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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主研制设

计的第一代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

“东风二号”，在酒泉发射场成功点火升

空。这一天，既是中国导弹事业摆脱仿

制、实现自主研发的一小步，也是中国

国防工业在“两弹一星精神”鼓舞与带

动下，取得的又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

成就。

50多年后再回首，包括“东风二号”

在内，中国在核、导弹、航天等领域取得

的一系列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它所承

载的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内核的

“两弹一星精神”，铸就的是国防盾牌，

留下的是历史传奇，提振的是民族自

信，屹立起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

争取国家强大的精神丰碑。

一
翻开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甲

午战争，从清王朝到民国时代，留给中

国人的是一段段屈辱血腥的记忆，拥

有 5000年文明的华夏子孙，深刻体会

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积弱即无尊严”

的滋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

着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然

而，不到一年后，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

了鸭绿江边，多次叫嚣对我国使用核

武器。能否掌握战略核力量，已经成

了决定中华民族脚跟能不能站得稳、

脊梁能不能挺得直的必要条件。因

此，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

国仍咬紧牙关发展“两弹一星”。从20

世纪50年代两弹起步，到1964年发射

“东风二号”导弹、同年爆响第一颗原

子弹，再到 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

天，中国人仅仅用了16年时间，就抓住

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机遇，从一

个国防科技极端落后的国家，一下子

站到了战略武器的最前沿。西方人惊

呼，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从“黄包车

之国”变成了拥有远程火箭的军事强

国。套用西方的一句谚语：“天鹅绒手

套里有一只铁掌”，自从有了“两弹一

星”，再也没有谁在中国头上挥舞“核

大棒”。

二
“两弹一星”事业关乎战略安全、牵

动国家安危，核心技术既买不来、也要

不来，靠别人更走不远。面对核大国的

全方位技术封锁，要靠自己独立自主、

发奋图强、探索前进。这是一场从无到

有、困难重重、白手起家的攻坚大会战，

从共和国将军、著名科学家到每一名普

通战士，全都拼了命般投身进去，誓死

也要打赢这场大会战。志愿军20兵团

十万大军刚从朝鲜战场归来，一接到党

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征尘未洗就直接

开赴戈壁大漠，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

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工程兵

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回忆当年“两弹”创

业时说，那是一场同天斗、同地斗、改造

大自然的大兵团作战，吃的是沙砾饭、

喝的是苦咸水、住的是地窝子、睡的是

大通铺，但大家始终都有吃大苦、耐大

劳的昂扬斗志。为了擎起中华民族自

己的核盾牌，我们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

者在国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

用最原始的手段向尖端武器研究试验

的难关发起挑战——没有设备就自己

动手加工，没有计算机就用手工计算，

没有精密机床就靠金工师傅们一点一

点“抠”出来，连导弹火箭发动机都是在

一个工棚里开始研制的——中国导弹、

原子弹的许多技术，就是在这样十分简

陋的条件下研制出来的。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带领部

队走进靶场时，立下的是“死在戈壁滩、

埋在青山头”的铮铮誓言；“两弹结合”

试验时，发射阵地“七勇士”向党组织递

交了“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

旁”的生死状。正是靠着这种不怕死、

不畏难、不信邪的大无畏英雄主义和拼

命精神，中国人不仅在真刀真枪的战场

上打败了强敌，也在制胜未来的无形较

量中战胜了对手。

三
“两弹一星”的辉煌背后，不是哪一

个人，也不是哪一群人，而是整个中华

民族，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能力。当人们尊称

钱学森院士为“导弹之父”时，钱老多次

申明，他不同意这样的称呼。他常讲的

是，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系统

工程，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

参加。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

或几个人能完成的。这是一场科研战

线的淮海战役，“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

集体”。当年，围绕第一颗原子弹的攻

关，党中央调动了20多个国家部委、20

个省市区的近千家工厂、院校和科研单

位参加；首次核试验时，动用了来自全

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全力支援的几

千种、数万吨物资，集中了50多家军地

参试单位；导弹发射试验时，为了保证

通信、指挥和调度绝对可靠，邮电部把

全国几乎一半的通信线路集中起来保

障试验，全国民兵都动员起来，每个电

线杆旁站2名民兵，一天24小时不间断

值班……正是在这种国家意志、全民意

愿的支撑推动下，中国人用最少的试验

次数、最高的成功率、最佳的效费比，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战略武器发展之

路。实践表明，团结协作出科技创造

力，齐心合力出攻坚战斗力，对于中国

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大团结、大联合、大

协作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也不能丢。

“两弹一星”的创业时代虽然已经

远去，但“两弹一星”精神所蕴含的民族

志气、攻坚意志、协作精神依然熠熠生

辉，需要我们一代一代接力传承下去，

在中华民族未来的伟大征程中继续发

扬光大。

（作者系辽宁省军区盘锦军分区司令员）

1916 年 ~1917 年 ，沙俄军队第 65
莫斯科步兵团在伊鲁克斯特市附近
的德文斯克地区驻扎，其当面德军阵
地的一部分楔入了俄军阵地，因为形
状神似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的鼻子
而得名“斐迪南鼻子”。在这里，两军
阵地只相隔四五十步，又没拉铁丝
网，距离近得连对方在战壕里说什么
都听得一清二楚，这让双方士兵都非
常紧张。

1916 年 11 月中旬，俄军第 65 团奉
命守卫该阵地。情报显示，对面的德
军已经换防。俄军指挥部下令抓德
军“舌头”进行证实。步兵团侦察队
开始了侦察准备。由于俄军战壕挖
得有一人多深，胸墙非常陡峭，但没
有台阶，每名侦察兵都准备了梯子，
以迅速翻出战壕。之后，侦察队开始
在团级训练战壕里进行训练。要顺
利完成捕俘任务，侦察队员必须同步

行动，迅速而突然地越过敌对双方战
壕的中间地带。如达不成突然性，行
动将必败无疑。

11 月 23 日，该团团长认为侦察员
的训练目标已经完成，于是下令分两
个波次开始行动。第一波次由侦察队
长率领，第二波次作为预备队留在战
壕里，由副队长指挥。为了不让德军
分辨出侦察兵的部队隶属关系，他们
的棉袄上都没有标记和名牌，头上戴
着纺织帽，上面再套上法军式样的钢
盔，每个人都携带 3枚手榴弹以及双刃
弯刀。

大约 22 时，以鸟叫声作暗号，侦
察兵们同时行动，迅速爬出壕沟，迅
猛扑向德军战壕，同时向敌战壕投掷
手榴弹，借助手榴弹的爆炸抓捕德军
哨兵。手榴弹炸死了一批德军士兵，
但剩下的也逃之夭夭，俄军侦察兵并
未活捉德军士兵。但他们还是达成
了任务目的。因为有名德国士兵与
俄军侦察兵沃尔科戈诺夫厮打在了
一起，沃尔科戈诺夫杀死对方后，带
着那名德军士兵的钢盔回到了己方
阵地。俄国人根据钢盔上的字迹和
德国军装的领章，还有其他侦察员从
德国战壕里带回的武器标记，准确判
断出驻扎“斐迪南鼻子”的德军番号
和序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
驱逐舰“威廉·D·波特”号曾向罗斯
福总统乘坐的“衣阿华”号战列舰误
射过鱼雷，所幸只是在尾流中爆炸，
没有危及罗斯福的生命。而这并不
是“威廉·D·波特”号唯一一次“意图
不轨”。

1944 年，在完成所有巡逻任务
后，“威廉·D·波特”号返回旧金山休

整。在出发执行新任务的前一天，
“威廉·D·波特”号上的一名醉醺醺
的水兵非要用舰炮开一炮不可，众人
未及阻拦，这名醉兵就打出了一枚
127 毫米炮弹，也不知道打到了哪
里。第二天，守军司令气冲冲的找
来，原来那枚炮弹落在了他的院子
里，当时司令正同其属下和家属们在
那里聚会，幸运的是并没有人受伤。

自力更生铸就大国重器

远交近攻，原意是与远方的国家交
好，和它们“结盟”；对邻近的国家实施
进攻。但随着战略投送能力的逐步提
高，特别是美、英、法等国更多的是远离
本土作战，如马岛战争、阿富汗战争、伊
拉克战争等，此计有了向“近交远攻”发
展的趋势。但不管是“远交近攻”，还是
“近交远攻”，都是通过“交”来扩大自己
的战略机动性，通过“攻”来压缩对手的
战略空间，赢得战略主动，在运用该计
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充分认清自身实力。这是实
施远交近攻之计的前提条件。施计者
在实施远交近攻策略之前，要先对自己
所处的战略环境、自身实力进行全面客
观评估，确立施策对象、施策方法。如，
秦国当时实力位居战国七雄之首，很多
国家都想与其结盟，以求庇护；以色列
建国之初虽然弱小，但其地处中东要
地，又是三大宗教发源地，战略地位重
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管是结交
“小国”，还是依附“大国”，决策者应善
于发现自身的价值，并将价值最大化，
诱使“远邻”中计，只有强大的利益驱
动，才能发挥此计最大功效。

其次，慎重挑选“交”“攻”对象。这
是实施远交近攻之计的核心要求。如
果“交”“攻”对象选择不慎会陷入满盘
皆输的境地。在“交”的对象选择上，应
选择实力较强的国家或军队，形成“强
强联合”之势，尔后逐步蚕食，最终称霸
一方，但同时也应注意所“交”对象应有

共同利益，这样才能有相互信赖的基
础，否则只会事与愿违。以色列建国之
初选择美、苏两霸建交，是因为他们看
透了两霸的利益需求，使其具备了斡旋
的余地：一方面，两强在中东地区角力、
需要战略盟友；另一方面，在美国有大
量犹太人，美国想利用这一优势拉拢以
色列；另外，当时以色列工党政治势力
较大，苏联想利用这一力量“同化”以色
列。在“攻”的对象选择上，应选择实力
较弱且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或军队。
秦国之所以选择先攻韩、魏，不仅是因
为韩、魏两国实力较弱，还因为这两国
地处中原枢纽之地，战略地位突出，夺
之可以威慑诸国。

最后，合理选择使用时机。这是
实施远交近攻之计的基本保证。远交
近攻的运用，须从战略全局出发，用好
用活军事手段，使军事同政治、经济、
外交等手段紧密配合。应善于把握最
佳时机，先发制人、抢先下手，以达事
半功倍之效。抓住时机后，应积极作
为，但不能急于求成，应做到战略上进
取和战术上稳扎稳打相统一。以色列
建国之初就能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获
胜，其把握住了“联大”巴勒斯坦分治
决议的“窗口期”，实施远交近攻之策，
营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大力备战，
是重要因素之一。“君子藏器于身，待
时而动”，决策者应审时度势，加强战
略运筹，认准时机，主动出击，做到“致
人而不致于人”。

现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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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交近攻”在《三十六计》中

的原文为：“形禁势格，利从近取，

害从远隔。上火下泽。”意为战略

形势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

应当先向邻近的敌人进攻牟取利

益，不能越过近处的敌人而直接攻

打远方的敌人。火苗是向上燃烧

的，水是往低处流的，同样是敌人，

但应当采取不同的对策。

此计的核心就是“交”和“攻”

对象选择的问题。决策者需站在

战略全局的高度上，从弱小的、威

胁大的“近邻”开刀，先与“远邻”建

立友好关系，将“近邻”孤立起来，

易于被我所灭。之后，再将“远邻”

变为“近邻”，灵活施策，逐步达成

目的。

原 典

公元前 270年，秦昭王授意穰
侯魏冉兴兵经韩、魏两国伐齐，范
雎献上“远交近攻”之策，阻秦伐
齐。他指出：跨越韩、魏伐齐于秦
百害而无一利。齐国势力强大，又
远离秦国，出兵不足，难以取胜；出
兵多，打胜了也无法占有和管理齐
国土地，反而会让韩、魏从中渔
利。不如先与齐、楚等距离秦国较
远的国家交好，稳住他们，让他们
不干预秦国攻打邻国之事，尔后集
中精力攻打韩、魏等邻国，夺得中
原枢纽之地，以除心腹之患。韩、
魏两国臣服后，向北攻取赵国，向
南攻取楚国，最后平齐国，好比蚕
食桑叶，由近及远、逐步扩张。其
后四十余年，秦国坚持“远交近攻”
的战略，远交齐、楚两国，首先攻下
韩、魏，然后又从两翼进兵，攻破
赵、燕，统一北方；尔后攻破楚国、
齐国，一统华夏。

1947年 11月底，在美、苏等 33国赞
成的情况下，“联大”通过了巴勒斯坦分
治决议：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结束后，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后为
以色列）。为了能在阿拉伯国家的包围
之中生存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把握这
一大好时机，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
积极发展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大
国的关系，寻求军事援助，并营造有利

的外交环境，集中力量增强与阿拉伯国
家对抗的实力。1948年 5月 14日，以色
列宣布建国，并于建国当天与美、苏建
交，次日以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
亚和黎巴嫩为主的阿拉伯联盟国家军
队相继攻入巴勒斯坦，对以宣战，第一
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历时 15个月，最
终以色列打赢了“立国”之战，为逐步成
长为中东霸主奠定基础。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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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海军的尊严级“墨尔
本”号航空母舰，最初购自英国，原是
英国海军“庄严”号航母，其最后的归
宿是卖给了中国拆船厂拆解。在澳
大利亚海军服役期间，“墨尔本”号最
出名的是其吓人的“战绩”，但是这些
“战绩”都是撞船取得的。

从 1957 年 ~1976 年，“墨尔本”

号撞沉撞伤了己方以及盟军美国海
军共 3艘军舰。随后又分别撞伤了
海轮、渡轮、客轮、货轮各一艘。“墨
尔本”号服役生涯中共撞沉撞伤了 7
艘军民用船只，造成 156 人死亡，而
自身几乎毫发无损的熬到了退役，
成为了世界军用船舶史上的一段
“传奇”。

辉煌的“战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从
根本上摧毁德国海军潜艇部队，盟
军多次派出大规模的轰炸机机队轰
炸德军位于本土以及法国的潜艇洞
库，试图集中摧毁德国海军的潜艇
力量。

在 1943年 1月 3日，盟军对法国
圣泽纳尔的德国海军潜艇洞库进行
轰炸时，美军一架 B-17轰炸机被德
军高射炮击中，7名机组人员阵亡。
操纵该机机腹球形机枪塔的中士艾
伦·马吉从飞机里跳了出去，却没有
携带降落伞。他从约 6000米的高空

直接掉了下去，砸到了一个火车站的
屋顶身受重伤，其中一条胳膊完全折
断，但他还活着。1995年，圣泽纳尔
为艾伦·马吉以及他同机战友竖起了
一座纪念石碑。

（乌 沃）

意图不轨

奇迹生还

“东风二号”导弹。

一战时期德军军服，可通过钢盔和领章辨识所属部队。

B-17轰炸机的机腹球形机枪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