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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年前，也就是 1963年 4月

25日，当时的上海警备区警备团三营

八连被国防部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

荣誉称号，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因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闻名而授称的驻

城市部队。从此，以艰苦奋斗、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特质的“好八连”精

神，成为全军学习的楷模，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人。

“好八连”精神源于信仰、成于坚

守、达于传承，反映的是人民军队性质

宗旨，折射的是革命军人光辉本色，集

中体现的是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激发的是推进强军事业的强大正能量。

艰苦奋斗、永葆本色，是“好八连”

精神的特有品质。这种品质不是自然

萌发的，而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基

因传承。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

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

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人民军队从劳苦大众中走来，

在艰难困苦中成长，留下了毛泽东背

粮、朱德的扁担、方志敏的清贫等佳

话，留下了长征两万五千里的足迹，留

下了“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

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

天”的回音，也锤炼了这支军队打不

倒、拖不垮、困不住的顽强意志。

解放后，面对灯红酒绿的十里洋

场，驻沪部队面临全新特殊考验。国

内外反动派猖狂叫嚣“上海是个大染

缸，叫你共产党解放军红的进来、黑

的出去”。然而，“好八连”这支从胶

东半岛走出的连队，不仅经受住了枪

林弹雨的考验，也抵住了“香风毒雾”

的侵蚀，当好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做

到了“居闹市、尘不染，拒腐蚀、永不

沾、笑傲霜雪松柏坚”。今天，面对各

种社会思潮的冲击、腐朽文化的侵蚀，

艰苦奋斗没有完成时，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每一名官兵更应向“好八连”

学习，坚守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

捍卫政治优势，守望好我们的军魂高

地。

服从号令、执纪如铁，是“好八

连”精神的生动呈现。“好八连”是解

放上海的亲历者，也是最早进入大城

市、模范执行入城纪律的模范部队之

一。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为了保护

好上海这颗东方明珠，把人民的城市

和财产接收好，包括八连在内的解放

军部队，严格执行上级“不准用炮”的

指示，冒着敌人的火力“打到哪里，保

护到哪里”“瓷器店里打老鼠”；上海

解放后，接管部队有条不紊地进入各

自的警备区域巡逻，严格执行《约法

八章》《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和各

项纪律规定，对人民秋毫无犯，从军

长到士兵都露宿街头，坚决不入民

宅。即使是美国合众社也不得不承

认“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

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

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

睡在人行道上……”这种纪律性和执

行力，在解放军驻沪部队中流传下

来，在八连这支年轻连队中发扬光

大，树立起我军胜利之师文明之师的

典范。今天，面对改革、备战、发展的

种种考验，我们也要更加强化“四个

意识”，坚决贯彻“三个维护”，尤其要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

“天条铁律”和“第一规矩”，把对党的

忠诚写进心底、化作行动、融为自觉。

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是“好八连”

精神的宗旨所系。人民军队从诞生之

日起，始终坚持团结人民、依靠人民、

服务人民，打赢了革命战争时期为民

族求解放、为人民求幸福的翻身仗，打

赢了危急关头保护人民安危的救灾

仗，打赢了和平年代军民团结、拥政爱

民的政治仗，涌现出雷锋、欧阳海、李

向群等热爱人民、服务人民、保卫人民

的英雄模范，树立了人民军队爱人民、

为人民的光辉形象。“好八连”精神之

所以感人至深、经久不衰，就在于55年

来，一代代八连官兵保持“为人民、几

十年”的高尚情怀，为民服务、奉献爱

心，支援驻地、勇挑重担，传递文明、引

领风尚，当好践行宗旨、走在前列的集

体雷锋，使“好八连”这张“精神名片”

越来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今天，

尽管时代、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

军官兵依然要不忘初心、不忘本色，以

更强的政治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

记挂在心上，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坚

战，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关系，始终

当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作者系31619部队政治工作处主任)

霓虹灯下的红色基因传承

苏联的严寒给侵苏德军带来了很大困难。

项羽再世
南北朝时期东魏名将高敖曹，是

东冀州刺史高翼第三子，司空高乾之
弟。年轻时也是个横行乡里的豪强
恶霸，其父都受其连累坐过牢。高敖
曹后随兄高乾起兵反对杀死孝庄帝
把持大权的尔朱家族。殷州刺史尔
朱羽生带着 5000 骑兵偷袭高氏兄弟
控制下的冀州州治信都郡，尔朱军直
到城下才被发现。高敖曹听说敌情
后，来不及穿戴盔甲就带着十几名部
曲骑马冲出去迎敌。高乾在城楼上
看着自己的亲弟弟带着十几个人就
冲向黑压压一片的敌军，倒也冷静。
一边下令关闭城门，一边用绳子从城
上坠下 500人去增援。不过这完全是
多余的，援兵还没赶过去，高敖曹就
已经把尔朱羽生打得大败而逃。高
敖曹使得一手丈二马槊，十几名部曲
也是亲手训练出来的，以一当百，尔
朱羽生看着就这么十几个人还十分
嚣张的冲杀过来，担心有埋伏带头就
跑，整支部队也就随之崩溃了。时人
将此战与当年的秦楚巨鹿之战做比
较，称高敖曹是项羽再世。

勒脖子和套肩膀
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马拉战

车是从西方传来的，但事实上中西方
的战车有很多不同。如先秦时代的
中国战车，其车轮直径要比西方战车
大，西方战车车轮的直径一般在 0.8~
0.9 米之间，而中国战车的车轮直径
从目前考古的成果来看超过 1米，多
在 1.4米左右。

而且中西方战车的系驾方法也不
同。西方战车采用“颈式系驾法”，与
车体连接的带子直接绑在马的脖子
上，而中国战车则将带子绑在马的肩
胛两侧。西方的系驾方法，压迫马的
气管，如同勒脖子，无法充分发挥马的
体能，而中国的系驾方法就好得多。
如果用同样的马，中西两种形式的战
车竞速，获胜的无疑是中国战车。

（谢 纯）

俄罗斯气象史上曾有一位大元帅
气象学家，这就是约瑟夫·朱加什维
利·斯大林。1899年，这位年轻的格鲁
吉亚人来到第比利斯地球物理天文台
担任气象观察员，并在这里工作了 98
天，其职责是把所有测量气温的仪器
每小时巡查一遍，并观察云量、风速和
气压等情况，然后登记到专用日志本
上。1901年，斯大林离开天文台，44年
之后成为苏联大元帅。正是在他的提
议下，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开始向敌
后飘放探测气球，探测天气情况，为制
订航空兵行动计划提供参考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军事气象
学的迅猛发展。1941 年，苏联组建了
第一支军事气象分队。德国海军上将
弗里德里希·鲁格曾说，二战时气象情
报的价值相当于一种“特种武器”。苏
联红军最后大获全胜原因很多，但气
象预报工作功不可没。相反，德军就
缺乏有关苏联冬季天气的情报，不知
道这是德国天气预报部门的失误还是
野战条件下无法进行此类研究的缘
故，但事实表明，德国人 1941年对莫斯
科的严冬的确没有做好准备。因为部
队需要准确的天气预报以确定战斗行
动实施的时间。而苏联人在卫国战争
期间已将水文气象部门列入武装力量
序列。1941 年 7 月 15 日，红军水文气
象总局正式成立，并与中央天气研究
所（1943年改称中央预报研究所）一起
编入国防人民委员会，接受总参谋部
的直接领导，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
部也设立了水文气象处。

战争初期，因苏军接连败退，许多
城市失陷，苏联天气预报员无法获取
这些地区的天气情况，因此只能面对
残缺不全的天气预报图工作。为了解
决这一难题，1942年，苏军在白俄罗斯
和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游击队里找到了
一些队员，教会他们观察气象以及操
作仪器的方法，获得的气象资料通过
无线电发送到莫斯科的游击战中央司
令部，再转发给各集团军司令部、航空
兵和中央天气研究所，从而把残缺不
全的气象预报图里那些空白地点尽力

补充完整。工程师们还在水文气象工
作人员的直接参与下，紧急研制出结
构紧凑的自动化无线电气象台，它由
两个小箱子组成，用飞机空投到德军
后方，一昼夜可以发报 4次，传输距离
可达几百公里，获取飞行航线上的天
气信息。正是由于获取了德军飞机不
适合出航的情报，1941 年 11 月 7 日的
红场阅兵才得以顺利进行；莫斯科保
卫战期间，也是在获得了冰雪路面可
供坦克通行的气象情报后，最终确定
了当年 12月份大反攻的开始时间；苏
联人还在莫斯科运河里利用人造洪汛
制造了一次破冰行动，成功地阻止了
德军在莫斯科以北地区发动的攻势。
另外，在制订 1942 年冬天沃尔霍夫方
面军、西北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作
战计划，1943 年夏秋强渡第聂伯河，
1943年冬天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及击
溃德军大规模部队集群时，天气预报
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样，正是
因为水文气象保障有力，列宁格勒大
围困期间著名的拉多加湖冰雪生命线
才能顺利开辟和运转。

二战结束几十年之后，法西斯德国
也组建过类似气象部队的情况才大白
于天下。1944年 9月，U-307潜艇将 11
人送到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东北诺尔

多斯特兰岛，绝密行动“赫德根”就此拉
开帷幕。一昼夜之后，岛上运来了将近
1800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物资，其
中有 2座现成的木制房子、军需食品、
武器弹药和气象设备。这是德国极地
考察学家威廉·德格领导的一个军事气
象学家小组前来开展气象数据搜集和
研究工作。他们建造了一座秘密气象
台，向德国源源不断地发送气象数据。
这部气象台直到德国投降也没被发现，
一直到 1945年 5月底，德国气象学家才
与驻扎挪威的英军联系，请求将他们从
岛上撤走，他们是从收音机里获悉德国
已经投降的消息，但接他们的船直到 3
个月后的 9月 3日才到达此地。这也是
德军最后一支投降的部队。但在临行
前，德格将所有考察材料、日记和电影
胶片都埋在了岛上，直到 30年之后，他
的同样从事科研工作的儿子才把它们
挖掘出来。

■谷远强

气象战助力苏联击败德国
■闻 敏

“借尸还魂”之计的运用强调的是
一种主动性，不管形势如何不断变化，
如果能够发现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力量和条件，敢于并善于使用这一计
谋，即使我方处于被动局面，也能够化
被动为主动，改变战争形势并取胜。

运用“借尸还魂”的关键在于“借”，
即能够发现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
量。其前提首先在于情报的搜集和整
理，即决策者能够准确把握和分析敌我
双方的实力对比、优劣变化以及条件、
环境等各方面信息，做出准确的决策。

曹操于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之际，
“借”已衰落的汉室所拥有的正统地位，
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箭三雕，既顺应民
心、使诸侯归顺，又取义于天下，“还”自
己成为中原霸主之政治合法性，这就是
曹操及其谋士基于相关情报，正确分析
当时的环境和形势所做出的判断。“借
尸还魂”的效果之一就在于能以小取
大。就客观条件而言，曹操当时即使不
借汉室之“尸”也有统一中原的能力，但
他之所以选择曲线前进，就是基于这种
考虑，能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达
成自己的目的。

做好情报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搞清

楚能“借”什么，那么下一步就要思考如
何“借”。若最终只是“借尸还尸”，那么
一切都毫无意义，如果过分强求，丧失
了自己的根基，反而是得不偿失，“借尸
伤魂”。所以，把握好度，不妥协、不强
求才是“还魂”的正确做法。

冷战期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
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优势，通过各种手
段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扶植代理人，扩展
势力范围，与美国激烈对抗。虽然“借
尸还魂”的代理人战略为苏联的扩张带
来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由于苏联未能
周全考虑甚至忽视了扶植代理人所付
出的成本，导致其反而成为苏联沉重的
包袱，消耗了大量本可用于国家建设的
资源，拖累经济发展，并最终拖垮苏联。

而在己方身处劣势的情况下，“借尸
还魂”也是一种险中求胜、保存自己的做
法。如诸葛亮病逝前为保全蜀军所使用
的最后一计。为了防止自己死后敌军趁
机劫营，诸葛亮利用司马懿的多疑，令蜀
军秘不发丧、照常撤退，待其追来时，用
木像将其一举惊走。这一策略是在逆境
中的一招险棋，但采用“借尸还魂”的谋
略，充分利用敌人对自己之“尸”的疑惧
心理，成功还了蜀军的“魂”。

现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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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尸还魂”在《三十六计》

中属“攻战计”，原文为：“有用

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

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按：“换代之际，纷

立亡国之后者，而代其攻守者，

皆此用也”。借尸还魂一词的原

意是指已经死亡的东西通过借

助某种外在事物的形式得以复

活，而在军事战略上，意指借用、

支配某些衰败腐朽、孱弱蒙昧、

无所作为的事物中所具有的某

点有利的形势，来实现自身的战

略目的。

原 典

据《资治通鉴·汉纪》记载，
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
居于西川的益州牧刘璋担心自
身实力不足以抵抗汉中的张鲁，
又闻曹操将攻取两川，因此刘璋
决定迎请占据荆州的刘备入川，
协助抵抗张鲁、曹操。

刘备希望入据西川已久，此
次得知刘璋邀其入蜀，可谓正中
下怀。刘备入蜀后，刘璋推举其
为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璋集
团中对迎刘备入蜀持反对意见
者也碍于刘璋的威望无法公开
反对。刘备自此在西川站稳脚
跟，并发展壮大自身势力。

两年后的东汉建安十八年
（公元 213 年），刘备以刘璋不肯
全力对抗曹操为由向刘璋宣战，
率兵直捣成都，吞灭了刘璋集
团，自领益州牧，由此获得了蜀
汉集团在三国争霸中最为巩固
的一块根据地，为建国打下了基
础，成功借刘璋的“尸”还了自己
的“魂”。

在某些战役中，通过借助某种具体
的外在事物的形式作为幌子来实现自
身军事目的的战术，也是对“借尸还魂”
这一谋略的有效运用。

1951 年 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
二营奉命坚守汉江南岸滩头某阵地，血
战五日五夜，消灭敌人一千余人，终因伤
亡过多、弹药不足而暂时后撤。2月 10
日清晨，约一个营的敌人占领了该阵地。

当时整个阵地正被大雾笼罩，能
见度不足 20 米，我军营长经过分析认
为，大雾天气正可以作为隐蔽突袭的

屏障，并且敌人经过长时间作战刚刚
占领阵地，必然来不及布置严密的防
守措施，便利用这个时机，施展“借尸
还魂”之计。

26名志愿军战士换上敌人服装，趁
着大雾兵分两路从左右两边摸上阵地。
当时敌人正在开饭，防备松懈，在雾中看
到与己方相同服装的人，以为是自己人，
没有在意。在距离敌人四五米时，我军
战士发起突然袭击，毙敌 30余人。敌方
不知我军虚实，慌忙撤退，整个战斗只用
了十几分钟我军就重新夺回了阵地。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许世友

上 将 向“ 南

京路上好八

连”授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