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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我们再一次迎来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节。91年后回望军史，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打

响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第一枪，更标志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

诞生。这支全新人民武装力量的初创，

是在进步与反动的较量、经验与教训的

积累、忠贞与动摇的对比中展开的。

南昌起义是一面旗帜，划破黑暗托

起希望。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

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反抗

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据

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1928

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以“清党”名义

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 31万人之

多。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毅

然决然地拿起武器，团结带领我党在大

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

向着旧中国强大的黑暗势力发起了“看

试手、补天裂”的武装反抗。

以南昌起义为分水岭，军事工作开

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的中心工

作，武装斗争由此成为我们党开展革命

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六大明确肯定了

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共产党指导之下

的南昌暴动，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

胜利的尝试”。朱德指出，南昌起义“明

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

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

装斗争的开始”。起义部队不仅组织了

前敌委员会这样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

关，还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重

新确立了党代表制度，军事主官也多由

中共党员担任。在前委之下，“各军设军

委。军委之下设师委，师委之下每团有

支部及分支部小组”，在团一级建立起比

较完整的党组织，形成了党指挥枪的制

度雏形。起义部队第一次成为中国共产

党独立领导的军队，这也正是南昌起义

被称为人民军队建军之始的历史由来。

南昌起义是一部血书，铭刻教训开

路前行。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

领导的武装斗争，南昌起义既是初次亮

剑，也是艰难探索。无论从军事运筹、

作战指挥，还是从政治建设、思想武装

等方面来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

都缺乏足够的见识和经验。

从军事上看，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约

有3万多人，实力并不弱小，周边的农民运

动也有了很大发展，国民党内部也不统

一。然而，起义军那时并没有确立农村革

命根据地的正确指导思想，而是舍近求远，

希望到广东重整旗鼓，再图北伐。结果，起

义部队进入广东潮汕后遭到敌军反扑，很

快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朱德在回忆中也

提到：“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

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3

万多人只剩下了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

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打大城市”。

从政治建设上看，由于南下行动仓

促，来不及对部队进行彻底政治改造，被

迫参加起义的蔡廷锴部第10师，在出发

后第二天，竟然清退了部队中的共产党

员，通电脱离共产党，投奔浙江军阀陈铭

枢。在南下过程中，由于宣传教育工作

没有跟上，士兵对起义的意义认识不清，

加之行军艰苦异常，逃兵极多，部队实力

受到严重削弱。刘伯承在总结南昌起义

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

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

一切”。旧军队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

作风已被证明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

务。人民军队战胜强敌，既要打赢战略

指挥方面的军事仗，也要打赢脱胎换骨

的政治仗。经过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

古田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血的教

训，终于形成了正确的革命斗争路线，把

松散的旧军队和农民军队改造成了全新

的、过硬的人民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是一方明镜，砥砺忠诚锤

炼品质。军史记载，在经历了汤坑战役

失败、三河坝分兵之后，1927年 10月

底，南昌起义残部转移到江西安远天心

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

离队。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

下朱德一人，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 74

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 73

团政治指导员陈毅。面对作战失利、队

伍零落涣散的严峻形势，朱德在天心圩

军人大会上站出来进行革命动员：“大

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

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

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陈毅元帅后来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

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

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

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

大。”其后，朱德又在大余重新登记党团

员、成立党支部，在上堡整训部队、实施

政治训练和思想教育，摸索党对军队思

想、政治和组织的全面领导，这才保留

住了后来井冈山胜利会师的 800多人

的正规部队。这 800人中不仅走出了

朱德、陈毅、粟裕等解放军著名将帅，还

为人民军队保留了珍贵的革命火种。

即便是很多在战斗中失散或离开

的革命者，胸中依然常怀信仰之魂、革

命之火。护送周恩来去香港的叶挺，在

南昌起义不久后又参加了广州起义，抗

战爆发后担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

被扣押后严拒国民党威逼利诱拉拢，入

狱5年之久，出狱第二天就申请重新加

入中国共产党。更具传奇色彩的廖云

周，在起义失散后根据组织安排打入国

民党军从事兵运工作，隐忍潜伏20年，

在淮海战役中成功率领国民党军 110

师起义，为我军围歼黄维兵团、取得淮

海战役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相对的是，有坚守就有游离、有

忠诚就有背叛。比如，南昌起义中的第

20军3师6团第3营指导员、后来担任过

中央红军参谋长的龚楚，在国民党的军

事“清剿”和政治引诱前，失去了信心，悲

观动摇，背叛革命，成为“红军第一叛

将”；蔡廷锴的外甥、南昌起义时担任营

长，随其舅父脱离起义军，后成为国民党

第7兵团司令的区寿年；宣布脱党、后来

成为国民党军统少将的文强等人，都曾

是南昌起义的参与者，却由于种种原因，

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人民的对立面。

事实证明，历史是最好的试金石。中国

革命洪流砥砺的是忠诚、涤荡的是品质，

如果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没有忠贞的革

命信仰、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就不可能

坚持到胜利到来的那一天。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副

教授）

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拥有一架名为
“雪鹰601”的固定翼极地多功能飞机，能
够完成运输、应急救援及航空科考等多
种任务，极大地提高了科考效率。

但很少有人知道，“雪鹰601”其实是
一架参加过二战诺曼底登陆战役的C-47
运输机，在经过换装涡桨发动机，翻新机
体后成为了一架极地科考飞机。二战时
期的军用飞机，能够继续沿用到现在的型
号少之又少，C-47就是其中之一。

艾森豪威尔曾认为有四种武器帮
助美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其中就有
C-47运输机，可见其在二战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如 1944年 6月的诺曼底战
役中，1000架 C-47在 60小时内空投了
3个师 6万名伞兵和他们的装备，极大
地牵制了德军。而在世界空降作战史
上最庞大的空降行动——“市场花园”
行动中，美英两国空降兵乘坐的 1545
架运输机中基本上都是 C-47。整个
“市场花园”行动期间，C-47共出动了
2.5 万架次，为盟军伞兵提供支援。而
在 1944年年底纳粹德军发起反扑的阿
登反击战中，C-47一样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电视剧《兄弟连》中就再现了
当时 C-47 机群向扼守巴斯托尼的第
101 空降师空投物资的场景。不仅是
101 师，整个阿登反击战中，前线盟军
部队都得到了C-47的后勤支持。

而在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关键时期，
C-47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驼峰航
线”的主力。“驼峰航线”是我国抗战时
期一条重要的空中补给线，在 1942年 5
月~1945 年 9月间，1000 多架运输机曾
在这条航线上来回穿梭飞行，向中国战
场运送了 80万吨战略物资、33477名人
员，其中 59万吨物资是 C-47运输的。
在这条航线的飞行中，C-47的可靠性
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如一架 C-47 在
“驼峰航线”飞行时,遭到侵华日军一架
中岛“隼”式战斗机的攻击。轻武装的
日军战斗机无法对坚固的 C-47 造成
致命伤害，日机飞行员孤注一掷撞向
C-47。没想到的是，日军战斗机撞掉
了一侧机翼坠毁，而 C-47 的机舱顶
部虽然被撕开一个大口子，却蹒跚飞回
了基地，可见其坚固牢靠。

而苏联和日本也对 C-47 进行了

仿制。苏联的里-2 运输机是按照许
可证生产的 DC-3（民用型运输机，为
C-47 雏形），这些里-2不仅在战争中
活跃在前线上空，甚至一直服役到上
世纪 80年代。日本是在 1938 年，由三
井在日本海军的支持下以 9万美元获
得了 DC-3的生产许可证，日本得到了
DC-3的全部图纸和 2架 DC-3 散件。
三井联合昭和飞机厂建立生产线，这 2
架飞机分别于 1939 年和 1940 年交付
日本海军，型号是 I-2d1。同时昭和又
和中岛公司研制了换装1000马力三菱
金星发动机的 I-2d2。后来昭和共生
产了 416 架 I-2d。由于外形同美军
的 C-47 太像，所以在战争中 I-2d 还
经常受到己方误击。

水也能攻坚
历史上，引水攻克坚城的战例

不胜枚举。而到了现代，也有用水
攻坚的战例。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以色列夺取了阿拉伯国家 6.5 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就包括埃及的
西奈半岛。为了防止埃及军队收复
西奈半岛，以色列军队沿苏伊士运
河东岸修筑了一系列防御体系，称
为巴列夫防线。

出于价格的考虑，以色列军队
没有按照以往的经验修筑水泥混凝
土工事，而是筑起了高 20 米、宽 10
米、坡度为 45~60 度的巨大沙堤，以
军认为流动的沙子还将使埃军的炮
击很难发挥作用。

埃及若想收复西奈半岛，必须
攻破巴列夫防线，巨大的沙堤是埃
军面对的巨大难题。一名年轻的埃
军工程兵军官提出可以用高压水枪
冲刷沙堤，冲出缺口供后续部队通
过。这一想法得到了埃军高层的肯
定。埃军随后向英国和德国购买了
450台消防用高压水泵。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时，埃军工程兵用高压水枪冲刷沙
堤，仅用 5 个小时就开辟了数十个
通道供埃军突破，埃军顺利打进了
西奈半岛。

“幸运杰维斯”
二战的海战中，由于驱逐舰需

要执行反潜、侦察、施放鱼雷等多种
任务，所以战损率极高，能够熬到战
后的更是“凤毛麟角”。英国皇家海
军的一艘 J级驱逐舰“杰维斯”号在 5
年的战争历程中，经历了 13次恶战
熬到了战后，不仅是“凤毛麟角”中
的一个，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历史上
也只有三艘军舰可与之相比。更为
重要的是，在 5 年的战争中，“杰维
斯”号虽然遇到过撞船，舰艏被滑翔
炸弹炸掉等损伤，但没有一名舰员
阵亡甚至是受伤。这使其在舰队中
获得了“幸运杰维斯”的美誉。

（乌 沃）

↑↑苏联仿制C-47而来
的里-2运输机。

→→中国南极科考队的
“雪鹰601”飞机。

↓↓C-47运输机。

“上屋抽梯”之计，是根据《孙子兵
法·九地篇》中“帅与之期，入登高而去
其梯”之句演绎出来的。在其著作中，
孙子认为，将帅的责任，就是组织三
军、激励士气、出生入死、夺取胜利。
部队应该做到：受领任务就像“登高去
梯”义无反顾；深入险境就像满弓发箭
绝不回头；投入战斗就要破釜沉舟不
胜则亡。
“上屋抽梯”之计的本意是用来鼓

舞己方士气，以破釜沉舟、舍生忘死的
精神夺取战斗的胜利。但后人根据战
争实践，积累分析战争中的经验教训，
对该计谋进行了进一步的演绎发展，
催生出新的内容和新的应用方式，不
仅可以用于激发己方士气，还能施用
与敌人，而这也是此计后来应用较多
的方向。

施用于敌，“上屋抽梯”之计具体可用
于对敌方组织围歼。要上屋抽梯，先得
“置梯”诱敌。诱敌之法林林总总，具体而
言，贪婪之敌，可示利诱之；狂妄之敌，可
示弱诱之；蠢笨之敌，可设伏诱之……总
之，要根据敌情、我情和战场实际，因势利
导，调动敌人就范。“置梯”诱敌，其实是创
造战机，有时需要极大的耐心。

如解放战争中，在 1947年的孟良崮
战役之前，国民党军队吸取以往失败的
教训，针对我军战法，采取了“加强纵
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
战法，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我军按照过去战法分兵一部击敌
侧后，却并未达到调动、分散敌人，诱其
一部“上屋”之目的。于是，华东野战军
遵照军委指示，保持最大的耐心，不过
早惊动敌后方，主动再退一步，放开正
面，诱敌大胆深入。

同时，我军主力暂不在预定战场设
伏，而是先集结在隐蔽位置待机，以助
长敌嚣张气焰，造成敌误判，待敌冒进。

在我军耐心的诱敌行动下，国民党
军终于对我军的情况产生误判，再加上
其根深蒂固的骄纵心理，国民党军各部
队很快置之前“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
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于不顾，分兵
突进，互不相顾，特别是整编 74师孤军
深入，为我军创造了极好的机会。我军
抓住战机，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
气势，果断“抽梯”，断敌退路、中央突
破、打围阻援，迅速围歼整编第 74 师。
打了一场让敌失魂落魄，干净漂亮的歼
灭战。

原 典

现代战例

第
二
十
八
计
：
﹃
上
屋
抽
梯
﹄

三
十
六
计
与
古
今
战
争—

■
张

翚

毛
炜
豪

“上屋抽梯”是《三十六计》中的第

28计，是一种诱逼计。原文是“假之以

便，唆之使前，断其援应，陷之死地”。此

计本意是说引他人登上高楼后，撤掉梯

子，使其陷入困境。作为军事谋略，是指

故意露出破绽，给对手提供方便，诱其深

入，然后切断他增援策应的部队，令其陷

入绝境。想要“抽梯”，先得“架梯”，所

以，运用此计的关键在于诱敌上套，将足

以吸引对手的利益巧妙置于敌人面前，

才可能调动敌人，诱其“顺梯而上”。

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远征希
腊。而希腊联军实力贫弱，双方力量对
比悬殊。希腊海军指挥官提米斯托克里
斯提出在狭窄的沙拉米斯海峡与敌决战
的方案。提米斯托克里斯将己方舰队全
部集中在海峡内，海峡的两个入口也不
设防，为迷惑对手，引敌上钩，他还设计
使薛西斯得到一份假情报，称希腊人害
怕波斯大军，很多人只想着趁夜逃跑。
薛西斯轻信了情报，命令舰队加速驶向
沙拉米斯海峡，争取全歼希腊军队。海
峡入口处狭长的小岛，将波斯舰队分成
两路，舰队出现混乱。再加上波斯战舰
都装有长木桨，使得航道更为拥挤。这
时海上风浪骤起，战舰难以控制，波斯舰
队乱作一团。隐蔽的希腊战舰趁机杀
出，紧贴敌舰一侧驶过，将其一边船桨全
部打断，使波斯战舰只能在海上打转，接
连被击沉。8个多小时后，希腊舰队以损
失 40 余艘战舰的代价击沉敌舰 200 余
艘，薛西斯的旗舰在仓皇之中撞翻几艘
己方战舰才侥幸逃脱。

1966 年越南战争期间，越军第 272
团获得情报：7月 9日，美军第 1步兵师
的一支运输队将由安综出发，前往明
盛，护送兵力很少。机会难得，越军决
定打一场伏击，272团全部出动，力求速
战速决。

7月 9日上午11时，美运输车队驶进
伏击圈，伏击战斗按预定计划打响。但
出乎意料的是，美军运输队非但没有惊
慌失措，反而像经过演练一样沉着应战，
而且兵力越打越多，10分钟后，已经有一
个步兵连和两个装甲骑兵连投入战斗。
而美军的炮火也十分精确，显然在之前
做过精确测定。苦战两小时，占不着便
宜的越军决定撤出战斗，却发现周边道

路均被敌航空和炮兵火力严密封锁，且
美军迅速空运来的 3个步兵营已在外围
完成了反包围。越军无路可退，只得就
地死守。战至次日黄昏，损失很大的越
军才借助大雾侥幸逃出重围。

这次战斗，是美军精心策划的代号
为“埃尔帕素”的欺骗行动，是一场有预
谋的反伏击战。战前，美军发现越军
272团积极活动，严重威胁己方运输线，
于是制定了“上屋抽梯”的诱敌计划，故
意泄露运输车队的行动时间、路线，而
后在沿途选定了越军可能设伏的 5个地
点，部署了兵力，计算了火力，设下反伏
击圈套。越军歼敌心切，贸然出动落入
陷阱，损失惨重。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南昌起义中的忠诚与坚守
■王芳芳

坚固耐用的C-47运输机
■李 巍

南昌起义标志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