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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

战》的长篇演讲，立起了指导全民族抗

战胜利的思想灯塔。80年后，重读这

篇长达五万字的历史雄文，不仅有助于

我们深刻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有助

于我们走近历史、体悟人民军队战略战

术的思想性、科学性、进步性。

《论持久战》是划破时空的胜利预

言。这一思想的最宝贵之处，正在于它

超前于战争进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

外御强敌的胜战之道。当时，抗战已进

行了10个月，战火由北平、上海烧到北

起包头、南到杭州的广袤战线，国民党

既没有充分地动员民众，指挥上也笨拙

呆板，短短时间内损失了近百万军队。

随着华北、华东和华南大片国土的沦

丧，亡国灭种的危机犹如黑云笼罩大地

和人心——中国到底会不会亡国？抗

战到底要打多久？如何才能取胜？整

个中国社会都找不到准确的答案。

正是在这种黑暗迷茫、莫衷一是

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在深刻总结抗

战前期经验的基础上，严肃批驳了“亡

国论”的荒谬、“速胜论”的虚妄、“拼命

论”的鲁莽，准确回答了中华民族最为

关心的时代之问：中国不会亡，最后胜

利必然属于中国；中国抗战是持久的，

不可能速胜。正面回应了中国全民族

抗战能不能打、打多久、怎么打等基本

战略问题，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

胜利的信心信念。

《论持久战》一经问世，不仅在延安

引发轰动，对整个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重

大影响。王震将军回忆：“我们这些在

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

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

读，倍受鼓舞。一部光辉的《论持久

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

的伟大胜利。”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掀

起学习《论持久战》的热潮，很多八路

军、新四军前线将士及后方的地下工作

者，正是通过传阅《论持久战》，了解了

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方向。一位外

国记者当时报道称，“大部分中国人承

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

因素，并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

廓”。在海外，《论持久战》得到国际社

会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共产国际

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高度赞扬《论持久

战》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就连日本人

后来也为《论持久战》所折服，研究中国

近现代思想史的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

康宣称：“我们佩服《论持久战》。日本

被中国打败是必然的，这种以哲学为基

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论持久战》是以弱胜强的科学运

筹。面对中日两国的悬殊力量对比，毛

泽东站在战略哲学的高度，概括了中国

抗战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

大、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预测了中国

战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

反攻的三大阶段进程，提出了以持久对

速决、以游击对进攻、以反包围对包围

等灵活战法，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战

争胜利的路线图。纵观《论持久战》一

文，“战争”先后出现了498次，“战略”

出现了 132次，“阶段”出现了 104次，

“胜利”出现了89次，“游击”出现了82

次，“持久”出现了75次，“游击战”出现

了62次，“运动战”出现了58次，处处都

体现了求胜意识、主动精神、辩证思维。

持久战的思维和理念，不是简单

地保存实力，而是实事求是地应对；不

是简单地等待观望，而是有目的、分步

骤地推进，既避免了鸡蛋碰石头的无

谓损失，又形成了灵活制敌的战争方

略。在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卡尔

逊时，毛泽东把持久战战略形象地比喻

为，“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

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相当于十六分

之一加仑）。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

转向另一个地方”。“日本在太原驻守，

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

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

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

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毛泽东反客为

主、动态运筹的杰出指挥艺术，跳出了

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大战略领域闪闪发

光。这是为中国打败日本量身定制的

制胜之道，人力有限的日军即使知道了

毛泽东的战略原则，也无法拿出复制

或反制的战略对策。

即使是立场、政见不同的国民党方

面，也对《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赞不绝

口。曾任白崇禧秘书的程思远先生回

忆，白崇禧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为

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

针，还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

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

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

略指导思想”。傅作义、卫立煌等将领

对《论持久战》也很感兴趣，不仅自己

读，而且也让部下学习。

《论持久战》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法

宝。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军事特

别是武器上的优势，毛泽东深刻指出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

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

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

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

是要人去掌握的”，鲜明提出了“兵民是

胜利之本”的重要论断，强调“只要让侵

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灭亡

就不可避免”。这一思想，开辟了新的

战略博弈空间，深远地影响决定了中国

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整个抗战时期的发

展和壮大，也奠定了人民军队的最终胜

利基础。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深入

敌后、扎根农村，把人民大众充分动员

起来。抗日根据地民兵发展到220多

万人，人民自卫军达到1000多万人，相

当于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的十倍

多。广大民兵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处

处打击敌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

丰富多彩的战术战法，演绎出“无处不

战、无时不战”的人民战争壮丽景观。

日军尽管装备精良也只能处处挨打、焦

头烂额，在占领区“以战养战”的战略企

图基本破产。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

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中指出，“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

疑，他们之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简陋

的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

站在一起”。

（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1952年 6月 13日，一条关于苏联
米格-15 歼击机在波罗的海上空击
落瑞典“道格拉斯”DC-3 运输机的
新闻曾让全世界目瞪口呆，机上 8名
机组成员，无一生还。

这架运输机其实是瑞典军方的
侦察机，但在飞机被击落当天，瑞典
政府却宣布这架飞机是在哥得兰岛
地区上空进行通信系统演练飞行，这
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一事件引发了苏联同瑞典的
外交纠纷。对于这架被击落的DC-3
运输机的身份、执行的任务、机组成
员的下落等情况，各方也是莫衷一
是。瑞典一直不承认这架飞机是在
对苏联进行侦察，而苏联人则一直坚
称是因为瑞典飞机侵犯了苏联领空，
才被击落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
架DC-3运输机并没有被击落，而是
被迫降落到苏联，机组人员被送进了
西伯利亚的集中营，所以他们的亲属
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而这些机组人员的家人也确实
不知道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罗格·
艾尔梅伯格是这架瑞典侦察机驾驶
员的儿子，父亲罹难时他只有 3岁，
他说：“只是因为我父亲为自己买了
寿险，我母亲才猜想他领受了一项危
险任务。”

罗格是一支私人沉船考察队的
倡议者，正是他们在哥得兰岛东边 55

公里处的水下发现了 DC-3 飞机的
残骸。瑞典政府在坠机机组人员家
属的强烈要求下，决定将飞机打捞出
水。因为受技术原因和恶劣天气因
素影响，打捞工作一波三折，先后推
迟了数次，好在受损严重的飞机最后
终于得以重见天日，送到了斯德哥尔
摩附近的穆斯克海军基地。

这架飞机当时全身覆盖着厚厚
一层水藻，尾部被打成了碎片，但仍能
清楚地看见瑞典的“三皇冠”标志。人
们只找到了机组 8名成员中 4人的遗
体，另外 4人却渺无踪迹。此时，瑞典
政府才承认，这架运输机实际上是一
架军用侦察机，装备了当时最新式的
美英制侦察设备，执行对拉脱维亚和
爱沙尼亚沿海地区苏联防空系统的情
报侦察任务。这条“波罗的海走廊”是
冷战中美英核轰炸机计划突袭苏联列
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重要空中通道，北
约迫切需要掌握这些地区的防空情
报。瑞典因此与北约达成了秘密协
议，以侦察飞行获取的情报换取北约
的飞机和电子设备，但没想到侦察机
却被苏联打了下来。

侦察机的行动是密级极高的保
密信息，难为外界所知，况且这架侦
察机还以“运输机”的身份作为掩
护，那么苏联是如何确切获知这架
侦察机的真实身份以及活动情况的
呢？这还要归功于他们在瑞典空军

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来源，那
就是瑞典空军上校斯蒂格·温纳斯
特洛姆。

斯蒂格·温纳斯特洛姆多才多
艺，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
夫的远亲，在瑞典军界人脉广泛，颇
受重用，经手掌握瑞典国防部大量机
密，因为胆小怕事同时又极其虚荣，
1948 年在莫斯科担任瑞典驻苏空军
武官时被苏军总参情报部“格鲁乌”
招募，1952 年赴美担任空军武官，
1957年任满回国，在 1961年退役之前
一直担任瑞典武装力量总司令部作
战部空军部门的负责人，退役后担任
外交部长军事顾问，前后为“格鲁乌”
效劳将近 15 年，为苏联人提供了瑞
典、北约及其成员国大量核心内幕情
报资料，1963 年被捕后酿成“瑞典有
史以来最大的间谍丑闻”。

正是斯蒂格·温纳斯特洛姆向
“格鲁乌”报告了瑞典军用侦察机的
飞行时间和路线，莫斯科才获得了机
会击落这架瑞典侦察机。

引进技术、改进、再出口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有实力的

国家都重视研制和生产速度快、能够携
带大威力鱼雷的鱼雷艇。而在竞速艇
方面有着不错技术基础的美国却对其
不感兴趣。

到了 1938年，美国海军开始推动鱼
雷艇的发展。但国内造船厂商并没有
拿出令美国海军满意的型号。随后，美
国造船厂商开始向更有经验的英国购
买、引进技术。在引进了英国MTB鱼雷
艇的技术后，美国造船厂商在该鱼雷艇
设计师的帮助下，进行了重大改进。生
产中平均 10天下水一艘。但首批 10艘
鱼雷艇却并未交给美国海军，而是根据
《租借法案》提供给了英国皇家海军，参
加了地中海的战斗。这批鱼雷艇技术
源自英国，改进生产在美国，服役又回
到了“娘家”英国。

“大脑袋”易翻车

苏联二战时期的 KV-2重型坦克，
有着一门152毫米口径的M-10榴弹炮，
这一口径无论对于当时还是现在的坦克
都是非常大的。为了容纳巨大的 152毫
米炮，以及装填手、炮长和弹药，设计团
队为其设计了一个“大脑袋”炮塔。

虽然 152 毫米炮的威力十分可观，
可以直接在地面上炸出一个直径 5米深
2米的大坑，但 52吨的车重使得底盘不
堪重负，机动性差不说，还经常出故
障。巨大的炮塔在车身倾斜时无法转
动，不然结局就是翻车。但翻车更多的
还是发生在机动过程中，顶着一个“大
脑袋”炮塔，重心过高，驾驶员稍微不注
意路况就会发生翻车。

（乌 沃）

在此计中，“王”意指国家、军队和
各种组织机构的首领或核心，是展开
集体行动的指挥调度中心，是组织机
构发挥整体力量的枢纽或关键。一旦
核心和关键人物不复存在，整个组织
机构会立刻瘫痪瓦解。因此，要消灭
或瘫痪一个组织，攻击重心便是其首
领和核心人物。

擒“王”的具体实施方法和计谋有
很多种，还可以多计并用。硬擒硬杀是
一种办法，但往往要付出极高代价而且
不易成功。正因为“王”很重要，因此
“王”受到了严密保护，要想实现擒“王”
的目标绝非易事，首先必须能够找到这
个“王”才行。

调虎离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王”和部众在一起，如龙在潭，虎在
穴。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首先设法引诱
“王”离开部众，使“王”和部众无法接触
与联系。

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不断创新的作
战理论和各种高新技术有效驱除了“战
争迷雾”，为擒“王”增添了新途径，例如
“定点清除”和“外科手术”打击已经成
为擒“王”的常用之法。

如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军就已
经展开战场情报搜集活动，为擒“王”斩
首做准备，通过卫星侦察、特战渗透、拉
拢线人和收买情报等多种手段锁定萨
达姆所处位置，寻找机会试图“斩首”萨

达姆，伊拉克战争就是在美军获得萨达
姆正在某地召开秘密会议的情报后，临
机实施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为序幕而
开始的。而战争开始后，美军不以歼敌
夺地为目标，而是直捣黄龙、扑向伊首
都巴格达，仅用 21 天时间就攻占巴格
达，以很小的伤亡代价实现了政权更替
的目标。

在“后萨达姆时代”的反恐战争中，
美军的擒“王”之法又有了新发展。2006
年美军猎杀“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头
目扎卡维的行动突破了传统的特战“斩
首”模式。

作为擒“王”术的特战“斩首”行动
不再是特种部队的专利，联合成为特战
“斩首”的内在基因，组建由军方、中央
情报局等不同职能机构组成的深度融
合、灵活敏捷、适应力强的“超级团队”
成为成功擒“王”的关键。“超级团队”呈
现出无疆界、去中心化等特征，具有作
战力量网状分布、作战行动体系支撑、
作战指挥重心下移、作战手段多维联动
等特点，在此后击毙本·拉登等重大特
战“斩首”行动中得到充分展现，开启了
擒贼擒王的新模式。

此外，擒“王”还有其他很多方法，
三十六计中的很多计谋都可以用于擒
“王”。而且各种方法之中，又有很多可
以变通之处。总之，方法常变，但是擒
“王”这条原则却是恒定不变的。

现代战例

第
十
八
计
：
﹃
擒
贼
擒
王
﹄

三
十
六
计
与
古
今
战
争—

■
刘

鹏

“擒贼擒王”在《三十六计》

中的原文为：“摧其坚，夺其魁，

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

也。”意为摧毁敌人主力，抓住

其首领，就可以瓦解敌整体力

量，好比龙跃出大海到陆地上

作战，面临绝境一样。此计的

基本意思是指在战争中攻敌要

害，求得彻底胜利。计名见杜

甫《前出塞》诗：“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原 典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
气焰嚣张，连战连捷。其子安
庆绪派猛将尹子奇率十万劲旅
进攻睢阳。御史中丞张巡坚守
睢阳，击退敌军进攻二十余
次。夜间，张巡率领守军夜袭
尹子奇军营地，他的队伍一直
冲到敌营帅旗之下，接连斩杀
敌将五十余名，敌军大乱。这
时张巡一心想要射死尹子奇，
但却不认识他。张巡急中生
智，叫士兵削尖蒿秆当箭射。
敌军以为张巡部队的箭已经射
完，只能拿蒿秆充当箭，于是都
争先恐后向尹子奇报告。就这
样张巡顺藤摸瓜认出了尹子
奇，便立刻命令手下神箭手对
准敌主将尹子奇射出真箭。一
箭射去，正中尹子奇左眼，顿时
鲜血淋漓，尹子奇仓皇逃命。
他手下的官兵看到主将中箭负
伤逃走，立刻军心大乱，如潮水
般溃败。

在现代，战争样式、作战方式与过
去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擒贼擒王可
以理解为打敌指挥部，可以用在正面
攻击中，也可以利用敌人错觉，作为
“掏心战术”的谋略。1948年 7月，我军
攻占襄阳就是一例。襄阳地处要冲，
其东、西、北三面紧邻汉水天堑，南面
紧依丛山屏障。在汉水和城南大山之
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城西门。
城外重重山峦中筑有许多明碉暗堡，
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守敌指挥官

康泽是个反共老手，熟知我军“先打分
散孤立之敌”的作战特点，攻坚战斗一
般都是先扫清外围，而后层层剥皮向
中心打。我军某团根据守敌的这一印
象并结合当地地形特点，集中兵力，首
先劈开琵琶山，夺取距城最近的真武
山，打开走廊要道，一个“黑虎掏心”，
直逼襄阳城下，使外围山头上的敌军
统统失去作用。然后，我攻城部队又
以声东击西之法，攻破城池，活捉康
泽，解放襄阳。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重读《论持久战》，体悟胜战之道
■王世枚

苏联何以击落瑞典侦察机？
■鲁 西

DC-3运输机。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