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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英国大不列颠岛北部，
有一道长达上百公里的低矮围墙，
尽管岁月和风沙磨平了它昔日的棱
角，有的地段仅剩下基石和壕沟，但
在近 1900 年前，它是罗马帝国北部
边界的屏障，被称作哈德良长城。

公元 122 年 9 月 13 日，为抵御北
方皮克特人攻击，罗马皇帝哈德良
下令在大不列颠岛修建一条横贯全
岛的城墙。尽管其规模无法与中国
的万里长城相比，但对当时的罗马
帝国来说，工程量依然相当惊人。
哈德良长城自公元 122 年开始修建，
耗时 10 年时间，从西向东横跨英国
北部，西起索尔威湾，东至泰恩河沃
尔森德，后又延伸至康布兰海岸，从

北海直达爱尔兰海，依托英格兰北
部的绵绵山脉，形成一条完整的军
事防线。哈德良长城共使用约 75 万
立方米石头，动用罗马帝国驻南威
尔士第 2 军团、驻约克第 6 军团和驻
切斯特城第 20 军团 3 个军团的兵力
修筑完成。

哈德良长城高约 4.6 米 ，宽 2.5
米，全长 118 公里。近 2/3 的城墙用
石头砌成，另外 1/3 用草泥和木材搭
建。城墙外挖建 V 形壕沟增强防御
能力，城墙顶部是装有锯齿形护栏
的通道，罗马士兵可以在此巡视。
每隔 1 罗马里(约 1.5 公里)，建 1 个堡
垒。堡垒与堡垒之间，每隔 1/3 罗马
里 (约 0.5 公里)，修筑 1 个监视塔，共
建造 80 个堡垒和塔楼。绝大多数堡
垒向北排列，外形为圆角长方形，建
筑材料为石头或草泥。指挥部坐落
在堡垒中心，设有指挥官起居室和
谷仓。堡垒内还修建有医院、营房、
储藏室、工作间、厕所和浴室。每个
堡垒可以长期居住 32 名士兵，而大
部分罗马军队驻扎在长城南面的大

型要塞中，现在英国的豪斯坦茨、切
斯特斯和伯特斯威尔仍有当时的要
塞存留。

哈德良长城城墙以北有 V 形壕
沟和前沿岗哨的双重保险，以南有
泥石堡垒和军事道路的双重支援，
城墙上有堡垒和塔楼监视，以西有
坎布里亚防御工事掩护侧翼，以东
的泰恩河是天然屏障，整个防御系
统环环相扣，密不可分。

按照罗马人的设想，哈德良长
城只是迟滞敌人进攻的前沿工事，
配置在长城深远纵深的要塞和军
团才是防御的枢纽，整个防御反击
计划都沿着“大后方-要塞-长城”
的轴线部署展开。然而，这条罗马
人苦心建造的长城并未保证他们
过上太平日子。由于战线漫长，兵
力薄弱，边警始终不断。公元 4 世
纪末，西罗马帝国撤军后，皮克特
人和苏格兰人便突破长城、大举南
侵，英格兰南部地区从此陷入长期
战乱之中。

（作者单位为77649部队）

哈德良长城。小图为罗马皇帝哈德良

1948年9月12日，我东北野战军发

起辽沈战役。这场历时 52天的大会

战，共消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

北全境，推倒“蒋家王朝”覆灭的第一块

多米诺骨牌。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既

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筹帷幄、广

大指战员浴血奋战换来的重要战果，也

是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东北解放区深

入动员的光辉业绩。

发动民众集聚无穷伟力。辽沈战

役既是兵力火力之战，更是民心向背之

争。我军从进军东北初期的战场失利，

逆转为辽沈战役的战略进攻，一个重要

支撑就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赢得群

众。自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后，

1.2万名干部走出城市、深入乡村，脱下

皮鞋、换上农装，发动组织农民进行大

规模清匪反霸斗争，开展大规模土地改

革运动，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村革命高

潮。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民党诸

多大员在东北的“劫收”政策，国民党军

队到处烧杀抢掠，抓丁抓夫、派粮派

款。广大人民群众从我党扎实务实的

工作中、从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比

较中，认清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东北

人民的救星，发出“要土地，要翻身，打

老蒋保家乡”等革命呼声，为我党我军

的战役行动注入力量源泉。辽沈战役

前夕，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省

党政机关及时发布动员人民群众支援

战争的指示。“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

了战争胜利”的战斗口号和动员命令层

层传达到城乡群众。地处战区的辽北、

吉林、辽宁、热河等省还成立支前委员

会，负责组织指挥支前工作，动员人力、

物力，筹划粮草调拨、运输等等。时任

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的陈沂回忆，东

北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协助我军后勤部

门进行物资集运的组织工作，先后在前

线地区开设 6个供应站，25个供应分

站，迅速集中起4000万斤粮食和大量

军需物资。

据统计，辽沈战役中，东北人民共

出动民工183万人，担架13.7万副，大

车12.9万辆，抢修公路2185公里，筹集

运送粮食5500万公斤，提供棉衣100万

套。可以说，东北人民巨大的物质和精

神支援，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军的兵员补

充、物资供给、战勤服务，为辽沈战役胜

利奠定坚实基础。

战时支前展现过硬能力。回顾辽

沈战役全程，东北解放区各级党政机关

的动员组织力度、人民群众的支前热

情、支前队伍的丰富经验，都令人印象

深刻。1948年9月30日，东北局发出通

知：“东北局特号召全党克服一切困难，

勇敢的坚决的动员与领导东北人民，支

援此次伟大的战役，以便减轻主力一切

不必要的负担，造成了主力更加机动，

集中攻歼敌人的有利条件。”东北解放

区各级党政机关建立支前组织机构，由

战区各省的支前委员会，负责支前动员

和组织指挥工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东北支前队伍是在“四保临江”“三下江

南”等一系列实战洗礼中打出来的。各

省成立战勤支队，各县成立战勤大队，

各区成立战勤中队，中队以下为分队、

班、组，每副担架为一组，五六个组为一

个班。中队长以下干部由区、村干部担

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支前组

织体系。民工参战出发前，不仅认真做

好思想动员和具体组织工作，而且充分

准备好衣着、用品、伙食等。

在战场上，支前队伍随军参战，执

行各种战勤任务。支前民工运送的作

战物资源源不断送上前线；后方工厂

加紧生产弹药、军械等军需物资；铁路

职工、民工加紧修复通往前线的铁路、

公路、桥梁；邮电职工迅速修复和架设

通信线路；民兵武装也普遍行动起来，

配合部队围困、封锁敌军，执行各种战

勤任务。在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人

民群众把筹集起来的大量木材、钢轨、

高粱秸等修筑工事的材料，从四面八

方送上塔山阵地。塔山人民群众还帮

助我军修筑起一条东起打渔山、西至

白台山，总计 8000多米长的交通壕。

国民党军队第62军军长林伟俦来到塔

山，也不得不由衷感慨，解放军在十多

天的时间里构筑成如此完整的阵地

“是个奇迹”。在广阔的东北战场上，

参战民工不顾敌军炮火，从火线上抢

救伤员，运送伤员，甚至与战士们一起

冲锋陷阵，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

援到哪里”，哪里有我军战士在战斗，

哪里就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绘就了人

民战争的宏伟画卷。

调度得法抢占胜战时机。辽沈战

役是我军第一次以70万兵力发起的大

规模战略进攻，对战勤组织调度提出非

常高的保障要求。辽沈战役前，我军将

后勤分成前方后勤（东北野战军后勤

部）和后方后勤（东北军区后勤部）。前

方后勤直接随野战军行动，并与后方后

勤连接，及时保障前线作战需要。东北

野战军南下北宁线（北京至沈阳铁路

线）作战，前方后勤部进驻阜新，建立5

个分部14个站，明确各分部的供应任

务，还勘察选定与铁路站点相衔接的4

条纵贯道路和2条横贯道路，保证运输

线畅通，形成严密有力的保障体系和网

络。东北铁道部先后探索出“白天敌人

轰炸、晚间保证通车”，组织特别运输机

车大队向一个方向连续发车等疏解堵

塞的应急措施。辽沈战役第一阶段，就

开行军列631列，转运伤员6.1万人，运

送作战物资58.68万吨。

经验是在实战中积累的。战役打

响后，为不被敌机发现，我军军列多在

夜间发车，采用无灯火作业，装备用平

板车运输，车上用树枝、柴草严密伪装，

由铁道纵队派兵押运；运送兵员的列车

全用棚车，发车前车门加锁，贴封条；列

车运行时看不到部队身影，也听不到部

队声音，沿途各车站、桥梁由铁道纵队

派兵警戒。9天时间内，将东北野战军

近十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送达

前线，国民党情报机构却一无所知。锦

州义县被攻克时，被俘敌军还追问我军

战士，“你们打义县怎么说打就打，我们

都不知道贵军是从哪上来的”。在北宁

线作战的紧急时刻，面对锦州恶战正

酣、我军运输线被切断的险恶局势，第

3005次列车顶着国民党军飞机的袭扰，

历经4天昼伏夜行，将1700吨弹药由齐

齐哈尔昂昂溪运送到阜新。东北野战

军正是靠着这些弹药，打下锦州、守住

塔山，敲开通往胜利的大门。

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

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那么，辽沈战役

的胜利就是东北我党我军的有力调度、

铁道部队的冒死运输和东北人民的无

私支援拼出来的。

（作者分别系辽宁省营口军分区动

员处处长、参谋）

鱼雷带火炮

1907 年 ，美 国 海 军 少 校 克莱
兰·戴维斯设计出一种新颖的武器，
旨在击穿当时世界上各种军舰的
水下防护。这种被称为“戴维斯鱼
雷炮”的武器，是当时美国海军最
高机密之一。

虽然被称为“鱼雷炮”，但它其
实还是一枚鱼雷。其原理是将一门
火炮装入一枚鱼雷之中，当鱼雷碰
撞到军舰的水下防护部分时，其内
部的火炮发射，炮弹可轻而易举地
击穿军舰的水下防护部分，钻入军
舰内部造成破坏，能击沉当时任何
一艘主力舰。而当时鱼雷普遍采用
的“战雷头”，是靠爆炸的冲击能量
破坏军舰水下部分，难以对军舰内
部造成破坏。

“十四顶草帽”

我 国 的 强 -5 攻 击 机 在 研 制
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防工
业根据形势进行重大调整，强-5
的研制也面临彻底停止的命运，
大量技术人员和工人被调往其他
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强-5总设计师
陆孝彭仍带领 14 人团队，见缝插
针地试制强-5 原型机。由于铆工
人数少，技术人员便自己钻进飞机
内部装零件、打铆钉。陆孝彭经常
扛着强-5 的零部件，到车间内进
行加工。夏天天气酷热，团队 14
个人各戴一顶草帽坚持工作。最
终，团队经两年努力试制出强-5
的第一架静力试验机机身，为南昌
飞机厂留下“十四顶草帽”的佳话。

（乌 沃）

从以上两个战例不难看出，有效运
用“苦肉计”，牺牲自身部分利益，从而
保住和发挥己方更多优势，取得决定性
胜利，是施用该计的核心。针对这一特
点，要想施用、防范并破解“苦肉计”，需
要注意以下3点。

一是要抓住核心，明确作战意图，

敢于牺牲奉献。作战时，各级指挥员
要有大局观，清楚认识当前的主要矛
盾和次要矛盾，辩证思考敌我双方的
优劣势，尽早找到取得胜利的关键因
素，理智进行取舍。特别是在现代战
争高强度、高烈度条件下，指挥员要想
部队在激战中“毫发无损”是不可能
的，此时为达成作战目的，以牺牲部分
利益取得最终胜利无疑是值得的。因
此，为取得长远、决定性优势，指挥员
需勇于决断、敢于下决心牺牲己方部
分利益，从而营造足以迷惑对手的假
象，达成作战突然性。反之，倘若指挥
员始终纠结于一兵一卒、一城一地之
得失，便容易犯目光短浅的错误，最终
落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满盘皆输
的结果。

二是要随机应变，灵活运用资源，

避免两难境地。“苦肉计”在施用过程
中，要避免陷入“赔了夫人又折兵”的
境地，即在己方为施用此计做出牺牲
的情况下，还难以实现预想中欺骗敌
方的意图。这就需要指挥员随机应
变，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调整计谋施
用的具体方法，保证计谋的效果。同
时，指挥员要灵活运用资源，为该计谋
的成功施用提供掩护，采取配合行

动 。 这 一 切 都 是 为 了 把“ 假 ”戏 演
“真”，欺骗迷惑敌方。还需要注意的
是，施用“苦肉计”必须有其他行动跟
进配合，利用扩大“苦肉计”所创造的
机会，这样才能实现战胜敌方的最终
作战目标，否则，之前为用计所作的牺
牲只能被白白浪费。

三是要综合分析，时刻保持机警，

及时处置情况。现代战争中，随着侦察
手段和方法的进步，战场的“透明度”越
来越高。此时，我们在择机实施“苦肉
计”的同时，更要严防敌方的“苦肉计”，
并加以破解，这就需要指挥员综合分
析，因势利导，时刻把握战场主动权。
具体而言，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当
面揭穿。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信息透明
度高的背景下，在敌方施用“苦肉计”
时，己方需要及时灵活运用多种手段，
将敌方行径公之于众，取得舆论上的优
势，孤立敌方，使其“苦肉计”不攻自
破。二是将计就计。发现敌方采用“苦
肉计”后，最大化利用好当前资源，顺势
而为，在隐忍不发的基础上，通过诱敌
深入等手段麻痹敌方，迫使其中计上
当，暴露作战企图，从而将敌方优势转
化为己方优势。

需强调的是，“苦肉计”是用自我伤
害的办法取信于敌、进行间谍活动的一
种计谋，施用本计一定要小心慎重，因
为这种伤害有时是非常严重的。“苦肉
计”不仅是一个苦计，而且是一个险
计。如果敌人多谋善断，施用此计反倒
会得不偿失。因此，在可用可不用时，
尽量不用此计。

原 典

现代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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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肉计”,在《三十六计》中的原文

为：“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

以得行。童蒙之吉，顺以巽也。”即人们

通常不会自己伤害自己，若受伤害定是

真实的，己方如果以假当真，敌方肯定

信而不疑。利用敌人的弱点施计，如同

对付无知幼童，只要顺着敌人的意思，

其就可任我摆布。

引申到军事上，是指利用“人不自

害”这一思维定势，用自我伤害的反常

手段，骗取敌方信任，掩盖真实意图，最

终克敌制胜。这种自我伤害和损失，以

不妨碍达到既定目标为原则，是以小

的、局部的牺牲，换取更大的胜利。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杀吴王僚夺得
王位。为防止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为父
报仇，阖闾让大臣伍子胥替他设法除掉
庆忌。伍子胥向阖闾推荐名叫要离的
勇士。为取信于庆忌，要离要求阖闾找
理由杀掉要离妻子，砍断要离右臂，阖
闾依计行之。要离随后逃到卫国，求见
正在卫国扩大势力、准备攻打吴国夺回
王位的庆忌，要求庆忌为他报断臂杀妻
之仇。庆忌起初将信将疑，后见要离已
失右臂，也探得其妻被阖闾杀死的情
况，遂坦然不疑，视要离为亲信，从此主
仆二人形影不离。3个月后，庆忌率兵
乘船向吴国进发，要离趁庆忌没有防
备，从背后用矛尽力刺去。庆忌因失血
过多而亡，死前他认为要离是位勇士，
命部下放过要离，要离自刎而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命
纳粹德军采用一种名为“恩尼格码”的密
码机进行机密通信。英国组织万余人攻
关，并用重金收买波兰密码专家予以帮
助，于 1939 年年底成功研制一台“恩尼
格码”密码机，破译了德军机密电文。

德军空中进攻多次遭受失败后,希
特勒开始怀疑密码泄露，他制订名为
“月光奏鸣曲”的作战计划，突袭英国城

市考文垂。如此，丘吉尔就面临艰难选
择,如果采取措施保全考文垂，则等于告
诉德军“恩尼格码”已被破译，德军会立
即更换新的密码系统；如不采取措施,考
文垂必将遭受重创。丘吉尔经再三考
虑，认为敌方情报胜于一切，忍痛放弃
考文垂。后来,英军把破译的电文用于
事关战争全局最紧要的节点上，对盟军
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70万大军背后的支前伟力
■王国旭 李正超

辽沈战役：

■■祝诗璐

罗马帝国昔日屏障—

哈德良长城

发动群众、深入动员为辽沈战役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