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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战例中，齐国相国管仲以
弱小的遂国为“桑”，以较强大的鲁国和
宋国为“槐”，不仅获得了遂国的土地，
还以最小成本和代价争取到了鲁国和
宋国的降服。如若直接攻打鲁国、宋
国，容易在众诸侯国中产生较大的负面
影响，易引起其他强国的干涉，反倒会
得不偿失。毛泽东巧妙处理台湾海峡
战事，以蒋军舰船为“桑”，以美国的态
度为“槐”，不仅沉重打击了蒋军，又警
告了美国当局，同时对美国的底牌有了
较清楚的认识。

以上两个古今战例在运用“指桑骂
槐”这一谋略时，都采用了敲山震虎的
表现形式。即运用敲击山梁的办法来
显示威风，从而达到震慑老虎的目的。
管仲灭遂国，在战略战术上对鲁国形成
压力，迫使其降服，又通过降服鲁国对
宋国施加压力，进而降服宋国。解放军
炮击金门和台湾舰船也属于敲山震
虎。毛泽东下令炮击，迫使美军舰船为
了自保放弃所谓的“同盟”伙伴，达到了
战略上的威慑目的。

事实上，“指桑骂槐”还有两种形
式，即杀鸡儆猴与旁敲侧击。杀鸡儆
猴，即通过惩罚一方达到对另一方警醒
的目的。旁敲侧击，即不直截了当指明
问题，而是迂回地表达自己的责难或不
满。这种方式在国际政治斡旋和外交
谈判等场合被广泛使用。

“指桑骂槐”的谋略在不同时节、不同
形势下的表现形式各具特色，想要运用好
“指桑骂槐”之计，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正确处理好“指桑”与“骂槐”

的关系。此计中，“桑”表示被惩罚或者
打击的一方，“槐”表示被警告和震慑的
一方，可以把“指桑”和“骂槐”分为四
种。第一，实指实骂。即所指的“桑”和
“槐”都很明确，并且对它们采取了实实
在在的惩治措施；第二，实指虚骂。即
所指的“桑”很具体，但所骂的“槐”并不
明确；第三，虚指实骂。即表面上所指
的“桑”不明确，但暗里所骂的“槐”却很
明确；第四，虚指虚骂。即何为“桑”，何
为“槐”，都没有具体指明，只是抓一件
事借题发挥，目的在于引人警戒。无论
是哪种形式的“指”和“骂”，都应该明确
“指桑”只是手段，“骂槐”才是最终目
的，施行此计的关键在于，战场上出现
了需要“指桑骂槐”的形势时要将“桑”
与“槐”的分量衡量好，应注意“桑”轻
“槐”重，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反向替
代，要确保能成功“骂槐”。

二是指挥员要胸怀全局。无论是
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中对于弱小对手
的警告利诱，对较强大对手的旁敲侧
击，还是在部队管理中用警告等暗示
手段统领部下和树立威严，“指桑骂
槐”计归根结底都带有“警”的底色，更
多体现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作用。

这就要求指挥员对外要胸怀全局，对内
要令行禁止、严明军纪。毛泽东亲自下
令炮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击几艘
蒋军舰船，更多的是对蒋介石集团所
谓的“盟友”美国予以战略上的震慑，
从而一举摸清美国力求自保的“纸老
虎”底细。之后，中共中央要求中方代
表在中美大使会谈中与美国当局进行
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从而粉碎了美
国当局对台湾问题的不良企图。管仲
灭遂国，并不是真的看重遂国的土地，
而是为了以此在战略上对鲁国形成威
慑和压力，使鲁国降服。而降服鲁国
后，又对宋国形成了战略威慑，进一步
迫使宋国降服。

三是充分把握使用“指桑骂槐”的

分寸。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指桑骂槐”
之计在军事中运用比较普遍，但其并不
是一种攻城拔寨、斩将杀敌的计谋，而
是一种对外强调战略震慑、对内讲究
“杀鸡骇猴”的“奇”计。战争话语权终
究是需要硬实力、真“肌肉”的，在充满
信息不对称的战场上，在敌弱我强的战
争态势下，此计相对比较有用。而当敌
我差距较大，敌优势明显强于我时，使
用此计就可能导致“指桑骂槐”未成，反
倒使得强敌恼羞成怒，事态恶化。因
此，对于“指桑骂槐”计的使用，一定要
掌握火候和分寸，确保达成战略或战术
目的。

1956 年 7 月 19 日，我国第一代喷
气式战斗机歼-5的原型机由试飞员吴
克明驾驶成功首飞，该机全部采用中
国自制零件制造组装，标志着中国成
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批量生产
喷气式战斗机的国家之一。

歼-5战斗机是根据苏联研制的米
格-17F 型战斗机仿制而成。苏联在
1953年授权批准我国的沈阳飞机制造
厂生产该型号战斗机，此后不久我国
就开始了仿制工作。

歼-5采用机头进气，后掠式中单
翼布局，机动性好、火力凶猛、生存力
强。机身为金属结构，体积小，重量
轻。歼-5在机体外型上非常类似在朝

鲜战场上取得辉煌战绩的米格-15战
斗机，但仍有很多不同。相较于米格-
15，歼-5（或者说米格-17）虽然也采用
了后掠翼，但后掠角由 35度增大到 45
度，进一步提升超音速性能；机翼上增
加了一片翼刀达到每侧三片以提升低
速性能；使用改进版的 VK-1F离心式
喷气发动机，其推力更大、响应更快，
歼-5使用的是 VK-1F 的国产仿制型
号涡喷-5。至于武器系统则是米格系
列战机早期的“传家宝”，即一门 37毫
米机炮加两门 23毫米机炮，火力凶猛
且威力强大，37毫米炮弹可以在飞机
上撕开一个近 1米的口子，23毫米炮弹
则可以在机体上撕开一个近半米的口

子。而同时期，美制喷气式战斗机多
装备 12.7 毫米航空机枪或 20 毫米机
炮。不过，歼-5的武器系统也有缺陷，
那就是备弹相对较少。

歼-5战斗机不仅成为一个时期内
我国国土防空的中坚力量，而且让新中
国迅速接触并掌握了喷气机时代的入
门技术，让中国一步到位步入了喷气机
时代，虽然米格-17仍有很多不足，但
通过仿制米格-17,我国不仅得到了飞
机的设计制造数据，更得到了喷气式发
动机的设计制造技术，这一内一外的技
术对新成立的新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
国的航空工业也一步跨入了喷气时代，
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歼-5进入部队服役后，迅速承担起
了国土防空任务，空军、海军都曾使用
歼-5击落过国民党军队及美军的战斗
机，其战绩单不仅有F-84、F-86这样同
时代的喷气式战机，也有美军F-4B这种
更先进的重型战斗机。歼-5战机面对
先进的敌人，凭借飞行员的顽强以及灵
活的战术，多次取得以弱胜强的战绩。

歼-5系列中产量最大的为教练型
歼教-5，在全面掌握歼-5制造技术后，
沈飞开始承担更先进的歼-6战机的研
制任务，落后一些的歼-5便不再大量
生产，转而改进设计，研制出歼教-5教
练机，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可以驾驶先
进战机的优秀飞行员。

如今歼-5战斗机已经和驾驶她的
那些老飞行员们一起退役了，蓝天中
再难见到她们矫健的身影。但在全国
各地纪念馆和一些学校、公园，仍经常
能看到她们，像一位位老战士，无声的
讲述着昔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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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桑骂槐，语出自民间谚语。指

桑骂槐的原意是指着桑树却骂给槐

树听，借用来比喻对别人间接指责、

批评的方法，后来广泛指以惩治、攻

击某一个特定的典型敌人，来警告、

规劝其他敌人的行为。

三十六计中，此计原文为“大凌

小者，警以诱之。刚中而应，行险而

顺”，即强大一方要慑服弱小一方，应

运用警告的办法来诱导他。适当的

强硬，可以得到拥护；使用果敢手段，

可以令人信服。引申到军事上，是一

种用胁迫、警告等暗示手段达到树立

某种威严的谋略，既可运用于军队内

部管理，又是一门对敌和外部势力斗

争的艺术。

春秋时期，齐国相国管仲决定降服
鲁国和宋国，以此扩大齐国的势力范围
和影响。

但管仲降服鲁国和宋国，并未采
取以往诸侯国常用的发起直接军事进
攻的手段，而是先灭掉了鲁国的弱小
邻国——遂国。

遂国不仅是鲁国的邻国，还是其附
庸国。齐国灭掉遂国后，感受到压力的
鲁国领会了齐国的意图，立即谢罪求

和，与齐国结盟。
而鲁国位于齐国与宋国之间，隔开

了齐国和宋国，本是宋国抵挡齐国的屏
障。但齐鲁结盟后，失去鲁国屏障，安
全受到威胁的宋国也只得向齐国求和，
以保证安全。

齐国相国管仲先是以灭遂国震慑
鲁国，使得鲁国降服并与齐国结盟。又
以齐鲁联盟，对宋国施加压力，降服了
宋国。

1958 年 8 月 23 日中午 12 时，中国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阵地万炮齐
发，金门岛陷入一片火海。蒋介石忙向
美军“求救”，美国随后决定为蒋军护
航。9月 4 日，美国调来军舰与原先在
台湾海峡的第 7舰队会合，形成了一个
作战集群。

9月 8日，美蒋组成海上编队，由美
舰护航蒋军舰船向金门开来。毛泽东
指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中午 12
时，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
口。毛泽东下令：“立即开炮！”没想到
我军大炮一响，美国军舰立刻丢下蒋舰
向台湾方向逃去。9月 11日，美国再次

护送蒋军 4艘运输舰、7艘作战舰向金门
驶来。下午 14时 57分，我前线炮兵以强
大火力射击驶近料罗湾的蒋军运输舰
和金门岛上的目标。美军故伎重演，听
到炮声后立即向外海撤退。通过这两
次炮击，党中央彻底摸清了美国当局的
战略底牌。

跨入喷气时代：歼-5首飞
■李三万

76年前的7月17日，意义重大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按照纳粹德国

元首希特勒的狂言，以第4坦克集团

军和第 2、6集团军为核心的百万大

军，3个月就能拿下斯大林格勒。此

时的他不会想到，这是百万参战德军

的不归路。

六个半月后，曾经在西欧平原纵

横驰骋、所向无敌的纳粹铁甲洪流，在

斯大林格勒一头撞上了钢板，从闪电

战打成了消耗战、持久战，最终竟然被

苏军反攻围歼。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

转，是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由盛转衰的

转折点。回顾这场战役的成败得失，

对于今天的战略运筹、战术安排、战斗

意志培养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违背规律埋下失败祸根。斯大林

格勒战役，是苏德统帅部战略博弈的

结果。从整个决策过程看，以希特勒

为首的纳粹德军高层，在这场战役中

作出了很多错误决策。德国陆军

1942年3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东线全

部162个作战师中，只有8个师还有进

攻的能力，16个装甲师中，只剩下140

辆坦克可供使用——这比过去一个师

的正常数字还要少”。可以说，德军已

经到了“强弩之末不可以穿鲁缟”的地

步。但希特勒坚持认为，“俄国已到了

势穷力竭的地步”，执意发起夏季攻

势。研究德军战史的英国人希顿指

出，希特勒“在战略上胃口过大，本身

缺乏兵力，又固执地低估敌人的兵力

和潜力”。另外，按照德国军事理论家

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兵力愈弱，则愈

应使用少数的兵力，在其他各地点牵

制敌人，以期在决胜点上，彻底集中优

势兵力”。希特勒却一再违反集中兵

力原则，多次犯了战场分兵的兵家大

忌。在战役关键时刻，把其他3个集

团军派往高加索方向抢占油田，导致

第6集团军既要攻下斯大林格勒、又

要建立顿河防线，德军有限的进攻力

量被分散得七零八落，在广袤的战场

上根本形成不了战场优势，反而给了

苏军战略反攻的时间和空间。

顿兵坚城耗尽有生力量。斯大林

格勒战役是一场典型的城市攻防战，

德军把宝贵的机械化兵力和空中兵

力，投入到机动力、火力优势不便发挥

的城市作战中，本身就是舍己之长的

不智之举。面对犬牙交错的战线，德

军只能依靠步兵与顽强固守的苏军进

行对抗，作战双方为了一堵墙、一个地

下室和每一堆瓦砾反复展开争夺，大

量逐街、逐巷、逐楼的近战、巷战成了

吞噬德军兵力的坟场。曾经横扫西欧

的德军即使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也

只能以米来计算，用自己的尸体一点

一点艰难打开通路，在67天的城市战

中慢慢耗尽了最后一滴血。如果德军

当机立断、果断撤军，本来也可以保住

一部分有生力量。陆军参谋总长哈尔

德就指出，“斯大林格勒的楔形前线在

军事上是不可取的”，希特勒却强迫哈

尔德退休，强令德军从外线进攻转入

严防死守，如此战略被动，距离失败只

剩下一步之遥。

顽强意志终得逆转大胜。斯大林

格勒战役是勇气与意志的较量，毛泽

东同志曾评价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无

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苏联军民在城

市保卫战中展现出的坚韧和顽强，今

天看来依然令人动容。苏军第35师拼

到全师没有一个完整的连队，仍然抗

击了德军3个师的连续进攻，师长戈拉

兹可夫中弹160处，壮烈牺牲。苏军中

士巴甫洛夫率领24人小分队在一栋四

层楼房中坚守了整整58天，德军反复

冲击也未能攻克。在战役最艰难的时

刻，德军攻占了90%的城区，苏军被分

别包围在三块孤立的阵地上，最小一

块仅0.28平方公里。有的苏军师仅剩

下百余人，依然拼死抵抗。苏军将士

为了打退敌人进攻，弹药打光了，用刺

刀，刺刀拼弯了，用牙咬手撕，宁死也

不投降。在“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口

号的鼓舞下，苏联人民为这场战役胜

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各修理厂一个季

度就修复战斗车辆300辆和各种发动

机500台，提前完成了方面军关于冬

装、雪橇等生产订货。斯大林格勒州

成立了伤员安置委员会，建立20多个

专科医院和后送医院，设立了输血

站。动员3000多名女青年当义务卫生

员，有的卫生员一人就抢救了97名伤

员。顽强的战斗精神、强大的心理防

线、团结的军民合力，帮助苏军守住了

最后的防线，迟滞了德军进攻，为战略

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斯大林格勒

战役最终以苏军取得重大胜利和德军

遭到惨重失败而结束。

（作者系黑龙江省军区鸡西军分

区麻山区人武部部长）

斯大林格勒战役：当尖刀撞到钢板
■靳传军

蕃非马不战
迎娶过唐朝文成公主的松赞干

布，乃是吐蕃王国的领袖。他统帅的
吐蕃军队擅长骑射，从小就注重对骑
术和射术的训练。虽然在吐蕃骑兵
中，也像古代其他地区的骑兵一样装
备了弓箭。不过，吐蕃骑兵还有一种
独特的武器，那就是投石索，使用投
石索的骑兵在藏语中称为“乌尔多”，
就是投石骑兵的意思。投石骑兵能
以极快的射速和极高的精确度击中

目标，这种射速快、精度高的投石骑
兵，成为吐蕃战场上极为倚重的作战
力量，故有人说，“唐非牛不田，蕃非
马不战”，可见骑兵对吐蕃之重要。

还在用的U艇洞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使潜

艇能够更隐蔽地行动，也是为了防范
盟军对德军军港的空袭，时任德国军
备和生产部长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提
出为德军潜艇修建混凝土洞库。除
了在德国本土的基尔港修建外，还在
挪威和法国沿海大建 U 型潜艇洞
库。德国人在这些洞库上投入了很
多的资源，光是洞库的顶部混凝土就
厚达7米，连英军6吨重的“高脚杯”巨
型航空炸弹都无法击穿。而部分洞
库至今依然被挪威和法国海军使用。

（乌 沃）

为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而竖立

的“祖国母亲在召唤”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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