的主要任务是克服红四军内部存在的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
的领导。大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
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
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经验，确立
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解决了
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
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
军队的问题。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
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
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
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
仍然是人民解放军行动的基本遵循
和原则。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熟于古
田会议。古田会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
这种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形式，把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确立下
来，明确指出军队建设的核心内容是
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反对以任何
借口削弱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它所
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
建军的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
基础，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
牢牢掌握部队，红军这支党的军队和
人民的军队，从此有了“根”和“魂”。

时隔 85 年之后，2014 年 10 月 30
日，被称为“新古田会议”的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在古田镇隆重召开，习主席
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
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
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75年前，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

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乘飞机赴前

线视察途中，遭遇美军战机袭击机毁人

亡，这位曾经一手策划偷袭珍珠港、被日

本海军崇敬为“军神”的高级将领，最终竟

死于敌人的偷袭之下，多多少少为这一事

件蒙上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

然而，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战争胜负

既取决于敌对双方指挥艺术的较量，也取

决于双方军事决策失误的累加，谁违背规

律、错得越多，谁滑向失败的可能性就越

大。山本五十六之所以走向败亡，有本

人意志的偶然因素，但更多的是当年日

本人违背规律的必然性失误，有的战前

就已埋下，开战后更是不断放大，使得这

位日本“军神”陷入死地。

重硬件轻软件的短视性失误。“三

军之事，莫重于密。”山本五十六遭遇偷

袭，直接原因是行动计划被美军截获并

破译，根本原因是日军保密意识薄弱、

传密措施简单。像高级将领巡视前线

行动计划这种高级机密，竟然通过无线

电公开传递，所用加密措施也是级别较

低的密码，而且每到一站都重复通报一

次。这种麻痹大意，简直到了令人吃惊

的地步。其原因肇始于日军对美军的

低估、对技术保密的轻视。尽管日方在

偷袭珍珠港时一度注重严格保密，但随

着开战后一系列胜利，日本人很快被冲

昏了头脑，关注重点全部放在美日军舰

硬实力的此消彼长上，密码更替等基础

建设被极度忽视。尽管日本海军的密

码本在战场上多次丢失，但日方一再对

此掉以轻心。日本人实松让在《情报

战》一书中回忆，日军认为，“泄露一点

机密也没啥，若是美国人出来的话，正

好就可以像老鹰捉小鸡一样轻易干掉

它”。负责陆军通信业务的户村盛雄少

校战后回忆称：“当时都以为，机械式密

码是不会被破译的。”然而，美军仅用几

个小时就破译了山本巡视前线的电文，

美军还严格执行战场保密条例，斩首机

群海上飞行中一律不使用无线电，飞行

员只凭目视、罗盘和速度表接敌；斩首

成功后，美军不仅严密封锁消息，还接

连出动飞机在附近巡航，制造意外巧合

的假象。美军保密的煞费苦心与日军

失密的漫不经心形成了鲜明反差。

重策略轻战略的功利性失误。在很

多日本人的心中，山本五十六被美化成

见学欧美、通晓西事的海军专家，更被梳

洗打扮成被迫对美开战的“智将”。然

而，纵观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表现，山本

看到了西方的工业潜力，学到了先进的

技术思维，悟出了航空制胜的先声，骨子

里却没有摆脱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

维定式，精通的是战术而非战略。驱使

这位“智将”甘冒风险前出巡视、鼓舞士

气的内在原因，恰恰是他自己埋下的。

他在战前预言，开战后“充其量能痛干

一年多”，结果是点燃了太平洋战场的

烈火，却不知道怎么熄灭。在中途岛海

战失利后，日本仍有相当一部分航空母

舰和舰载机等机动兵力，拥有一定的战

略回旋空间。山本五十六却采用了最为

呆板的策略，集中兵力与美军在太平洋

岛屿拼消耗，前方一时打得轰轰烈烈，日

军后方渐渐后继乏力，实际走上了与美

军拼战略消耗的不归路。在这种错误的

战略驱动下，山本的战场败亡，只不过是

时间早晚的问题。

重计划轻变化的偏执性失误。美

国历史学家在总结击落山本五十六时，把

成功原因之一归结于山本的守时——整

个战斗不过3分多钟，如果日方调整行

程，将是另外一种结果。从日方史料来

看，山本一行动身前，有多位部下建言

取消或调整视察，但他却一意孤行、按

时出行，正中对手下怀。与其说这是山

本五十六的固执倔强，不如说是日本民

族固有的保守性和非理性使然，泛化至

二战中，无论是日本海军还是日本陆

军，一旦制定作战计划，就要不折不扣

去执行，完全罔顾形势变化和战情嬗

变。这种战场执行力堪称一流、战术灵

活性却惨不忍睹的弊病，几乎贯穿了战

争全过程。日本海军飞行员渊田美津

雄大佐在回忆录中写到，“战败的根源

深深蕴藏在日本人违背理性和容易冲

动的国民性格中。由于缺乏理性，往往

把愿望和现实混为一谈，行事缺乏慎

重。只有草率的行为失败后，才会理智

地去考虑它。即使考虑了，又往往为失

败寻觅借口”。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尚志市人民

武装部）

上述两个战例虽然都应用了“打草
惊蛇”之计，但又采用了不同的用法。
诸葛亮巧计退曹兵属于“打草惊走蛇”，
即用棍子打草，引起草中之蛇的恐慌，
使之逃离。这种“惊”法的精髓是借宣
示性的行动，让对方知难而退即可，“打
草”者未必真的就想与“蛇”交手。英、
法联军空降假伞兵属于“打草惊出蛇”，
即投石问路、引蛇出洞。这种“惊”法的
精髓是使“蛇”离开它的地盘，暴露在众
目睽睽之下，然后选择较为有利的地形
捕捉或歼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事实上，“打草惊蛇”还有第三种形
式，即“打草惊醒蛇”，这是一种间接的警
告之法，即通过打击蛇的七寸，使蛇感到
恐惧。这种“惊”法的精髓是抓住蛇的七
寸，在战争中就是要掌握能够决定敌人
生死存亡的“命门”，令其左右为难，不战
而屈人之兵。平津战役期间，我军包围
傅作义集团西逃绥远老巢的必经之地张
家口，就是抓住了该集团的“七寸”，为取
得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打草惊蛇”的谋略在不同情况下

的表现虽各具特色，但都带有“惊”的底
色。运用此计的关键在于能够通过“疑
以叩实，察而后动”准确了解情况，从而
达到了解敌人、调动敌人，又不让自己
的行踪为敌人掌握的效果。

一是要做到善疑和察异。即对情

况不明，存在很大疑问，特别是异于常
势、常规、常理、常情者，需要深入地侦
察、核实，这也是此计暗语所说的：“敌
人不露，阴谋深沉，未可轻进，应遍探其
锋。”没有疑和察，就难以达到“叩实”的
目的，如果没有“叩实”而“动”，那就是
盲动，而盲动必然会吃败仗。

二是要采取试探的手法，“以攻为
守”。即通过采取试探性行动，主动地
促使和引诱敌人暴露，从而达成准确掌
握敌情的目的。这也是《孙子兵法》所
说的“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
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作
之”，意思是刺激使之发作；“形之”，意
思是引诱使之上当；“角之”，意思是试
探性角逐。诸葛亮指挥蜀军连夜叫阵
却不出战，既能在战略上掌握主动权，
又在一定程度上探清了曹军虚实，可进
可退，可攻可守，曹操只能无奈退兵。

三是要有意识“打草”，确保“蛇”
惊。“打草”的目的，是为了掌握“蛇”的
具体位置或攻击意图。因此，“打草”必
须有的放矢，要确保“蛇”受到惊吓，露
出尾巴，否则，就可能出现“打草”没有
“蛇”甚至被“蛇”反咬一口的惨剧。英、
法联军明确埃军火力配置、平津战役期
间我军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取
得平津战役胜利，就是通过有意识的
“打草”达到“惊蛇”的效果。

现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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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草惊蛇，计名出自唐代

段成式著《酉阳杂俎》与宋代郑

文宝著《南唐近事》中的一个故

事：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名叫王

鲁的贪官，在批阅案卷时，发现

有人联名控告他属下的一名官

员违法乱纪，王鲁十分惊恐，情

不自禁地在状子上批了八个字:

“汝虽打草，吾已惊蛇。”

“打草惊蛇”原意是通过打

草，使藏在草里的蛇受到惊恐

而逃窜。此计引申为在敌方兵

力没有暴露、行踪诡秘可疑、意

向不明时，切不可轻敌冒进，要

依据侦察来加以确定，完全掌

握情况之后再付诸行动。本计

的要点是“叩实”，即打探对方

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再决定自

己的行动。

原 典

公元 218年，刘备领兵 10万
围攻汉中，曹操领兵 40 万与蜀
军隔汉水对峙。诸葛亮命赵云
领兵五百，伏兵于汉水上游一
带土山，每逢曹营灯火熄灭或
军士们刚刚歇息，便擂鼓吹角
呐喊一通，但并不出战。曹兵
听到喊声震天，疑有蜀兵劫寨，
赶忙披挂出营迎敌。可出营一
看并无动静，只好回营安歇。
待曹兵刚刚歇定，号炮又响，鼓
角又鸣，呐喊又起。这样一夜
数次，弄得曹兵彻夜不得安
宁。一连数夜，曹军人心惶惶，
曹操担心一旦某日蜀军真来劫
营措手不及，只得传令退兵 30
里，找空阔之处安营扎寨，诸葛
亮乘势挥军渡过汉水。

1956 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
英、法两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为埃及塞
得港。11月 5日，英、法联军按照预定作
战计划对塞得港发起进攻。为了摸清
埃军的军事防御体系，英、法联军采用
了“打草惊蛇”的战术。

拂晓，英、法联军的机群从海上方
向进入塞得港埃方观察哨视野，埃及军
民立即进入阵地准备迎战。随后，天空

出现伞兵，埃及军民纷纷朝伞兵猛烈射
击，从火力点冒出的硝烟将阵地位置暴
露无遗。然而，那些伞兵是用木头和橡
胶做的假人，目的就是引诱埃及人暴露
火力部署。随后，英、法联军出动轰炸
机和战斗机准确地投弹扫射，塞得港工
事很快被摧毁，埃军伤亡惨重。英、法
联军削弱了埃及的地面防御作战能力，
为后续的空降和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方寸之间显“军魂”
■张 苗 王居首

邮票是时代发展

的见证，方寸之间记录

着社会发展的变迁，历

史上的重大事件，等

等，这其中当然也有很

多人民军队发展史上

的重要历史瞬间。

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是人民军队根本

的“红色基因”之一，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

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

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

会议。邮票也以其上

栩栩如生的故事图案，

再现了上述我军发展

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

历史事件，像一位解说

员般诉说着人民军队

“军魂”的历史进程，告

诫我们要时刻保持政

治上的坚定，以军魂意

识确保“红色基因”永

不褪色。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共产党独立
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
同时也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开始。

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
史上都极为重要的大事，自然成为中外
多款纪念邮票的素材。如右上这张邮
票，即由古巴发行，其上的图案就是那
幅广为流传的表现南昌起义场景的油
画作品。

1927 年，从南京国民政府“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到 7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
“清党”，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
中，革命处于随时被扼杀的危险境地。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
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 7月下旬
决定在南昌实施暴动，同时成立了以周
恩来为书记，由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
等组成的前敌委员会，领导武装起义。

8月 1日凌晨 2时，在以周恩来为首
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
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
的军队 2万余人，在南昌城举行起义。
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 3000余人并完全
占领了南昌城，八一南昌起义取得阶段
性胜利。

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独立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
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
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
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
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
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
伟大事件。”

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孕育出伟大
的革命精神，听党指挥就是南昌起义革
命精神的核心内涵。南昌起义自始至
终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起义准备
阶段，前敌委员会牢牢把握部队的政治
方向，成为部队的坚强领导核心。起义
成功后，周恩来庄严宣告：“现在，我们
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
党领导。”在实质上明确了党领导军队
的原则。起义后的部队整编，绝大多数
的军、师、团都配备了由共产党员担任
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职，从
上到下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统一领
导和指挥。

1955 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
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
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这是世界军
事史和战争史上的奇迹。周恩来强调
“我们共产党人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旗
帜下的决心”；南昌起义前，总指挥贺龙
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明确表态“我完全
听共产党的话，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
办”；面对党的指示，朱德、叶挺、刘伯承
等军事领导人临危受命，毫不犹豫表达
对起义的支持；陈毅等大批没赶上参加
起义战斗的革命志士，披星戴月追赶队
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他们用忠诚
于党的坚定信念，开启了推翻国民党反
动统治的艰难征程。

三湾改编是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次整编，中间这枚邮票
上的图案即为当时改编的地点——江
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1927年 9月 9日，毛泽东领导的
湘东赣西秋收起义爆发。这支以农
民为主体的起义部队因多次战斗失
利，在 9月 29日到达三湾村时，人员
已不足 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
相当混乱。

为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
适应革命斗争需要，毛泽东在当晚
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进行
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主要内容为：
第一，遣散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部
队缩编为 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
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中建
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
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
官兵待遇平等，干部不得殴打士兵，
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
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
三点，就是三湾改编的核心内容：党
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
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探索和实践，
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
队的基础，是毛泽东把“造成真正革
命的工农军队”之设想付诸于实践，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军事上的
开篇之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湾改编给军队注入了“听党
指挥”的灵魂。毛泽东创造性地提
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实行党代
表制度，使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
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就
在部队第一次建立起严整的党组
织，为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党全
面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组
织保证，开创了党指挥枪的历史性
探索，从此，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
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开始：

八一南昌起义 三湾改编

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支部建在连上：

山本五十六败亡：宿命还是必然？
■张宝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