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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麓，白水河畔，驻扎着一支
驰名中外的英雄部队——光荣的“临汾
旅”。这是一支底蕴深厚、战功卓著的
荣誉部队，它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
烟中，勇战上党、运城，力克临汾、太原，
战秦岭、下川西，历经百团大战、临汾战
役、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夏季反击战
等大小战役战斗 600多次，歼敌 8万余
人，形成了“猛、狠、拼、犟”的攻坚精神
和“铁心跟党、勇于攻坚、严守纪律、紧
密团结”的优良传统，被中央军委授予
“临汾旅”荣誉称号；同时“临汾旅”还是
一支对外开放、作风优良的“窗口”部
队，紧紧围绕“打仗当拳头、建设当样
板、迎外当窗口”的目标要求，始终以良
好的精神风貌和精湛的军事技术，展示
着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
之师的良好形象。

2018 年是“临汾旅”授称 70周年。
70年来，无论是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的战争时期，还是在支援国家建
设，展示军队形象的和平时期，“临汾
旅”都以其不变的红色基因，续写着精
彩的历史篇章。
“临汾旅”光荣称号的由来与 70年

前的 1948年那场历时 2个多月的临汾
攻坚战是分不开的。当时的临汾城是
同蒲铁路枢纽，是汾河下游物资集散中
心和晋南战略要地。临汾守敌总指挥
梁培璜在临汾周围筑起由外围警戒阵
地、护城阵地、外壕和城墙主阵地以及
城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组成的 4道
防线，梁培璜的如意算盘就是凭借工事

固守，负隅顽抗，他甚至得意地说：“我
们把临汾城周边工事，筑成东方的马其
诺，也来个以少胜多！”

面对守城的 2万多名敌军，以及自
诩固若金汤的“东方马其诺”防线，“临
汾旅”的前身——晋冀鲁豫军区 8纵第
23 旅在首任旅长黄定基的带领下，展
开了浴血奋战，战斗一度异常激烈。面
对守敌顽固抵抗，黄定基想到古典小说
《封神演义》中有个土行孙，能钻地行
走，来无影去无踪，他灵机一动，觉得打
临汾也可采用“土行孙战法”，采取挖地
道炸药爆破，直接把敌人炸上天，让临
汾守军好好尝尝“土飞机”的滋味。

部队立即转入控制外壕和挖掘坑
道的艰苦斗争中，临汾守敌也采取了多
种对付坑道办法，他们在坑道内遍设监
听瓮，有时甚至在坑道内放毒。攻城部
队则与守敌展开了以挖对挖、以听对
听、以炸对炸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战士
们用手指代替锹镐，用膝盖代替脚板，
用弹药箱代替小平车，无声无息地进行
坑道作业。

最终，3条坑道终于开挖成功，23
旅两条各长 110 米的破城大坑道完成
装填任务。随着山崩地裂的声响，临汾
城墙被炸开两个 30多米宽的大缺口。
由 23 旅 68 团和 69 团组成的两支登城
突击队迅速登上城墙，向城墙两侧和纵
深突击。经过激烈巷战全歼临汾守敌，
解放临汾。

由于 8纵第 23旅战功卓著，为解放
临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中央军委批

准，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一兵
团司令徐向前，亲手将“光荣的临汾旅”
锦旗授予第 23旅（该旅前身）成为全军
最早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师旅级单位。

1970 年，“临汾旅”奉中央军委命
令对外开放，担负迎外展示任务。48
年来，先后接待来自世界各地 16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元首、政府首脑、军事和
民间代表团的外宾共 613批 13000余人
次，为外宾进行军事技战术表演 600多
场次，荣获勋章、纪念章 1000 多枚，被
誉为“中国陆军的窗口”。

1975 年 1月 9日，开放刚刚 4年的
“临汾旅”迎来了某军政干校外训队圭
亚那籍学员爱德华·科林斯和他的同学
们，官兵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过硬
的军事技能给科林斯留下了深刻印
象。2005 年 5 月 18 日，已是圭亚那国
防军参谋长的科林斯准将再次来到“临
汾旅”参观访问，目睹了中国军队 30年
的变化，科林斯准将别有一番感慨，他
拿出了当年参观时拍摄的照片动情地
说：“中国军队很值得我们学习，每当看
到这些照片，眼前就会浮现出在中国学
习时的场景，就会想起这支英雄的部
队，想起了与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临汾旅”历史陈列馆里有一间专

门的迎外展厅，展厅里摆满了来自世界
各国的礼物，其中这样一幅照片格外引
人注目：一位外国军官手拿一块靶牌，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是一块
20秒速射（在 20秒时间里射出 20发子
弹）的靶牌，上面的 20个弹孔几乎全部

命中靶心，打出了 199环的成绩！这一
精彩的成绩是射手杨振伟在 2006 年 3
月 7日的“临汾旅”靶场上取得的。当
时，正要射击的杨振伟面前出现了一股
小旋风，掀起的尘土挡住了他的视线。
杨振伟就地打了个滚迅速绕开旋风射
击，随着一阵急促的枪声，杨振伟射击
完毕。靶子拿到了坐满外军访问代表
的观礼台上：199环！整个靶场旋即被
暴雨般的掌声笼罩。“太精彩了！”代表
团团长、苏丹高等军事学院防务学院院
长萨拉丁·赛利姆当即在杨振伟的靶子
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和杨振伟合影
留念。许多外宾在观看军事课目展示
后都表示，这支部队的基础训练十分扎
实，看到了部队基础训练的水平，看到
了掌握了先进武器装备之后的中国军
队的战斗力水平。

在军人眼里，“临汾旅”代表军威；
在外宾眼里，“临汾旅”代表中国；而在
群众眼里，“临汾旅”就代表军队。和平
年代，“临汾旅”与南京人民结下了深厚
情谊，每一次南京城的重大活动都离不
开“临汾旅”的身影。今年 1月 25日晚
19时 43分，南京市普降大雪，江苏省气
象台升级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刚刚
完成战备训练的“临汾旅”官兵闻令而
动，奔赴南京长江二桥和长江四桥铲雪
除冰。“光荣的临汾旅”大旗飘扬的是这
支荣誉部队不变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临汾旅官兵与南京人民心连心”横
幅书写的是新时代临汾旅人厚植军民
鱼水情的本色初心。

以上两个战例都运用了“浑水摸鱼”
之计，但表现形式却有不同。美国插手
波黑内战属于“用”浑水，即“鱼”所处环
境本身就浑，只需抓住机会趁势“摸”之
即可，这种情形下的“摸鱼”相对轻松。
谢石淝水大败秦军则属于“搅”浑水，即
“鱼”本身所处环境较好，为了迷惑扰乱
“鱼”的方向视线，通过主观努力，想方设
法把水“搅”浑，然后趁机取利，这种“摸
鱼”则需付出更多努力。
“浑水摸鱼”的谋略在不同情况下

的表现形式虽各具特色，但归根结底都
带有“浑”的底色。想要运用好该计，需
要注意以下几点：

正确把握“浑水摸鱼”与其他计策
的关系。想要轻易将水“搅”浑并用较
小代价成功“摸鱼”，往往需要和其他计
策配合使用。比如用“声东击西”扰乱
敌方心智或“借刀杀人”设法引起争端，
待局势混乱再乘虚而入，从弱小或被削
弱的一方中寻得利益。秦朝吞并六国
可谓一个典型的系统地运用“浑水摸
鱼”的案例，为使六国互相提防，无法形
成合力，秦国结合使用了“隔岸观火”
“借刀杀人”“离间计”“美人计”等，在六
国各自为战、局势混乱时各个击破之，
最终一统天下。
“浑水摸鱼”与“趁火打劫”有一定

相似之处，需注意“趁火打劫”强调取利
的强势性与进攻性，因敌对势力通常较
为强大，需要趁着“火”势“打劫”制胜；
而“浑水摸鱼”偏重隐蔽性和随机性，因
敌方不一定很强大，只要确保“水”足够

浑，即可趁势“摸”之。
抓住主要矛盾，想方设法确保“水

浑”。当水足够清澈，“浑水”是运用此计
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无论是客观形势已
成“浑水”，“乱而取之”，还是事先把水“搅
浑”，再去“摸鱼”，此计突出的是一个“浑”
字，这就要求指挥员能正确分析形势，千
方百计确保“水浑”，从而迷惑敌判断，牢
牢掌握主动权。反之，若费尽心思都无法
将水“搅浑”，很可能影响整个战局。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下令对以色列进
行导弹袭击，意图利用中东复杂的民族和
宗教矛盾，把以色列拖入战争，从而争取
阿拉伯国家加入自己阵营，改变己方孤立
的状态。然而，以色列在美国的安抚和压
制下，保持克制，使得萨达姆瓦解反伊联
盟的企图彻底破产。

找准发力点，清醒认识要“摸”之
“鱼”。想要“浑水摸鱼”者，必须洞察
“水”的情况，要对所“摸”之“鱼”有清醒
的认识，如此，才能在合适的时机出手，
“摸”到“大鱼”。通常而言，此计中的
“鱼”泛指可制服的敌人、可捞取的好处
和可利用的时机。古代兵书《六韬》中
提到，“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
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
众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当敌
方出现这些迹象时，说明“水”已浑浊，
必须立即抓住战机。

还要看到的是，有时我们面对的
“鱼”，也可能是中间力量，面对这样的
“鱼”，就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把这些“鱼”
争取过来，从而不断增强自身力量。

现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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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水摸鱼，又称混水摸鱼，语

出自《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浑

水摸鱼原意指在浑浊的水中，趁着

鱼晕头转向，乘机下手摸鱼，可以

得到意外的收获。后来演变为利

用对手混乱迷惘、弱无主见之机，

从中渔利的谋略。

三十六计中，此计原文为“乘

其阴乱，利其弱而无主。随，以向

晦入宴息”。即乘着对方内部发生

混乱之机，利用其力量虚弱、没有

主见的弱点，使它顺从。引申到军

事上，是指趁敌方混乱无主时借机

行事，使敌人顺我之意，是一种乱

中取利、乱中获胜的计谋。

原 典

前秦王苻坚统一北方后，欲乘
势南下灭东晋。公元前 383年，苻
坚调集 90 万大军兵分四路南下，
东晋将领谢石指挥 8万晋军与前
秦军隔淝水对峙。

考虑到苻坚骄横狂妄的特点，
谢石修书一封与苻坚，要求前秦军
稍作后退以便晋军渡河与之决战。
苻坚不知是计，反而暗自窃喜谢石
犯了兵家大忌，打算趁晋军半渡之
时派骑兵冲杀，于是欣然答应谢石
要求，立即下令命前秦军后退。

然而，前秦军士兵并不知后退
原因，兼之士卒大多数是强征入伍，
后撤命令正合他们心意，顿时军心
动摇、阵势混乱。混在前秦军中的
东晋间谍一看时机成熟，顺势在队
伍中高喊：“晋军杀过来了！秦军败
啦！快跑啊！”前秦军顿时乱作一
团，晋军乘机抢渡淝水，发起攻击，
前秦军全线溃败，苻坚仓皇败走。

历时近 4年的波黑战争，是一场同
室操戈的大混战。波黑的三大民族，塞
尔维亚族、穆斯林族、克罗地亚族，因对
波黑前途看法不同而陷入混战之中，但
它们最终没有一个赢家，只不过输得大
小不同罢了。有资料统计，在这场战争
中，共有 24万人直接参战，波黑 430万人
中有27.8万人死于战乱，200多万人沦为
难民。全国2/3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直

接经济损失达 450亿美元。而这场战争
的真正赢家却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它
们把波黑作为其“新干涉主义”的试验
场，不仅借此打击了塞族及其背后的俄
罗斯，分化、削弱了塞族以及其背后俄罗
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力量，还加强了其对
欧洲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其世界第一
强国地位，以及其在北约和欧洲事务中
的领导地位。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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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旅”光辉历程七十年

70年前的6月8日，一位在隆化战

役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战士，被追记为

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牺牲的那

一天，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剩下一年半的

时间。在革命胜利的前夜，为了把握战

机、确保战场胜利，他毫不犹豫地托起

炸药包、以身躯做支架炸毁敌堡，用自

己的生命为战友们炸开了前进的通道，

也正是这壮烈的身影，让历史在这一刻

记住了这位普通战士的身影。他，就是

董存瑞。

70年来，董存瑞手托炸药包、宁可

牺牲自己也要夺取胜利的高大形象，化

作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诗篇，成为中国

军人英勇牺牲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民

族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这种精神，如

黄钟大吕激荡回响，如基因血脉流淌不

止，贯穿于人民军队“甘洒热血写春秋”

的战斗史。

牺牲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人民军队的牺牲精神，源于信仰信念

的执着、源于远大理想的坚守、源于

革命事业的凝聚。长征路上，中央红

军日均行军 70余里，走 365里休整一

次，几乎每天都有遭遇战，平均每行

进一公里就有3~4名官兵牺牲。红军

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20余万，沿途补

充兵力约 2万，到长征结束只剩 5万

多人，大约16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

在长征途中。据不完全统计，牺牲的

烈士中，既有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

也有把干粮、衣服留给战友，自己却

饿死、冻死的。红 3军团炊事员过雪

山时，为抢救伤病员做鲜姜辣椒汤，

为了“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把

热汤送给伤员，自己却倒下再也没醒

过来。很多红军将士就是这样毅然

牺牲自己的生命，把生的机会留给了

战友，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个年

轻的年代，留下了对信仰的誓死追

随，矗立起一座座为理想牺牲的精神

丰碑。《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

加·斯诺，在陕北看到长征胜利的红

军将士时写道，“尽管他们身上长满

虱子，没有分文军饷，又忍饥挨饿，却

以其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使生

命的价值弥为珍贵，一个伟大民族的

谋求生存、自强不息的斗争也因而成

为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正是因为有

千千万万这样勇于牺牲的革命者，中

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成为历史之必然。

牺牲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中

国革命战争推翻的是包括帝国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内的整个反动

集团，对抗的是政治上腐朽反动、力量

上却非常强大的反动集团，依靠的是最

贫苦最广大的工农联盟，斗争双方的实

力对比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匹配、不对

称的，这也就注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必将

是一条崎岖坎坷、充满牺牲的血路。翻

开中国革命的画卷，像董存瑞这样英勇

牺牲的烈士比比皆是，很多中高级干部

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抗日战争为

例，八路军牺牲团以上干部高达 669

人，旅以上干部牺牲102人。新四军有

350多名团以上干部牺牲，旅以上干部

牺牲45人。东北抗联第一批任命的11

名军长中，有7人血洒疆场，前后共16

名军长牺牲。为中国革命牺牲的普通

官兵更是不胜枚举，很多烈士连姓名都

没有留下，就默默倒在了争取独立解放

的前进征途上。时至今日，在托举中国

“两弹一星”事业的东风烈士陵园、马兰

烈士陵园里，也埋葬着那些为了强国

梦、强军梦献出年轻生命的无名烈士，

他们的无名无我成就了大国重器的大

我大义。

牺牲是果断的而不是犹豫的。牺

牲是义利的取舍，意味着为了崇高的目

标放弃自己在人世间的一切，选择往

往总在生死一念，根本不会去考虑身

后名利、利弊得失。这种精神，在人

民军队90多年的历史中一脉相承、发

扬光大。当国民党的军官们得意时算

计得失、不利时哀求着为“老部队留点

种子”时，共产党的军队一如既往地保

持着英勇牺牲的冲锋姿态，很多部队

为了夺取胜利，有时甚至不惜付出成

建制牺牲的巨大代价，两支军队的性

质、宗旨、本色和精神气质形成了鲜明

对比。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为了

合围美军，宁可冻死也不撤出阵地，26

军和27军主力部队在冻饿交加、体力

消耗到极限的情况下，靠捡食品和武

器弹药顽强追击美军，很多战士永远

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在今天岁月静

好的和平年代，中国无战事，但军人

有牺牲，从抗洪勇士、抗震勇士到逆

火而行的消防救援勇士，从海空卫士

王到女飞行员余旭、歼-15飞行员张

超等，不同时段各个军种英勇牺牲的

烈士们，在各自时空维度作出了同样

的牺牲抉择，也写实了这支军队不变

的精神内核。“纵使青春正当好、为国

牺牲岂惜身”——这是中国军人永恒

的铿锵誓言。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桦川县人武部）

纵使青春好 为国岂惜身
■王宝龙 田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