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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孩子逃命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项羽
率楚军在彭城大败汉军，逃跑途中汉高
祖刘邦遇到了自己的儿女孝惠帝和鲁
元公主，带着他们一起逃跑。追击的楚
军越来越近，汉高祖刘邦把孝惠帝、鲁
元公主数次踢下车，以减轻车重加速逃
命，都被驾车的夏侯婴再抱上车。但刘
邦并不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不要孩子逃
命的帝王。

南北朝时期，北齐神武帝高欢曾依
附上谷的杜洛周叛军，他觉得杜为人昏
庸，便和死党尉景、段荣、蔡俊密谋取而
代之。不成想事情败露，高欢妻匹娄昭
君抱着女儿、儿子骑牛跟着丈夫逃亡。
小男孩生性好动，老是从牛背上掉下
来，而杜军追兵还紧追不舍。气急败坏
的高欢竟然要搭箭射死亲生儿子，比刘
邦还要狠，好在孩子的姨夫段荣拦了下
来，才没有让后来的北齐文襄皇帝高澄
被自己的亲爹杀死。

心理反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曾逼近

法国首都巴黎，造成很大的恐慌。但这
种恐慌并不仅仅来源于德军逼近本身，
也来自于法国人之前就没想过保卫巴
黎所造成的心理反差，一边是逼近的德
军，一边是毫无防御准备的首都，换谁
都会恐慌。

在法国的国防部署中，巴黎长期以
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所有的
铁路线都集中于巴黎这一法国的政治
文化中心。但法国人在战争爆发后，一
直想着速战速决，根本没有考虑巴黎的
防务问题，当德军抵达索姆河，逼近巴
黎时，毫无防御准备的巴黎，让其市民
实在没有安全感，慌张的平民们大量逃
出巴黎，甚至法国政府也考虑迁都的问
题。好在，在法军的抵抗和德军出现错
误的情况下，德军没有获得机会攻占巴
黎，法国免于再次被德军攻陷首都。

感王寨
1894年隆冬，刘铭传所创建的淮军

主力——铭军与日军在辽宁省海城西南

的缸瓦寨展开激战，虽然因指挥不力等
各种原因，铭军最后败于日军，但铭军在
这一战中一改甲午战争开战以来的“畏
敌如虎”，表现出顽强的战斗作风。

而缸瓦寨当地很早就有村寨，以烧
制缸瓦得名，其另一个名字“感王寨”也
有一番来历。高句丽统治时期，其贵族
的生活器具多为缸瓦盆，用量较大，高
句丽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后来，唐太
宗李世民东征高句丽，为此地带来了和
平，缸瓦寨民众为感激唐王恩德，遂改
地名为“感王寨”。

地道拆城墙
北齐神武帝高欢在击败尔朱家族

的尔朱兆后，顺势包围了北魏重镇相州
首府邺城。该地向西经淦口翻越太行
山脉，可以争霸晋汾之地，南下可横渡
黄河，威胁首都洛阳。

尔朱家族互相怄气，没有派一兵一
卒来支援，外姓的相州刺史刘诞不得不
孤守邺城。邺城城池坚固，给养充足，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刘诞坚持了两个
月之久。

但高欢等不下去了，如果尔朱家族
和解，高氏军队很可能腹背受敌。在强
攻无果的情况下，高氏军队采用了地道
战的战法。但地道并不是要挖入城内，
而是在邺城城墙下挖地道，每挖一段便
立上一根木柱支撑，防止倒塌。挖的差
不多了便在地道里放火，木柱被烧毁后
地道上面的城墙也倒塌了。这种战法
在军事史上属于高欢首创。

弓箭压制火枪
建立清朝的建州女真使用的弓是

一种长梢大弦垫筋角木反曲弓，后被称
为满族弓或清弓。由于明朝禁止向其
出售制造良弓所需的毛竹、水牛角等物
资，所以满族弓上的角材采用的是多段
黄牛角或羊角磨制、拼接而成的黏合角
片。这样的弓为了发挥威力必须把弓
体做的十分长大，而且在箭速和射程上
也不如水牛角制造的弓，不过却带来了
其他的优势。

在同等的力量下，满族弓能够发射
更重的箭矢，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也比一
般的箭矢更为致命，其威力相当于早期
的火绳枪。训练有素的女真射手每分
钟可以发射 5~10箭，明军的熟练火绳枪
手每分钟的射速只有 2发子弹，满族弓
在特殊条件下甚至可以压制明军火
器。而到了火器比例在军队中大幅提
高的清乾隆时期，清军中仍保留有弓箭
手，作为近程火力的补充。

（谢 纯）

以克格勃为代表的前苏联情报
机构，其最引人注意的莫过那些通
过人力、策反等手段获取情报的谍
战故事。不过，根据俄罗斯最新解
密的文件，克格勃也是“技术控”，在
二战时就在克里米亚用无线电戏耍
过纳粹德军。

据解密的 1944 年~1953 年间斯
大林“秘密卷宗”透露，卫国战争期
间，苏联情报部门在克里米亚曾经
抓获两名为德军充当间谍的苏联军
人，使其转化成两面间谍，与德军大
玩无线电游戏，让德军损失惨重。

1945 年 1 月 26 日，内务人民委
员会（克格勃前身）主席贝利亚向斯
大林呈递绝密报告，汇报了苏联情
报部门与德国人进行无线电欺骗游
戏的情况。

原来，早在 1944年 4月，两名携
带电台的德国间谍在克里米亚地
区辛菲罗波尔市向苏军投降，他们
是曾经在苏联红军服役的奥加涅
相和托尔拉基扬。内务人民委员
会决定对德国人隐瞒这两人投诚
的事实，利用他们为苏联情报机关
服务，与德国人玩起无线电欺骗游
戏。报告称：间谍小组（从德国人

那里）领受的任务是潜伏到辛菲罗
波尔－巴赫奇萨赖地区，搜集驻扎
在克里米亚地区的苏联红军部队
情报，再用电台发给德国人。为
此，该小组配备了 4台手提式电台、
24 万卢布的苏联货币、食品、随身
武器和伪造证件。

两名德国间谍投诚悔罪后，苏
军“除奸部”将他们招募为双面间
谍，开始与德国人玩无线电游戏。
一开始用奥加涅相的电台，接下来
再用托尔拉基扬的。报告称：奥加
涅相和托尔拉基扬的电台处于自由
状态，但受到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独
立滨海集团军“除奸部”业务人员的
公开监视，他们不能独立接近电台，
所有通信联络均在我们的无线电专
家监督下进行，防止出现他们独立
通联的可能性。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苏联
情报部门以这两个双面间谍的名
义，向德国人发送了 40份假电报，报
文内容均由总参谋部情报部审核把
关。内务人民委员会还以他们两人
的名义通知德国人，称好像山区里
还有两伙武装匪帮在战斗，他们效
忠于德国人，急需增援。德军得知
这一假情报后，信以为真，同意向这
里投送新的间谍。德国人在 1944年
12月 23日空降了一名新间谍。这名
间谍名叫哈基马·沙基尔姜诺夫，其
随身带着一部无线电台、一大包钱、
一整套假证件还有印戳，但刚一落
地就遭到逮捕。

而德军的联络员却对他们的间
谍已经倒戈毫无所知，还继续向他
们打听克里米亚地区的形势，要求
每天报告当地的天气情况。

在运用抛砖引玉的过程中，对于如
何制造假象有着特定的要求。不能用
“摇旗”“擂鼓”等似是而非的表象，而要
用真实的行动来起到“类同”的效果。比
如在古今两个战例中的诱敌措施都属于
“类同”的方法，更易造成敌人错觉。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手段有了巨大
的变化，要想让抛砖引玉这一传统计谋
继续发挥强大作用，在研究好计谋本身
的基础上，还应注重结合新形势下的各
种作战条件，具体施用。

首先，要合理掌握“抛砖”的技巧。
所谓“抛砖”的过程，其实就是制造假象
的过程。在作战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
事物当作诱饵，对于假象能够起到的实
际作用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既然是诱
饵，就一定要有吸引力，但是也要兼顾
到自身的实际情况。此外，在同一场战
争中，或是在面对同样的对手时，某一
种“抛砖”的方法只能够使用一次。敌
人并非弱智低能，当我方的欺骗策略奏
效，使我获得利益之时，敌人必然从中
吸取教训，并进行针对性的防范。倘若
我方一味地重施故伎，很有可能掉入敌
人设置的陷阱。

其次，要注重谋划“引玉”成功之后
的实际行动。抛砖引玉是一种计策、谋
略，通过合理地运用，可使我方获得有利
战机，取得一定条件下的主动权。但应
注意的是，不管是机械化战争时代，还是

信息化战争时代，不管是硬杀伤，还是软
杀伤，要实现作战目的，最终还是需要通
过兵力、火力、信息力等打击对手、消灭
对手、毁瘫对手。作为战场指挥员，单纯
地设计、运用抛砖引玉这一计谋是不够
的，必须在使用之前就设计好后续的作
战行动，并在作战过程中加以严格的实
施。如 1972 年我军高炮部队击落敌机
的战斗，部队设伏时，恰逢高温的六七月
份，各级指战员必须在忍耐炎热、潮湿的
同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和训练水平，随
时准备战斗。这些都是为了在抛砖引玉
这一计谋奏效之后，充分利用战机，实现
一招制敌的最佳效果。倘若没有具体的
作战行动配合，抛砖引玉就难有实际效
能，无异于纸上谈兵。

最后，要注重开展多种形式的抛砖
引玉行动。信息化条件下，战场形式复
杂，作战手段多样。战场指挥员要根据
具体情况，灵活用计，甚至在某些特定
条件下，展开多种形式的抛砖引玉行
动。如二战期间，美军情部门猜想日军
电报中的“AF”可能代表中途岛，就指示
中途岛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报：我岛
基地淡水设备损坏。果然，在随后截获
的电文中，日军写道：AF 可能缺少淡
水。美军就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并结合
截获的多封日军电报，最终判明日军即
将发动中途岛海战，美军提前作好准
备，掌握了战役主动权。

现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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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顾名思义就是

抛出砖去，引回玉来的意思。

出自《传灯录》中，唐代诗人常

建请赵嘏作诗的典故，后常用

来比喻利用没有价值或价值较

低的事物引出价值较高的事

物。在三十六计中，原文只有

七个字：“类以诱之，击蒙也”。

意思是在战争中，用小利诱使

敌人上当，以此去迷惑、诱骗敌

人，然后趁机击败敌人。

原 典

公元前 700年，楚国攻打绞
国，兵临绞都城下。绞国自知出
城迎战，凶多吉少，决定坚守不
出。绞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楚
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两军相持
一个多月，楚军出现了粮草危机，
楚国莫傲（官职名）屈居瑕在分析
了具体情况后，认为绞都只可智
取，不可强攻。他向楚王献上一
条“抛砖引玉”的计谋：趁绞都被
围月余，城中缺少薪柴之时，派士
兵扮樵夫上山打柴，绞军一定会
出城劫夺柴草。待其麻痹大意，
大批士兵出城劫夺柴草之时，先
设伏兵断其后路，然后聚而歼之，
乘势夺城。楚王依计而行。

绞侯得知有“樵夫”进山砍
柴且无楚军保护，便待“樵夫”背
柴出山之机，突然袭击，夺得不
少柴草。一连几天，绞国获利不
小，出城劫夺柴草的士兵也越来
越多。第 6天，绞军像前几天一
样出城劫掠，“樵夫”们见绞军来
劫佯装逃跑，将绞军引入楚军伏
击圈，紧接着楚军又趁绞都兵力
虚弱一举将其攻下。

1972年，为保卫我领空安全，我军高
炮部队决心对出现在我领空的国民党军
侦察机实施打击。通过长期侦察发现，
国民党军的侦察机往往会在我军有较大
规模的军事行动时出动，进行侦察和监
视。我军指挥员命令某高炮部队，在敌
机必经之路上设伏，利用夜暗条件将 18
门高炮和 6挺高射机枪隐蔽在一个小高
地上。7月 8日和 9日两天，按照指挥机

关的安排，数十辆挂有迷彩伪装网的大
型车辆在公路上来回机动，然后驶入海
军某岸防炮基地。我军的这一行动果然
起到了“抛砖”的效果，引起了国民党军
的注意。10日，一架国民党军侦察机从
金门岛沙头机场起飞，朝我军阵地飞
来。我军对空观察哨一发现目标，马上
通报给埋伏的高炮部队，几分钟后，高地
上空炮声隆隆，敌机中弹掉入大海。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克格勃用无线电
戏耍纳粹德军

■海 天

苏联情报头目贝利亚。

今年的5月18日，是一个值得铭记

的日子——90年前，人民军队总结提出

了自己的游击战原则，也就是后世耳熟

能详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

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既是毛泽

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军事上的一大创

造，为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

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原则基础，也在世界

军事思想史上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十六字诀”起源于中国革命战争

的经验教训。在现代人看来，1927年是

一个辉煌的年份，南昌城头的枪声打响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

告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但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那却是个屡屡

受挫的黑暗年份。刚刚拿起枪杆子的

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有先进的革命纲

领、天然的政治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

础，但在军事和战争领域是青涩的，数

十次以城市为中心的起义和暴动，都在

敌人的疯狂反扑下宣告失败；少数基础

不错的人民武装，也因为缺少符合中国

革命实际情况的军事思想，盲目照搬外

国经验而损失惨重。

撤退到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

苦苦探寻敌强我弱条件下克敌制胜的

军事方略。据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将

军赖毅和开国中将韩伟回忆，毛泽东在

井冈山山大王朱聋子“不要会打仗，只

要会打圈”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红军“又

要会打仗，还要会打圈”“打圈是为了避

实击虚，歼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

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

们的战术”，进而提出了“十六字诀”的

游击战争原则，并在此原则指导下，接

连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

的两次“进剿”，赣军将领杨如轩、杨池

生都被打得落荒而逃。湘鄂西革命根

据地的洪湖地区也总结出了“你来我

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

游击战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探索

出“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

退我进”等战法。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掌

握了同强敌斗智斗勇的制胜密钥。

“十六字诀”推动了我军战略战法

的丰富完善。“十六字诀”虽然只有短

短四句话，但它贯穿了灵活主动的指

导思想，蕴含了进与退、攻与守、扰与

打等灵活的指挥艺术，并在中华民族

争取独立解放的军事斗争中不断发扬

光大。毛泽东曾经指出，“从一九二八

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

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

生出来了，这就是“十六字诀”……等

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

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内容大大丰

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基本

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在

这种灵活战法面前，只会一板一眼打

正规战的国民党军队苦不堪言，一次

次气势汹汹的围剿，最终换来“肥的拖

瘦，瘦的拖死”，“国军处处黑暗，红军

处处明亮”，红军则乘机“避其锐气，击

其惰归”，一次次夺取胜利。

抗日战争中，我军又在“十六字诀”

的基础上，发展衍生出了“翻边战术”等

战法，凶残好战的日本侵略者完全掉入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哀叹“皇军大大

地来、八路小小地去，皇军小小地来、八

路大大地去”。

在解放战争中，我西北野战军以劣

势兵力，调动国民党重兵集团在陕北黄

土高原上“绕蘑菇”，待敌疲惫不堪、兵

力分散时，一战青化砭、二战羊马河、三

战蟠龙，创造了运动战的经典战例。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我军

巧妙实施“诱敌深入”，使武装到牙齿的

美国军队挨了狠狠的当头一棒。崇尚

力量制胜的美国人，不得不琢磨“十六

字诀”等东方军事艺术的威力。

“十六字诀”凝练着现代军事运筹

的指挥艺术。“十六字诀”是游击战的指

导原则，但它不是单调的、抽象的，而是

形象的、具体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

的，象征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主

动思维和运筹思想，其启示和影响远远

超出游击战领域。以“敌进我退”为例，

抗大总校《基础战术》教材曾结合当时

抗日战争的地形地貌，对此作过具体的

论述，概要说来，就是不宜由大道远走，

而应盘旋于附近打圈，敌出我前、我绕

敌后，敌在山上、我退山下，敌在中间、

我退两侧；为迷惑敌人，对不走的那条

路，还应做一些走过的迹象，使敌弄错

追击方向，等等。

“十六字诀”中蕴含的以弱胜强、灵

活主动等光辉思想，不仅指导推动了人

民军队的一系列战役战斗，对世界军事

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58年古巴

的密林里，现代游击战专家格瓦拉给游

击队员们讲授的游击战经典，就是中国

的“十六字诀”，同时，他还根据这一著

名游击理论撰写过《游击战》一书。在

越南战争中，越南军队曾奉行“十六字

诀”的战术经典，迫使美军狼狈撤出越

南。在西点军校，高级美军教官们也曾

热烈地与学员们讨论并研究这一经

典。日本人持田一真则把“十六字诀”

提升到战略思想地位，认为毛泽东军事

思想包括五大战略，即统一战略、根据

地战略、持久战战略、游击战略和核战

略，而贯穿于所有这些战略思想的有四

点，即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的原则；诱敌深入思想；彻底

的歼灭战思想，从而构成“毛泽东战略

思想的特色”。

今天，尽管信息化革命改变了作战

样式，西方人习惯以“兰开斯特”方程等

作为军事实力的比算基础，但简单的数

字推算代替不了军事力量的运筹艺

术。“十六字诀”的思想并未褪色，需要

我们结合时代特点和战场条件，与时俱

进、传承弘扬，形成新时代我军战略战

法的强大威慑。

（作者单位为陆军指挥学院教保处）

“十六字诀”闪耀着制胜光芒
■黄 辉

朝鲜战争让美军切实体会到我军军事艺术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