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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今天，著名的黄洋界保

卫战打响，井冈山军民在红军主力在

外、敌军大举来犯的不利形势下，以3

个营兵力对抗敌4个团进攻，不但成功

保卫革命根据地安全，还一举击溃来

犯敌军，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中以少

胜多的经典战例，探索了人民战争的

宝贵经验。

英勇顽强保卫家园。黄洋界保卫

战的胜利，是红军指战员发挥主观能

动性的结果。当时，毛泽东、朱德等领

导人并不在井冈山上，留守井冈山的

只有3个营兵力，而来犯的敌军总兵力

达到7个团。面对如此悬殊的敌我实

力对比，有同志认为，敌人来势凶猛，

兵力多、武器好，主张暂时转移，把伤

病员转移进深山密林，部队运用游击

战术与敌周旋，而敌人不可能在此地

久留，时间稍长自然会离去。在井冈

山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朱

云卿、何挺颖等为代表的红军指战员

展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极强的主观

能动性，他们在综合考虑撤退与坚守

的利害得失后，最终决定坚守井冈山

大本营，制定科学的内线坚守方略。

首先，坚壁清野，使进山敌人饮食无

着、不能持久；其次，利用赤卫队袭扰

敌人、捕捉敌人哨兵，在敌人交通线上

打击敌人，断绝敌人粮草供应，使敌人

日夜难安；第三，派出31团1营2连，在

永新三湾地区游击作战，牵制、袭扰敌

人后方；第四，安排31团主力和32团2

营防守黄洋界等五大哨口，32团1营坚

持在茅坪、半冈山、砻市、大陇、古城打

游击，策应守山部队。

从军事指挥角度看，这一防御计

划跳出传统防御战的被动思维，既有

对要害地段的重点防守，又有对外围

地段特别是敌人后方的袭扰牵制；既

对主力部队和赤卫队作出合理优化部

署，又最大限度利用己方内线作战优

势，同时利用阵地战、游击战、心理战

等作战形式，做到有防有攻、守中带

攻，为夺取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创造有

利条件。进犯的湘军、赣军为保存实

力，本就各怀鬼胎，在四面喊打声中根

本摸不清头脑，作战决心严重动摇。

预设战场克制强敌。黄洋界保卫

战，是红军善用地形地貌作战的典

范。敌我两军对抗的主战场，集中在

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东北端的黄洋

界，南离小井 10余里，东到茨坪 20余

里，是井冈山的北大门。此地海拔

1343米，山上立岩绝壁，陡峭难行，只

有一条小路可通向山顶，道路两旁就

是陡峭绝壁，峡谷一眼望不到底，地势

极为险要，军事上易守难攻。红军指

战员在兵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动员

除正规军外一切可以动员的军政干

部、革命群众，仅用一昼夜时间修筑、

加固哨口工事。从哨口通往大陇方向

的小路上，以及通往茅坪的小路上，分

别筑有5道工事：第一道是竹钉阵，在

两条小路旁的草丛里布下几里长的竹

钉防线；第二道是竹篱笆障碍和铁丝

网；第三道是滚木礌石；第四道是5尺

多深的壕沟，沟底安置竹钉；第五道是

堑壕和用石头筑成的射击掩体，掩体

前沿的草丛里也插满竹钉。

红军的预设战场让进犯的湘军吃

尽苦头。由于山势险峻、山路狭窄，两

侧又设置竹钉，悬崖峭壁无法攀登，兵

力无法展开，湘军只能鱼贯而入。在地

形限制下，敌军每名士兵之间必须保持

一定距离，否则便无法射击。所以敌人

虽有优势兵力，但顶在火线上的最多只

有1个营。红军依靠天险和坚固工事

以逸待劳，频频以滚木礌石杀伤敌人。

参加黄洋界保卫战的开国中将王辉球

回忆，“敌人要想攻上来是很困难的，我

军居高临下能攻能守，敌人在山下呐

喊，蜂拥向山上冲击，我军虽然人员少，

但山势陡峭，敌人冲到鹿砦边缘就上不

来了，因我军阵地布满了竹尖，扎得敌

人嚎叫连天，再往上就更困难了，我军

乘这个机会给敌人一顿痛击，敌人只好

向山下滚去。就这样反复冲击多次，屡

不见效。”

军民齐心气势如磐。黄洋界保卫

战的胜利，是党和红军团结动员根据地

人民群众齐心抗敌的写照。毛泽东同

志在纪念黄洋界保卫战的词作《西江

月·井冈山》中写道：“山下旌旗在望，山

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

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

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里的“森严壁垒”“众志成城”，说的正

是党和红军对井冈山人民群众的凝聚

力、动员力。据参战的红军党代表刘型

回忆，“在黄洋界保卫战中，除了参加战

斗的正规部队外，赤卫队持各种旧式武

器夹杂着少数钢枪，担任警戒，配合作

战。妇女们组织后勤队为前线服务。

儿童团、少先队在防务委员会和工农兵

政府的领导下，全部动员起来了，拿着

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

出。”敌人虽然人多势众、来势汹汹，却

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赣军第9师师

长杨池生战后报告：“且此处数十里无

村落人烟，形同荒岛，给养无法接济，嗣

因兵士饥不可耐。”

真实历史中，黄洋界上的炮声，总

共打了3炮，前2炮还是哑炮，只有第3

炮命中湘军指挥部，重伤湘军团长陈纪

良。其实，最后决定性的一击，还是井

冈山根据地军民齐上阵的心理战。在

湘军进攻受挫之际，红军指战员抓住有

利战机大造声势，一时间，山上木石齐

发，火枪齐鸣，点燃铁桶中的爆竹，如机

枪连发。红军吹响军号，摆出主力红军

回来的架势。山上的赤卫队员和革命

群众也挥舞着红旗高声呼喊。湘军草

木皆兵，真以为是红军主力杀回来，赶

忙撤退。赣军一个团正准备经茅坪进

攻黄洋界，听到湘军败逃的消息，根本

不敢再战，立即逃回永新。以革命群众

为基础的人民战争，是黄洋界保卫战的

胜利源头。

（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1909 年 8月，云南陆军讲武堂开
始创办。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
学归来的云南腾冲人李根源出任讲
武堂监督，不久后接任总办（校长）一
职。李根源把国外的先进办学理念
融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建设中，亲自选
定校址、设置学校机构、制定讲武堂
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堂操场面积广
阔、可容万人之众，在当时的中国非
常罕见，曾有“保定的课堂、云南的操
场、黄埔的战场”的说法。

云南陆军讲武堂设步、骑、炮、
工四科和甲、乙、丙三个班，以“坚忍
刻苦”作为校训，教官大多为日本士
官学校留学生，制度和作风也仿效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要求非常
严格。早晨有体操和跑步，白天有
军事课程，晚上有自习，夜间还有紧
急集合训练，平均每天上课 6 小时、
出操 2小时。在完善的课程、严格的
教学和高标准的纪律要求下，云南
讲武堂的教学质量远高于当时国内
其他军事院校。

虽然清廷开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的初衷是维护清王朝统治，但这所学
校自创办之日起，主导权就掌握在革

命党人手中，从校长到教官几乎全为
同盟会成员。学校经常明里暗里宣
传革命大义、反清思想，还组织学员
观看滇越铁路通车，用法国殖民者耀
武扬威的现实素材，激发学员反帝爱
国情绪。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一声炮
响，震撼着沉睡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大
地。10月 30日晚，李根源、唐继尧等
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和蔡锷将军一
起，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农历九月
初九)，推翻满清在云南的统治。辛亥
革命胜利后，蔡锷、唐继尧先后就任云
南都督，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
学校。学校建设不断加强完善，管理
教育进一步正规化，学员“应、对、进、
退”均有规定，内务、着装、军容、军纪
一丝不苟，要求对百姓和善礼貌，公买
公卖、严禁惊扰。在护国战争中，云南
陆军讲武堂师生冲锋在战斗第一线，
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分庭抗礼，以讲武
堂师生为骨干的滇军“入川一军死亡
兵额，前后不下十万”。

1916~1922 年间，云南讲武学校
在徐州、韶关、广州等地陆续开办 5所
分校。学校前后开办 22期，共培养各

类军官、军士约 9000 人，为中国民主
革命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人民
军队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叶剑英，东
北抗联第二路军军长周保中等人，都
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抗日战争
中，唐淮源、寸性奇、陈钟书等讲武堂
毕业的滇军将领战死沙场。朱德元
帅曾把母校称为“中国革命的熔
炉”。此外，朝鲜最高人民委员会委
员崔庸健、韩国首任内阁总理兼国防
部长李范奭、越南国防部长兼人民军
总司令武元甲，也是云南讲武堂毕业
生。云南讲武堂与保定陆军学堂、黄
埔军校一起，并称近现代中国三大著
名军校。

（作者单位为77649部队）

“帕提亚人的回马箭”

公元前 247 年，伊朗高原东北部
一个名为帕提亚的游牧部落崛起，
占据全部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
平原的一部分，史称帕提亚帝国，汉
文史籍称为“安息”。

帕提亚帝国拥有当时首屈一指
的骑兵部队。帕提亚骑兵部队由重
骑兵和轻骑兵组成。重骑兵人马皆
披挂铠甲，使用长矛作为武器。轻
骑 兵 则 是 骑 马 的 弓 箭 手 ，不 穿 铠
甲。轻骑兵的弓箭为亚洲复合弓，
采用木头、动物的角和筋腱加工而
成 。 帕 提 亚 的 轻 骑 兵 能 够 在 进 攻
时，迅速调转马前进的方向，在马转
向的同时，轻骑兵也转过身从马上
向敌射箭，这种战术被称为“帕提亚
人的回马箭”。

6根桅杆的反潜舰

在风帆动力时期，军舰多采用多
桅设计，毕竟桅杆多，帆就多，能够
获 得 更 高 的 航 速 。 现 在 使 用 蒸 汽
机、内燃机等动力的军舰，一般有两
个桅杆，在一些小型舰艇上通常为
一个。这些桅杆多用来安排雷达等
电子设备。

但也有“另类”，那就是苏联研制
的 61 型大型反潜舰。这种设计于上
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潜舰，排水量
3500 吨，虽然名为反潜舰，但苏联海
军在美国海军的压力下，要求该型反
潜舰尽可能具备全面作战能力。各种
武器装备当然少不了电子设备的支
持，为了安排对空搜索雷达、远程对
空警戒雷达、导航雷达、舰炮火控雷
达、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等各种用途雷
达和电子设备，苏联人在 61 型大型反
潜舰上共设计了 6 根桅杆，这一桅杆
数量，在军舰彻底放弃风帆动力后，
可谓是前无古人。而随着能将多种雷
达电子设备整合入一根桅杆的一体化
综合桅杆技术的发展，61 型大型反潜
舰的 6根桅杆应该也是后无来者。

（乌 沃）

▲▲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宿舍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众志成城，黄洋界上以少胜多
■王世枚

自古兵家最讲究“兵不厌诈”，空城
计是一种攻心战术。在己方无力守城
的情况下，故意向敌人释放混乱信息，
扰乱敌方的判断。

古人用兵，讲究的是“虚者实之，实
者虚之”，强调隐真示假，迷惑对方。空
城计却打破以往兵家的常规用法，以违
背常理的用计，甚至冒险故意暴露自己
弱点，使对方疑虑重重，不敢进攻，也就
是所谓“疑中生疑”。使用此计，要注意
以下几点。

一是要择机而行，尽量慎用。空
城计是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采用的疑
阵，借以迷惑敌人，渡过险关。一方
面，这种方法多是在敌强我弱、兵临城
下的态势下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如
果被敌人识破，乘虚而入，是十分危险
的。另一方面，空城计能否成功，取决
于敌人最终的行动。也就是说，虽然
计谋主动权在我方，但最终效果取决
于敌方反应。因而，空城计是悬而又
悬的“险策”，多数情况下只能作为缓
兵之计。此外，现代战争中，随着科技
发展，侦察手段越来越多，要想隐藏真
实实力，欺骗迷惑对手，难度也越来越
大。因此，空城计要在确保敌方不清
楚我方真实实力和意图的前提下，择
机而行，尽量慎用。

二是要了解对手，因敌而用。空城
计与其说是一招作战计谋，不如说是一
场心理博弈。使用此计的关键是要清楚

了解并掌握敌方将帅的心理状况和性格
特征。在某些情况下，敌方指挥官越是
谨慎多疑，效果就会越好。家喻户晓的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空城计吓退司
马懿十几万大军的情节虽是虚构，但也
能看出这一点来。诸葛亮的空城计之所
以能够成功，不仅是因为司马懿生性狡
诈多疑，从不打无准备之仗，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诸葛亮了解司马懿，料定他
会判断自己“一生谨慎不曾冒险，城门大
开必有埋伏”，故而空城故意示之以空，
“虚者虚之”，才能让司马懿“疑中生疑”，
下令撤退。如果换作对方是个狂妄鲁莽
之人或有勇无谋之辈，诸葛亮纵然神机
妙算，也绝不敢轻易使用空城计。

三是要结合形势，因情而用。空
城计主要体现《孙子兵法·虚实》中“兵
无常势”的思想，既不按刻板的模式，
也没有固定的套路，而是根据不同情况
和形势，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核心思
想是“随机应变以制胜”。也就是说，空
城计并不一定要以“空城示之以空”的
方式使用，而要结合形势，因情而用。
只要能在心理上威慑对方，一样可以达
到目的。例如，毛泽东对偷袭石家庄的
国民党军队使用空城计，并不是气定
神闲空城以待，而是通过揭露和宣扬
对方偷袭企图的方式，对敌起到极大
的心理震慑作用，使对方兵马未动，阵
脚先乱，进而动摇傅作义作战决心，令
其取消作战计划。

原 典

现代战例

第
三
十
二
计
：
﹃
空
城
计
﹄

三
十
六
计
与
古
今
战
争—

■
毛
炜
豪

空城计在《三十六计》中的原文为：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

复奇。”意指本来兵力空虚却故意显现

出不加防守的样子，使敌人难以揣摩，

不敢轻易来犯，在敌众我寡的紧急时

刻，运用这种策略，更加奇妙莫测。“空

城计”是一种心理战术，主要利用对手

心理的相对弱势，因敌而资用，因难而

见巧，体现出《孙子兵法》中“兵无常势”

的作战思想。

唐朝开元十五年（公元 727 年），吐
蕃进掠河西地区，攻陷瓜州，守将王君
焕战死，河西形势不稳。为扭转战局，
抵御吐蕃入侵，唐玄宗任命张守珪为瓜
州刺史，兼墨离军使。

张守珪到任瓜州时，吐蕃军队刚撤
离不久，瓜州城已残破不堪，吐蕃又随
时可能卷土重来，形势非常严峻。时不
我待，张守珪马上组织幸存军民修筑城
墙，但修城工作刚刚开始，吐蕃军队突
然兵临城下。守城军民一时不知所措，
张守珪则非常冷静，他先是布置军民固
守，之后命人在城上大摆酒席，会集将
士饮酒作乐。这时吐蕃已经把瓜州城
团团围住，却见城上唐军推杯换盏，泰
然自若，全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时
摸不着头脑，迟疑观望半晌，以为有诈，
不敢贸然攻城，最终决定撤退。张守珪
在城上见吐蕃退去，立刻下令部队追
击。吐蕃更认定唐军预先设有埋伏，丧
失斗志，大败而逃。

1948年 5月 26日，毛泽东率中共中
央机关由陕北转至河北省石家庄西北
的西柏坡。10 月，蒋介石得到重要情
报，解放军在石家庄地区力量空虚，他
紧急命令傅作义派遣 20万大军偷袭石
家庄。当时，保卫中共中央驻地的只有
警卫部队和部分地方部队，情况非常危
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一方面积极
准备进行军事防御；另一方面，毛泽东
于 10月下旬，亲自为新华社草拟了 3篇

政论性电讯，实施“空城计”。这 3篇电
讯，披露了国民党偷袭石家庄的企图，
对敌起到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作用。敌
军将领纷纷认为行动已暴露，我军必然
严阵以待，继续偷袭将有去无回。而傅
作义的决心最终也被动摇。1948 年 10
月 31日凌晨，傅作义给副总指挥郑挺锋
等发出特急电报：“共军援石部队返冀，
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至此，蒋介石
偷袭西柏坡的行动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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