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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6 月 26 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分局，告知
外线作战的计划：“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
主力出陇海豫东，陈毅、舒同主力出徐州、蚌埠间，
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
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裕、谭震林率主力（不
少于 15个团）位于 3分区（淮南津浦路东），与陈、舒
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
该地区之敌，恢复 3、4分区（津浦路以西），并准备打
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华中野战军的一切听
陈、舒指挥。”

27日，粟裕就毛泽东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
南的计划给各领导机关发电：“中央作战方针完全正
确。惟在 3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
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
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并提
出建议：“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

毛泽东对粟裕 6月 27日电极其重视，于 6月 28
日复电华中野战军：“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
候安排。”

6月 29日，粟裕、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 4人联
名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
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
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公粮收入占华中二分之
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
作用。”“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以担任钳制任务。
如苏中丧失，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
退两难。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
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并建议：“在第一阶
段中，华中野战军第 1师和第 6师仍留苏中解决当前
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两解
放区部队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 1、第 6
师再加入蚌埠、浦口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6月 30日毛泽东复电：“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
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7月 1日，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发起总攻，其
参谋总长在南京宣布：“要在 48小时内全歼”“让解放
区成为历史上的名词”。而此时，毛泽东认真研究粟
裕的几次建议，决定推迟外线作战时间，“我先在内
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有了中央明确的指示，在随后的苏中作战中，
粟裕放开手脚，以华中野战军 19个团约 3.3 万人的
兵力，在敌人以 15 个旅约 12 万人向我进攻的情况
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自 1946 年
7 月 13 日至 9 月 12 日，组织了宣泰攻坚战、皋南急
袭战斗、海安防御战斗、李堡攻坚战斗、丁堰攻坚战
斗、邵伯坚守防御战斗、如黄路遭遇战共七次战斗，
连战连胜，取得了七战七捷的重大战果，歼敌 5.3万
余人。

此役，正是战役指挥员，在维护核心确保中央战
略计划推进的同时，结合一线实际情况，实情上报提
案，以战役胜利加快推动战略全局向好发展的典范；
也是毛泽东同志注重发扬军事民主，信任一线、信任
下级指挥员，知人善任的典范。

78年前的今天，1940年5月10日，

纳粹德国军队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

部展开了全面进攻，由飞机、空降兵和

装甲部队组成的德国机械化兵团，在此

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狂飙突进。而坐拥

数十万重兵的法军相形见绌，头脑却被

牢牢禁锢在战前修筑的马奇诺防线上，

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快速穿插，席

卷大半个西欧平原。

如果暂时放下战争的正义性，从战

争博弈和军事指挥的角度来看，德军确

实创造了机械化战争的战场奇迹，他们

的胜利是建立在对手的愚蠢懈怠之上，

是建立在超越敌人的思维创新之上，是

建立在领先时代的技战术运用之上。

可以说，马奇诺防线不是从正面被突破

的，而是从“心”中开始突破的。坐在马

奇诺防线后方的法军很大程度上并不

是被纳粹德国军队打败的，而是被自身

的怯懦、保守和懈怠打败的。

英勇顽强才能直面牺牲。战争是

人类矛盾不可调和的最高斗争形式，打

赢战争首先需要的是敢战、愿战、求

战。不幸的是，二战初期的英国、法国、

荷兰、比利时等国，最缺乏的就是决胜

勇气。曾经诞生过欧洲顶级军事家拿

破仑的法国，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以贝

当元帅为代表的法军宿将，被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重大伤亡吓破了胆，耗费巨大

人力、财力、物力修筑了马奇诺防线这

条人类现代战争史上的摆设，为的就是

“不愿法兰西青年再流太多鲜血”。这

种一味避战、惧怕牺牲的胆怯心态，使

得法军的作战意志和战场主动性、能动

性，从战争打响前就落于下风。英法等

国盟军在德国入侵波兰后作壁上观，在

马奇诺防线被绕过之后被动无措，都是

这种示弱心态的延续和传染。最终，逃

避流血的法国人，最终付出了祖国沦陷

的沉重代价。

创新思维才能因敌制胜。恩格斯指

出，“技术每天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

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

东西加以抛弃……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

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

更勇敢的头脑”。马奇诺防线是法国军

界对一战堑壕战经验的深入总结，是法

军企图复制昔日战果的集中体现。这个

欧洲最为庞大的工程项目，充分利用江

河障碍和沼泽地地形优势，集中了大量

的火炮、机枪和钢筋混凝土永备工事，把

当时的筑城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但这条

防线的背后，代表的却是一套陈旧的军

事理论，完全无视机械化立体式战法的

历史洪流，误导了一代法国军人。曾是

一战凡尔登战役英雄的法军贝当元帅，

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坦克和飞机不能改

变战争的形态和进程，法国的安全主要

建立在边境上连绵不断的要塞工事

上”。英国作为法国人的盟友，也深受这

种惰性思维的毒害，无视机械化技术的

蓬勃发展。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早于德

军将领古德里安提出装甲战思想，却被

英军视为离经叛道，其思想也被束之高

阁……种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在英法

盟军一方体现得淋漓尽致，直到德国人

的坦克碾碎他们的梦呓。

积极备战才能熔铸战力。列宁有

言：“一支军队不准备学会使用敌人现

有的和可能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

和方法，这是不明智的，甚至是罪恶的

行为。”在马奇诺防线前后，英法一方的

军事实力并不弱于德军，人员数量、武

器装备甚至超过了对手，尤其是作为机

械化重要装备的飞机、坦克数量，也远

远高于德军。但现代战争不是线性的

排列组合，也不是人与物的简单堆砌，

而是技术与战术的灵活组合、勇气与智

慧的复合对抗，这需要大量艰苦细致、

平淡乏味的工作。在这方面，德国人的

认真准备和英法的吊儿郎当形成了鲜

明对比。战前，当德国人苦练空地协

同、步坦协同时，英法一方不以为然；战

争爆发后，当德国人穿过阿登山脉110

千米长的峡谷地带时，英法军队整日无

所事事，既不作战、也几乎不训练，法国

人每天除了挖野战工事，就是享受后方

提供的娱乐设施，连基本的机动调防也

没有部署。这样做的后果是，兵力和装

备总量超过德军的英法军队，在重点方

向上被对手压着打；包围圈内的法国人

尽管顽强抵抗，但训练水平、战术能力

低人一等，适应不了德国人的新战法，

垂死一搏也改变不了懒散懈怠造成的

厄运，马奇诺防线成了羞辱法兰西民族

的叹息之墙。

（作者系吉林省军区和龙市人民武

装部政委）

“欲擒故纵”的思想源自《老子》，书
中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
之，必固与之。”《鬼谷子》中也有类似表
达：“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用好这
一计的关键，在于把握好“纵”的时间和
尺度。因为时间太短不能有效削弱敌
势，时间太长又容易生出变故；追敌太紧
可能使敌拼死反扑，追得太松又可能错
失良机。纵观古今战例，若要运用好“欲
擒故纵”之计，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任欲而观，迫而不反。这一方
法的重点在于“纵”而观之，“纵”而随
之。它常用于当前的时间、地点、形势
等条件对我方消灭敌人还不够成熟或
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可以暂时放过
敌人，然后再寻找有利时机，予以沉重
打击。这种“纵”的方法常见手段有任
纵、骄纵和放纵等，郑庄公扑灭共叔段
的叛乱行动就属于放纵。

二是紧随迫势，限“纵”自耗。这种

方法的重点是密切注意敌人的一举一
动，因势利导，不断向其施加压力，迫其
在限定的“范围”内活动，然后采取措
施，让敌人暴露弱点，出现判断决策失
误，待其自懈自疲自耗时，审时度势予
以沉重打击，最终消灭敌人。常用手段
有迫纵、限纵、耗纵等，汉武帝平定淮南
王刘安叛乱就是采用了耗纵的手段。

三是待机后擒，事半功倍。这种方
法的重点是故意制造各种假象，纵容引
诱迷惑敌人，使其不能保持冷静，出现
判断失误，然后等待时机成熟时，找到
可以突破的“漏洞”，察隙伺机“擒获”敌
人。这一方法以计取、智擒为主，能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常用的手段有疲
擒、诱擒和智擒等，有时可以几种手段
一起采用，如孟良崮战役既有诱擒的手
段，又有智擒的因素。战场的形势千变
万化，在使用该计时一定要注意灵活运
用，把握住该计谋的核心，把握好“纵”
的尺度，选好进攻时机，最终取得胜利。

现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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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擒故纵”在《三十六计》中

的原文为：“逼则反兵，走则减

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

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

孚，光。”意指如果逼迫敌人无路

可走，那么他就会拼命反扑过来；

如果暂时放松追击让他逃跑，则

可减弱敌人的气势。对于逃走的

敌人，要紧紧地跟踪，但不要过于

逼迫敌人，以此消耗其体力，瓦解

其斗志。待敌士气沮丧、溃不成

军时，再突然擒获之，就可以避免

流血牺牲。此计贵在不要把敌人

逼进绝境，避免敌人拼死一战，使

其存在侥幸心理，然后找到合适

时机消灭他。

原 典

春秋时期，郑庄公的母亲姜
氏一直想让他的弟弟共叔段做国
君。郑庄公即位后，姜氏逼其将
郑国的京城封给共叔段，然后再
找机会帮助共叔段谋国篡权。

京城乃是郑国北方最大的城
邑，也是郑国北方具有重要意义
的战略要地。大臣们坚决反对姜
氏的提议，并要求铲除共叔段，但
郑庄公以母命难违为理由拒绝了
大臣的建议。

共叔段到京城后，开始招兵
买马，屯粮练兵，随后还占领了郑
国北方另外的两个城镇。大臣们
多次请求郑庄公出兵讨伐，但郑
庄公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

过了一段时间，郑庄公觉得
时机已成熟，就假称去周王室任
职，姜氏信以为真，就立刻派人送
密信给共叔段，让他发兵攻打郑国
都城，夺取君王之位。但共叔段率
领的军队出京城不远，就被郑庄公
预先埋伏的大军给歼灭了。

1947 年初，莱芜战役后，国民党对
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华东野战
军周密策划，主动寻找战机，试图从敌
人战线中间切割整体布局，各个歼灭。
但敌人吸取以往多次分路进攻被歼灭
的教训，把分散的兵力聚集了起来，采
取“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
步推进”的战法。

华东野战军通过围而不打、主动后
撤和分路穿插等战术行动，与敌人四处
周旋，希望拉开敌人各路部队的距离，
而后歼敌一部。可狡猾的敌人却始终
不上当。这时，党中央下达命令：“忍耐
战意，先佯装撤退，再等待时机。”

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定采用“欲擒故
纵”之计，对各纵队进行周密部署，采取
一系列迷惑敌人，隐蔽主力和使敌人麻

痹的行动。我军将主力向东移动，在战
场上后撤“一步”，退到莱芜、新泰、蒙阴
以东地区。国民党军队果然中招。蒋
介石以为华东我军的撤退是因为久攻
不下而疲惫撤退，便下令手下的 3个兵
团放开“步子”全力追击。这时敌人右
翼第 1兵团改变原定的稳扎稳打战法，
不待第 2、第 3兵团一起行动，即以整编
第 74师为骨干，在其第 25师、第 83师的
配合下，自垛庄、桃墟地区进攻坦埠，企
图乘隙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另以第 7
军及整编第 48师、第 65师在左右两侧担
任掩护。

华东野战军集结了几个纵队的兵
力，从敌人战斗队形中央楔入，利用有
利地形，将整编第 74师包围并全歼于孟
良崮，击毙其师长张灵甫。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人民军队如何确保全局胜利？
■伏 刚 杨 凯 吕文泉

■张志祥

马奇诺防线从“心”被突破

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确保全局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前线部队坚决执行中

央的命令。而那些中央与前线指挥员之间的战时电文，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在中央的领导下，

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目标，去争取全局胜利的历史细节。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秘密开始内战部署，
妄图抢占胜利果实。为在和平建国斗争中取得主动
权，毛泽东同志在 1945年 9月中旬制定了“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全新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我党我军着力
巩固华北及华东，控制热河、察哈尔，集中力量争取控
制和发展东北地区。1945年 10月，中央军委命令王
震率八路军 359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
队，同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 5师在中原会师，组建
中原解放军并成立新的中原解放区。自此，这部署在
江河淮汉之间的 6万兵力，对平汉铁路和武汉三镇构
成直接威胁，极大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大举北上、发动
全面内战的步伐，并成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南
线前沿阵地。

蒋介石视中原解放区为眼中钉、肉中刺，调集 30
万兵力大举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形势非常严峻。但为
了战略全局的胜利，中原部队必须完成“战略坚持”的
任务，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
建议“某些地区特别是平原丧失后，应以大别山西部、
桐柏山东部为反内战基地”，并于 1945 年 10月 20日
下午发起桐柏战役，歼敌 1千余人，取得首战胜利。
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你们须准备至少
六个月内在鄂豫活动。三部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
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方能转变你们
自己的局势。”中原地区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
指示，面对复杂局势紧抓战机，先后攻克枣阳、新野等
县城，歼敌 2千余人。由于我中原野战军坚决按照党
中央的指示坚守中原，干扰了蒋介石的战略计划，为
我其他方向部队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战略空间。

1946年 6月，蒋介石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
峙，速歼中原李先念部，计划于6月 22日前秘密完成包
围态势和攻击准备，并于7月1日占领宣化店实施攻击。

6月 1日，毛泽东致电中原解放区：“美蒋对我极为
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准备
突围作战。”21日，李先念、郑位三等请示中央：“现在我
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23日，毛
泽东以党中央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
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
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战机。”

根据党中央命令和局势情况，我中原野战军于 26
日在防区内秘密集结，按预定部署越过平汉线，历经
艰险冲破敌人重重合围。王震率领 359旅和干部旅，
于 27日抵柞水，尔后进入陕甘宁解放区；李先念和郑
位三率领 13旅、15旅一部于 28日进入陕南，后成立鄂
豫陕军区。至此，中原部队牵制蒋介石 30万主力部
队 9个月之久，为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国民党反动派
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 1946年 10月 1日的《三个月总结》
中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
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
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
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
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
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1947 年 7月 23日，毛泽东致电正在羊山集指挥
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
之敌，判断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
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除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
打陇海，不打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
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
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
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这封电报，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出的。1947
年 3月，国民党反动派由于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加
之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改为重点进攻，妄图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我陕北和山
东两大解放区。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认为解放区物
质基础薄弱，农业底子薄，更无工业，所以在对解放
区的进攻中，重点打击解放区的经济基础和生产秩
序，给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
了很大的影响。

1947 年 7月 27日，毛泽东致电刘邓：“望你们立
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 7月 23日电任
务。”28 日，刘邓大军打下羊山集，并向中央军委回
电，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央军委提出的方针，另一方面
如实汇报了部队当前的困难，部队自南渡黄河后，官
兵极度疲劳，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如果立即直插大别
山，且无后方依托，困难确实不小，希望能够在内线
继续歼灭敌人，待时机更加成熟再挺进大别山。

7月 29日，毛泽东向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
并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发出了一份三A级的“极秘
密”电报：“在山东敌不西逃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
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
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
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
别山。”

而最关键的是该电文中的这句：“现陕北情况甚
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
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胡宗南）军一部，协
助陕北打开局面，至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
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7月 30 日，毛泽东又致电刘邓、陈粟，除对军情
的指示外，还通报了陕北我军的战况及行动路线，
并加了这样一段话：“边区受胡军蹂躏，人民损失甚
大，粮食缺乏，人口减至 90万。”7月 30日，刘邓即复
电中央军委：“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
之需。”

随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
部署，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揭
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
序幕。

刘邓大军在战略全局的关键时刻，放弃保存实
力和有利发展的既有成果，胸怀全国解放战争胜
利全局，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指示，不要后方支援、
不怕前路艰险，千里挺进大别山，为陕北、山东战
略方向作战分担压力，这才有了解放战争战略进
攻的新局面。

苏中七战七捷：
知人善任，连战连捷

千里挺进大别山：
三A级“极秘密”电报

中原突围：
“战略坚持”赢得全局主动

马奇诺防线其实折射了法军当时陈旧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