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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渡金沙江》：
有勇有谋，主宰战场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驰骋于黔、
川、滇三省交界地区，在敌重重包围之
中穿插迂回，不仅使国民党反动派的
围追堵截计划一再落空，还多次主动
出击，甚至威胁到督战的蒋介石。连
环画《巧渡金沙江》讲述的就是红军干
部团，在主力军团到达渡口前，歼灭敌
人守备连队、夺取渡江船只的故事，彰
显了我军指战员出色的谋略和勇敢无
畏的战斗精神。

1936 年 4月，为进一步拖垮敌“追
剿”部队，建立较为稳固的根据地，中
央红军决心向川西挺进。中央红军一
面令红九军团疾速进入云南，逼近昆
明，大造声势要夺取昆明；一面令主力
部队向北挺进，直奔金沙江。原驻守
昆明周边的部队此时大部分被蒋介石
调往贵州，昆明守备空虚。“云南王”龙
云急命滇北各部及各地民团火速驰
援，滇北地区和金沙江南岸的守备力
量就变得薄弱，为红军巧渡金沙江、北
上川西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

4月 2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
责人召开会议，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云南地形不同于湖
南、贵州，没有良好山区可资利用，应趁
金沙江沿岸敌人空虚，尾追敌军距我军
尚有几天行程的情况，迅速北上，抢渡
金沙江，夺取先机。29日，中革军委发
布《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
区的指示》。30日，中革军委在云南寻
甸县柯渡丹桂村，召开会议部署抢渡金
沙江的行动。在红 1军团、红 3军团于
龙街渡、洪门渡渡江失败后，毛泽东选
择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军委干
部团抢夺皎平渡渡口。

5 月 2 日晚，干部团昼夜行军 100
公里，于 3 日黄昏突然出现在皎平渡
渡口，迅速控制南岸渡口并缴获两只
木船。连长萧应棠率两个排渡江，消
灭对岸守敌控制渡口。干部团 2营随
后过江，向纵深发展，夺取通安州并一
直打到了会理城下，巩固渡口安全，并
为渡江后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红
军又找到五只木船，两万多红军渡江
全靠七只木船往复运输。中革军委成
立渡河司令部，专门负责指挥渡河工
作，并在两岸点燃木柴，昼夜渡江。

9日，两万多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
沙江。两天后，敌万耀煌的第13师先头
部队才抵达皎平渡渡口，薛岳的其他部
队直到七天后才追到江边，此时渡口早
已空无一人，薛岳等人只好望江兴叹。

《敌后武工队》：
“袖中利剑，怀中匕首”

连环画《敌后武工队》讲述了 1942
年侵华日军实行“大扫荡”时期，冀中
军区九分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遣
魏强、贾正参加武工队，杀回冀中平
原，在敌人的“心脏”开展斗争的故事。

武工队这种抗日斗争形式，是我
党我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一个缩
影，他们在敌伪统治地区内神出鬼没，

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被誉为
对敌斗争的“袖中利剑，怀中匕首”。

1942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针对晋
绥地区被敌人“蚕食”的现状，提出了
要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中共晋绥
分局和军区于 11月作出决定，指出武
工队是“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
面‘挤’敌人的战术单位，是‘挤’敌人
的先锋”。山西忻县蒲阁寨，是敌人靠
近根据地比较突出的一个据点。晋绥
第六分区武工队进驻该地之后，一面
发动方圆几十公里的群众搬到根据
地，彻底孤立敌人；一面在一个主力连
的配合下，开展地雷战和民兵联防战，
打敌出扰，阻敌交通，使敌人首尾不能
相顾，最终狼狈地滚出了蒲阁寨。

在日伪占领地区，大部队目标大，
难以进入，武工队目标小，可以直插敌
人“心脏”地带。1943 年初，八路军总
部提出武工队的工作目标就是“组织
敌占区、游击区群众，变敌占区、游击
区为隐蔽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或
游击区”。武工队潜伏进入敌占区之
后，或分或合、或东或西、或打或走、或
民或兵，不断在敌人据点之间实施穿
插、袭扰，有时候还潜入敌军营地活捉
敌指挥官。

《南征北战》：
运动歼敌，势如破竹

连环画《南征北战》讲述了 1947年
初，我军华东部队某部一团一营，根据
上级总体部署，在当地民兵、群众的有
力支持下，分别在桃村、摩天岭、将军
庙车站三次阻击敌人的战斗。在兄弟
部队的配合下，充分发挥运动战歼敌
的巨大优势，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
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进攻中
原解放区，掀起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
攻。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沉重打击了
国民党军队，迫使其不得不从全面进
攻转而对我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实施
所谓重点进攻。

为了更有力的歼灭敌人，我华东部
队实施战略后撤，并采取运动战歼敌的
策略，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粉碎了
国民党军队对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
攻。在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中，我
军也坚持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哪
里便于打击敌人就去哪里，不惜暂时
放弃部分城市。在作战过程中，集结
数量规模大于敌人、整理战斗力强于
敌人的部队，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
会。“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
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给予其出乎意
料的致命打击。

《军旗飘飘，决不后退》：
为了胜利，血战到底

连环画《军旗飘飘，决不后退》刻画
了志愿军某部的一位英雄连长高成山，
他奉命带领本连在 938.2 高地阻击敌
人。在五天的激战中，该连先后打退敌
人十余次进攻，并主动发起了七次进
攻，毙敌1800余人。在全连伤亡很大的
情况下，高成山临危不惧，带领仅剩的5

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最终壮烈牺牲。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周年座谈会”上
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
曲可歌可泣的凯歌，而且锻造出伟大
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就是：祖国和人民
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
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
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
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
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
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虽然作战条件异常艰苦、兵力兵
器对比十分悬殊，但志愿军依然利用
灵活的战略战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
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如
14小时穿插 72.5公里进行的三所里战
斗，切断了美军第九军的退路，大量歼
灭敌人有生力量；在“118 打、119 看、
120 围着打转转”的横城反击战中，邓
岳师长指挥志愿军第 118师大胆迂回，
配合友邻部队将美军分割包围、各个
击破，就连美军指挥官李奇微都称志
愿军是“天兵天将”。

《活捉六十三个鬼子》：
孤胆英雄，英勇无畏

《活捉六十三个鬼子》讲述了抗美
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的英
雄事迹。在第五次战役中，刘光子所
在团包围了英军中声名显赫的“双徽
营”格罗斯特营。这支部队因在 1810
年侵略埃及的战争中，以少胜多、反败
为胜，受到英皇赏赐，是英军中唯一佩
戴两块帽徽的部队。

在我军打击下，“双徽营”四散溃
逃，分散在方圆百里的雪马里地区，我
军追击部队也分散开来搜剿敌人。刘
光子当时带领两名新兵行动，当冲到
一个小高地时突然发现在反斜面的草
地里拥挤着一百多名英军士兵，刘光
子迅速投出一枚自制“反坦克手雷”，
把英军炸倒一片。借着爆炸浓烟，刘
光子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大喊佯装
在指挥部队，这一举动不仅震慑了英
军，还让他们难以判断我方兵力数量。

当有英军发现刘光子孤身一人
时，妄图捡起地上的枪反击，刘光子马
上将其击毙，吓得其他英军都不敢动
弹。没过多久，两名新兵也赶来接应，
把俘虏押到战俘营。

战前，志愿军 187师曾经提出一个
口号：“抓一个俘虏立一个功。”刘光子
一下子抓了 63名俘虏，志愿军总部决
定授予刘光子“孤胆英雄”荣誉称号，
并记一等功。1954 年，刘光子作为战
斗英雄前往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
斯大林问他是怎样自己一个人俘虏那
么多俘虏的？刘光子只是腼腆的说了
一句：当时反正是豁出去了！

思想是不灭的火种。在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到来之际，马克思的思想却

一刻也没有走远，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

依然闪耀着超越时空的真理之光。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

的革命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

军事理论是统治阶级的专利。马克思

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把军事

理论这把“天火”送到了无产阶级手中，

不仅教会了无产阶级如何正确地认识

和分析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怪

物，还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军事斗争对于

争取自身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懂得了正确运用军事斗争手

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为革命者进行军

事斗争点燃了导航的“火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

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

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

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

制度才能达到”。在1850年总结德国革

命经验教训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

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

提出工人阶级应该拥有武装，应该建立

由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

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或独立

军团，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未

来革命运动中保持独立政治地位，掌握

运动领导权的基本条件，等等，既科学

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目的的途径

和手段问题，而且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

必须有军事上的准备，从而为发展无产

阶级军事理论提供了前提条件。正是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俄国布尔什维克

发动了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世界民

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是现代军事科

学的重大创新。在战争本原问题上，资

产阶级思想家和军事理论家受唯心史观

的影响和支配，习惯于把导致战争的根

本原因归结为人类的欲望或意志。马克

思第一次向世人深刻揭示了经济是战争

的本原，阐明了社会经济运动对战争的

根本支配作用，把唯物主义战争观提升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和恩格斯不仅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

军事领域，而且在战争基本理论、军队基

本理论、战争指导艺术、军事科学发展规

律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提出

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为后人把握战

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提供了范例。即

使是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军

事理论家，也不得不正视马克思所揭示

的战争运动规律，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

义军事学说的杰出历史贡献。英国军

事理论家富勒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关

于战争艺术的新颖看法“注定改变了整

个战争的指导”。冷战结束后，一些国

家之间或内部爆发的武装冲突大多被

打上文化、宗教、民族、资源等方面的烙

印，但其背后最根本的还是这些国家社

会内部存在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冲

突。因此，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中将伏拉基米尔·奥斯坦科夫仍强调，

“（21世纪）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

即暴力手段的继续；政治本身不是别

的，而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

义军事学说在此铿然回响。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是现代军事

革命的前沿号角。早在 19世纪 40年

代，马克思对火器的发展给军队带来的

影响，就谈过自己的看法。后来，他和

恩格斯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理论考察作战方式的变革，科学地提示

了作战方式变革的真正原因。强调各

种战争形态及其基本作战方式，根本是

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

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进

步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进而衍

生出了后人关于社会生产力和军事科

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起根本

作用的认知。时至今日，“有什么样的

科学技术，就有什么样的战术和作战方

式”，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军人的共识，

由此也拉开了各国军事革命的帷幕，机

械化战争、核战争、信息化战争乃至未

来的智能化战争，都可以视为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拓展和延伸。实践证明，马克

思主义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

在信息时代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小人书”中重温英勇善战

《孙子兵法》早就指出：不顾条件地
硬攻城池是下策，会遭致失败。敌人既
然已占据了有利地势，又做好了充分的
应战准备，就不能与他硬拼。应该巧妙
地用小利去引诱敌人，把敌人诱离坚固
的防区，引诱到对我有利的战区，我方
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天时、地利
和人为条件，击败敌人。
“调虎离山”，难在“调”字上，关键

在于指挥员主动性的发挥。克劳塞维
茨讲，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王国。指
挥员的感情最容易被各种新出现的情
况所左右，以至于影响对战场环境的分
析判断和定下决心。使用此计妙就妙
在利用敌人的错觉，巧妙地制造各种假
情况，因势利导，牵“牛鼻子”。

在实战中，此计有两种用法：一是
把敌人引诱到我次要方向或对敌不利
的另一方向，以减轻我正面战场压力，
缓解我主要作战方向上的危机。海湾
战争中，根据最初方案，美军拟于科威
特海岸实施代号“沙漠军刀”的大规模
两栖突击行动。后来考虑到伊军已经
有所防范以及两栖登陆面临各种困难，
特别是可能造成严重伤亡，联军总司令
施瓦茨科普夫把地面进攻的重点转移
到伊军防守力量薄弱的伊拉克、沙特边
境西部沙漠地区，实施“左勾拳”行动。

同时，联军顺势而为，将“沙漠军刀”改
为佯动计划，两栖特遣编队在波斯湾举
行大规模两栖登陆演习，诱导伊军深信
联军将实施两栖登陆，以吸引和牵制伊
军主力，为联军主力的“左勾拳”行动创
造有利条件。美军的示形造势和诱导
欺骗行动成功牵制住伊军主力，缓解了
主要作战方向的压力，成为“调虎离山”
之计运用于现代战争的成功范例。

二是引诱敌人脱离坚固的据点，就
我所范。2004年，在攻打伊拉克重要城
市费卢杰的作战中，美军再次使用“调
虎离山”之计。战前，反美武装在城北
部署严密。如果强攻，美军必将付出沉
重代价并造成附带伤亡。针对这一情
况，美军设法将敌人调离坚固阵地，进
而消灭其有生力量。为此，美军在费卢
杰东、南两个方向示形造势，制造从南
向北进攻的假象，并成功诱骗反美武装
离开预设阵地，将防御重点从城北转向
城南。在转移过程中反美武装的防御
部署被打乱，有生力量暴露在外，失去
了建筑物和坚固工事保护，为美军发起
地面进攻和寻机歼敌创造了有利条
件。战后清理战场发现，反美武装在城
南的防御工事虽然密集但杂乱无序且
朝向南方，证明美军“调虎离山”之计的
运用取得成效。

现代战例

第
十
五
计
：
﹃
调
虎
离
山
﹄

三
十
六
计
与
古
今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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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鹏

“调虎离山”在《三十六计》

中的原文为：“待天以困之，用

人以诱之，往蹇来连。”意为等

待自然条件对敌方不利时再去

围困之，用人为的假象去诱

骗敌方。向前进攻有危险，那

就想办法让敌人反过来攻我。

此计是一个调动敌人的计谋。

计里讲的“虎”，指强敌；“山”

一般情况下比喻良好的阵地条

件。强敌又得地利，那就如虎

添翼，强上加强。如果调动敌

人脱离良好的阵地，就会使敌

人化强为弱。

原 典

东 汉 末 期 ，北 边 羌 人 叛
乱。朝廷派虞诩平定叛乱，虞
诩部在陈仓崤谷一带受到羌人
阻截。这时羌人士气正旺，又
占据有利地势，虞诩不能强攻，
又不能绕道，进退两难。虞诩
决定诱使羌人离开坚固据点，
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
扎营。对外散布消息称行军受
阻并向朝廷申请增援。羌人见
虞诩停止前进、等待增援，就放
松了戒备，纷纷离开据点，到附
近劫掠财物。虞诩见敌人离开
了据点，下令部队急行军，日夜
兼程，以每日超过百里的速度
通过山谷。而且在急行军时增
加沿途灶的数量。羌人误以为
汉朝援军已到，同时自身力量
又已经分散，因而不敢出击。
就这样虞诩顺利通过陈仓崤
谷，转入外线作战，羌人在时间
和空间上都陷入被动，不久叛
乱被平定。

1944年 6月 6日，美英盟军开始了诺
曼底登陆战役。在法国的科坦丁半岛北
部，盟军空降部队经过一天多的激战，与
海运登陆的部队已经接触。此时，落在
泛滥区后边的美军两个空降师，仍处在
随时被德军包围的险境。可是，德军一
直误认为科坦丁半岛登陆的盟军是一股
不大的空降部队，未予重视。直到 6月 7
日，德军才开始抽调预备兵力向科坦丁
半岛泛滥区开进。正在这时，德军接到

在爱夫南齐斯北面和西面有大批盟军空
降的消息。德军预备队正举棋不定，突
然又有报告说：三百多架盟军飞机曾在
圣罗以西地区空降了不少伞兵。其实这
些都是用木偶伪装成的伞兵。德军元帅
隆美尔错误地认为这是盟军在那里大规
模海上登陆的前奏，于是命令全部预备
队扑向盟军设计的假空降地区。当德军
向西扑空之际，美军的两个空降师乘机
跨过了泛滥区，解除了危机。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周 一

连环画，也称为“小人

书”，是几代人的童年回

忆。“小人书”题材广泛、内

容多样，而其中涉及人民军

队战斗故事的题材是最受

欢迎的，它们以另一种形式

展现着人民军队英勇善战

的不变红色基因，让一个个

英模形象跃然纸上，让革命

先烈浴血奋战的故事深入

人心。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光芒依旧闪耀
■贾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