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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体系认证的支援舰

法国海军曾装备一艘名为“儒
勒·凡尔纳”号的前线多功能支援
舰。“儒勒·凡尔纳”号不同于补给
舰、医院船等功能较单一的支援
舰艇，其具备支援海军作战的多
项功能。
“儒勒·凡尔纳”号不仅可以为

航母舰载机提供维修，为其他舰艇
提供电力供应，还能像补给舰一样
为其他舰艇提供弹药、物资、食品
和油水补给。同时，该支援舰还具
备医疗船、潜艇支援舰的功能。
“儒勒·凡尔纳”号上设有木

工、塑料、钣金、锅炉、电子、机械、
食品 7个大型车间。有意思的是，
其食品车间除可以生产面包、冰
淇淋、可乐、啤酒等食品和饮料
外，还备有拖网渔具可捕捞新鲜
海产品。更有意思的是，“儒勒·
凡 尔 纳 ”号 1999 年 通 过 了 ISO
9002 国际生产、安装和服务的质
量体系认证，是一艘质量管理有
保证的支援舰。

从轰炸航母到轰炸山区

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空军的
图-16 轰炸机投放的炸弹多是 250
公斤和 500公斤的常规炸弹。但随
着阿富汗抵抗力量转移到山区，
图-16 开始投放 1000 公斤到 3000
公斤的重型炸弹。到苏军撤离阿富
汗前，图-16 还用上了重达 9 吨的
FAB-9000M-54炸弹。这种炸弹原
本被设计用来轰炸航母，其战斗部
威力巨大，爆炸后，爆点半径 225米
内的人员非死即伤。

但随着舰空导弹的完善，舰载
战斗机技术的不断提高，想要带着
这种笨重的炸弹临空轰炸航母已不
可能，而且这种研制于上世纪 40年
代末的炸弹到了 70年代也已接近失
效，与其销毁，不如扔到战场上。在
苏军撤离阿富汗期间，为防止阿富
汗游击队通过山间公路追击苏军，
苏联空军派出携带 FAB-9000M-54
炸弹的图-16 轰炸机，炸塌山间公
路两侧的山体，堵死公路，让阿富汗
游击队无路可走。据统计，苏军在
阿富汗基本消耗完 FAB-9000M-54
炸弹的库存。

（乌 沃）

上述战例，都成功运用了“美人

计”。但在不同时期运用“美人计”，

也各有不同之处。在古代，由于战争

胜负多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故“美人

计”不仅需长期执行，而且必须有其

他计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如

越国对吴国施用“美人计”，就结合使

用“反间计”。在现代战争迈向体系

化的情况下，决定战争胜负的已不是

某一个人，“美人计”的使用也更有针

对性。如以色列两次使用“美人计”，

用计对象虽是敌方飞行员，但目的是

为获得敌方先进战机。

由于在不同条件下具体施用“美

人计”有很多不同，所以在运用中需注

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美女”的选择。能够成

功实施美人计的“美女”，不仅容貌要

超凡脱俗，更重要的是要有常人所没

有的特质。“美女”在进入敌方阵营

后，不仅孤立无援，而且要忍受各种

各样的诱惑，在关键时刻，还要实施

各种手段，或离间敌方人员，或争取

敌方人员为我所用。所以，美人计实

施的前提之一，就是有大智大勇而又

异常坚毅的“美女”。

其次，是要投其所好。对于“美

人计”，必须有新的认识，那就是“美

人计”并非单指那些倾国倾城的美

女，而是指一切能腐蚀敌方、使其意

志消沉、再无斗志的手段。所以，想

要施用“美人计”，不仅要找准对象，

更要投其所好。如公元1259年蒙哥

汗战死钓鱼城后，南宋权相贾似道

利用忽必烈急于撤军争夺汗位之

心，以称臣、岁币这些当时忽必烈可

以接受的“价码”与其签订和约。但

到公元 1267年，地位稳固的忽必烈

攻打南宋时，南宋的岁币和称臣已

无法起到作用。

最后，一定要“相机取事”。“美人

计”不仅能消磨敌方意志、实力，更能为

己方争取发展时间，增强自身实力。在

敌我实力此消彼长后，果断向敌方发动

致命一击，才是运用“美人计”的真谛。

若敌方受到腐蚀后，自己却不思进取，

最终还是难逃败亡命运。如宋孝宗与

金世宗达成“隆兴和议”后，南宋统治者

却不思进取，过上了“直把杭州作汴州”

的生活，最终在苟延残喘几十年后，被

新兴的蒙古帝国所灭。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

猛烈轰击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金门岛。

60年后的今天，昔日硝烟和炮声早已远

去，但炮击金门这一历史事件的战略影

响永远镌刻于史册。尤其值得铭记的

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运

筹帷幄，以中美战略关系和国际局势为

“棋盘”，以金门诸岛为“棋眼”，以战略摸

底、战略震慑、战略牵制为“棋路”，掌控

战场节奏、撬动中美关系、赢得台海主

动，体现了高超精妙的战略运筹水平。

既讲战略性，也讲策略性。炮击金

门对美蒋集团可谓当头一棒。金门诸

岛虽小，却是美蒋封锁遏制大陆的桥头

堡，是两大阵营军事对抗的最前沿。在

炮击金门发生前，美国不仅与台湾签署

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还大肆武装国民党

军队，一心图谋制造“两个中国”。毛泽

东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正是为打破

美国人的战略妄想。为达到出其不意

的目的，毛泽东专门把炮击金门的时

间，从预定的 7月 25日推迟到 8月 23

日，其间会见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

晓夫，引发国际舆论的各种猜测联

想。1958年7月前，参战的解放军炮兵

部队分布在福建内地，接到命令后，各

炮兵部队迅速集中，冒着台风、暴雨、山

洪等危险，克服道路塌方、桥梁冲毁等

困难，趁夜向厦门、莲河开进。从东海

舰队调来的鱼雷快艇大队，以“陆上行

舟”的方式乘火车隐蔽入闽，随车指战

员一律着陆军军装。炮击金门开始时，

为避免暴露我军作战企图，指挥部要求

所有火炮一律不准试射，以精密法决定

射击诸元，以达到奇袭效果。在这些努

力下，美蒋对解放军炮击金门毫无准

备，甚至在炮击开始后一段时间，还认

为炮击是解放军登陆金马、解放台湾的

前奏。炮击金门使美国暴露了战略底

牌。原本对台承诺满满的美国总统艾

森豪威尔表示：“美国不打算直接在军

事上介入金、马事件，但可以向台湾提

供导弹和登陆艇，并准备承担台湾防

务，这样台湾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全力投

入对金门的防务。”美国第7舰队在为

国民党军舰护航期间，面对解放军猛烈

火力，不仅一炮未发，还掉头逃跑，死活

不进料罗湾。

解放军炮击金门始终是克制的、精

准的。毛泽东在8月18日写给彭德怀的

信中就明确指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

蒋，间接对美。我军坚决贯彻毛泽东的

指导方针，以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方

式精打、巧打，炮兵猛烈炮击敌指挥机

构、炮兵阵地、雷达阵地、料罗湾的国民

党军舰；海、空军主要担负协助封锁和防

卫作战任务，不实施登陆作战。大规模

炮击金门后，毛泽东又提出“只打蒋舰、

不打美舰”“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边打

边谈、以打促谈”“打而不登、封而不死”

等具体策略，并要求前线指挥员严格执

行纪律，坚决服从指挥，要打就打，要停

就停，绝不许各行其是、擅作主张。可以

说，炮击金门的每一步行动计划、每一次

决策指示、每一个关键环节，都体现了战

略性与策略性的高度统一。

既打军事仗，也打政治仗。炮击金

门先后经历全面封锁、持续打击、打打

停停 3个阶段，既有军事上大规模炮

击，又有政治上、外交上对外声明和宣

示；既是一场军事行动，又是一场政治

斗争和外交斗争。全面封锁阶段，我军

对大小金门进行全纵深火力打击，迫使

国民党守军转入地下，有效震慑美蒋侵

扰我沿海地区的企图。持续打击阶段，

针对美国以护航名义军事入侵中国领

海领空，以炮兵火力对金门岛发起封锁

作战，有力挫伤美军嚣张气焰，并及时

变大规模炮击为零星炮击，使金门守军

陷入困境。打打停停阶段，根据美国对

金、马问题政策调整，采用“打打停停、

半打半停”的斗争策略，对金门岛进行

灵活的象征性炮击，遏制了美国制造

“两个中国”的阴谋。

炮击金门行动中，毛泽东领导我军

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

节的斗争方针，始终掌握斗争主动权，

每一步都体现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

争的紧密配合，军事上的打与停、大打

与小打、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况下的打击

目标，特别是每次炮火打击的规模、数

量、效果等各不相同，都体现着巧妙的

指挥艺术。正是在这种战与和、慑与

谈、打与停的精妙运筹中，炮击金门如

同一道历史分水岭，极大改变了东南沿

海敌扰我防的局势，更迫使美国放弃军

事上掌控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

谋，不得不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既有硬摧毁，也有软杀伤。炮击金

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以强大火力为基

础的战略威慑行动，准确抓住金门诸岛

面积较小、距离大陆较近的特点，有效

发挥解放军炮兵的强大火力优势。炮

击开始当天，我军集中32个炮兵营及

部分海军岸炮部队共459门火炮，组成

两个炮兵群，利用大口径火炮射程远、

火力猛的优势，对金门岛进行纵深打

击，持续炮火打击使岛上守军举步维

艰。国民党老兵王某回忆道：“我刚给

脏衣服抹上肥皂，解放军的炮弹就铺天

盖地地飞过来了，打得太准太猛，营区

里亮光闪闪一片烟尘，大地像装了弹簧

似地一跳一跳的，抖得人都站不住。弟

兄们根本没有防备，四下里乱跑着躲避。”

据国民党台湾当局统计，8月23日~25日，

解放军30万发炮弹倾泻金门，国民党官

兵死伤3.6万余人。

与武力打击紧密配合，我军还及时

采取心理攻势。毛泽东亲笔起草撰写、

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我军在厦门、大磴、黄岐半岛等地建立

有线广播站，总功率达到3万瓦，共带

动240多个巨型扩音喇叭，有效音程达

6~10公里，大金门东半岛30%的区域、

小金门50%的区域均能听到广播。我

军还正式组建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使用

闽南语和普通话对台进行广播。这些

软杀伤与前线炮兵打打停停、半打半停

的节奏巧妙结合在一起，有力宣传了我

党我军的政策主张，狠狠揭穿了美国企

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迅速有效地

将军事打击效果转化为心理威慑攻势。

（作者系空降兵训练基地教研部副教授）

一百多年前的 8月 23 日，中国
自制的第一艘蒸汽动力巡洋舰、福
建水师旗舰“扬武”号在马尾海战中
顽强抵抗法国侵略者，战斗至最后
一刻。

福建船政初期生产的舰船为
“兵商两用”，1871年，代理船政大臣
夏献纶上书请求福建船政自 7号舰
起改为生产兵船，即纯军事目的的
军舰，获得清廷批准。于是福州船
政局自 1871年 7月 12日开工建造 7
号舰，也就是后来的“扬武”号。

福建船政监督法国人日意格认
为，按照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造
这样的军舰起码要耗时 15个月，而
福建船政只用 9 个月就完成制造。
“扬武”号以法国果敢级巡洋舰为
母型，木质船身，无装甲，舰长 60.8
米，宽 11.52 米，排水量 1560 吨，马
力 1130 匹，主机为卧式二气缸往复
蒸汽机，航速 12 节，顺风航速约 15
节。该舰造价 25.4 万两白银，在福
州船政局早年所建军舰中成本最
高，是中国同时期吨位和功率最大
的巡洋舰。“扬武”号装备 1门英国
制造的威斯窝斯 190毫米六角前膛
主炮、10门 160 毫米副炮和 2门 100
毫米副炮，还装有 3 节可伸缩式烟
囱，海战时可以躲避敌人炮弹射
击，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设计。
1872 年 4 月 23 日，“扬武”号下水，
比原计划提早半年，船上许多仪器
均系福建船政自制。
“扬武”号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最

先进的巡洋舰之一。1874 年，日本
借口“牡丹社事件”侵犯台湾，总理
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命率领船政水师
渡海备御，“扬武”号也随同行动，其
综合实力远超日方舰队主力“日进”
号巡洋舰，给日本人很大震撼。

1884年 7月，法国借口“观音桥
事件”派远东舰队闯入福建水师基
地马尾军港，与中国军舰同泊一
港。8月 23日 13时 56分，法国舰队
向福建水师发起突然袭击，福建水
师仓促应战。性能与“扬武”号相近
的法国舰队旗舰“窝尔达”号巡洋
舰，因火力不如“扬武”号，不欲同
“扬武”正面交锋，派出 46号杆雷艇
向“扬武”号发起冲击，在杆雷击中
“扬武”号动力系统的同时，“扬武”
号以副炮击中 46号杆雷艇，其锅炉
被击毁爆炸。法舰则借“扬武”号动
力受损之机集中火力攻击“扬武”
号。“扬武”号官兵奋力还击，击中
“窝尔达”号舰桥，炸死 5名法国水
兵。战斗中，曾同为留美幼童，又在
“扬武”号任见习军官的杨兆楠、黄
季良和薛有福三人不幸中弹牺牲。
近代诗人黄遵宪战后曾为黄季良赋
诗三首，题为《题黄佐廷赠尉遗像》，
其中一首诗为：“泼海旌旗热血红，
防秋诸将尽笼东；黄衫浅色鞘刀备，
年少犹能作鬼雄！”

尽管“扬武”号上的爱国官兵奋
勇作战，但“扬武”号最终还是战
沉，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在
“扬武”号沉入江中的一刻，一名水
兵爬上桅杆，升起一面黄龙旗，昭
示着“扬武”号“舰虽亡，旗还在”的
不屈精神。

炮击金门：精妙运筹改变战略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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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计，典故出自《六韬·文

伐》，“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

声以惑之”。在《三十六计》中，此

计原文为“兵强者，攻其将;兵智

者，伐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

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该计

往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施用。

为减少自身损失，以暂时避免与敌

人正面交锋甚至向其“委曲求全”

的方式麻痹和分化敌人。当敌人

内部发生问题后，一击而中，获得

胜利。

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越王
勾践被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听
从谋臣文种的计策，向吴王夫差献上
西施、郑旦两位美女，使夫差丧失斗
志，沉迷酒色之中。同时，越国还配
合使用“反间计”，除掉夫差最为倚重

的大臣伍子胥。越国则抓住机会，经
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聚力量，
一举灭掉吴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
位霸主。

除用于削弱敌方实力外，“美人
计”还可用于安抚、控制盟友。如在

清朝近 300 年的统治时间里，清廷
以“联姻”政策对蒙古各部进行安
抚。据记载，清朝共有 432 位公主
以及宗室格格远嫁蒙古各部。这使
得清廷能够牢牢控制蒙古各部，为
己所用。

上世纪 60 年代，苏联将当时先
进的米格-21 战机提供给阿拉伯国
家。以色列空军希望情报机构摩
萨德能“偷”来一架米格-21 供其研
究。摩萨德盯上了一名叫穆尼尔·
雷迪的伊拉克空军飞行员。因是
天主教徒，穆尼尔在伊拉克一直受

宗教歧视。同时，他对伊拉克轰炸
北部库尔德人的行径感到不满。
摩萨德派出一名美女间谍，主动接
近穆尼尔，使他同意为以色列“偷”
一架米格-21。 1966 年 8 月 15 日，
穆尼尔在训练中驾驶米格-21 改变
航线，直飞以色列，以色列空军出

动战斗机为其护航。最终，穆尼尔
驾驶米格-21 顺利降落在以色列。
通过研究这架米格-21，以色列获
得了对阿拉伯国家的空中优势。
而 23 年后，摩萨德如法炮制，再次
使用“美人计”从叙利亚空军那里
偷来一架苏制米格-23战斗机。

以色列为“偷”来的米格-21战斗机涂上以色列空军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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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金门有效震慑了美蒋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