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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面数据庞大，实

际战力薄弱

在持续两年多的鸦片战争中，几
乎每场战役都是英军舰队与清军沿
海炮台作战，清军水师发挥的作用微
乎其微。这并非清军水师力量薄弱，
相反，清军水师纸面数据颇为庞大。
清廷入主中原后，全国水师长期保持
在 6万人左右，其中八旗水师约 1万
人，绿营水师约 5万人，在战时还会临
时招募水勇作战。鸦片战争时，清军
水师约有 930艘战船。而沿海多省地
方水师因招募水勇，兵力更是一度达
到10万人，大小战船700多艘。

但由于清军水师战船技术落
后，武器特别是火炮远远落后于英
军，训练水平也极其低下，所以无法
与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英军舰
队抗衡。

以敌文化象征命名

己方军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意志第
二帝国海军，其舰艇命名并不是根
据一套规则，而是由海军将领决定，
无意中就闹出一些玩笑。

如 19 世纪末，德国开工建造的
齐格弗里德级岸防铁甲舰的 2 号舰
“贝奥武夫”号，是由海军部的汉
斯·科斯特少将命名的。欧洲文学
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贝奥武夫》，
讲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英雄贝奥
武夫的故事，是迄今发现的一部英
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最
长、较完整的文学作品，至今仍是
英国的国家文化象征。

在“贝奥武夫”号下水时，英国
国王同德国皇帝还是舅甥关系，这
一命名倒也无妨。而在 20 年后，英
德之间爆发战争，德国海军中有一
艘“贝奥武夫”号这样以敌国文化象
征命名的军舰就略有些尴尬了。

（乌 沃）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部队在同

一天内连续发动3次较大规模起义：董

其武率所部6万余人在绥远起义，马鸿

宾、马惇靖父子率81军1.6万余人在宁

夏中宁起义，国民党海军“长治”号在长

江口起义。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再次

彰显我党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历史性

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5年 8月至

1949年10月，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接

受和平改编的官兵总数达177.3万人，

相当于敌军800多万总兵力的1/5，这

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大大

加快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

以正义、真理瓦解敌军。瓦解敌军

是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

成的独具特色的作战方式，依靠的是正

义和真理的力量，争取的是人心向背，分

化的是敌人阵营，体现的是党领导下人

民军队政治上的先进性和感召力。抗

日战争胜利后，反对独裁内战，争取和

平民主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中国共

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已深入人

心。蒋介石一味迷信所谓的“正统地

位”和政治优势，不顾民主党派和人民

反对，蓄意发动内战，在政治上失去人

心。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国民党

军队一再损兵折将，先后经历了从“全

面进攻”到“重点进攻”、从战略攻势到战

略防守的战局逆转，“士兵受冻挨饿，不

死于抗日而死于内战”，进而引发政治上

的动摇、心理上的挫败、精神上的崩溃。

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官兵在心理上

受到刺激与侮辱，以致精神上转为沉闷、

消极、无法振作起来”。

解放战争中，我党在坚持群众路

线、统一战线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把瓦解

敌军工作上升到战略高度。1945年10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中央局和

分局成立“国军工作部”，在团政治处增

设联络股和联络干事，专门负责对国民

党军队的分化和心战瓦解工作。1945

年12月，中央军委在关于粉碎国民党大

规模军事进攻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应抓

紧国民党一切罪恶行为与铁的事实，坚

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向国民党军有系

统的、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

中间势力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反内战的

起义，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参加和平

民主的新中国事业。”1948年1月，为配

合军事打击进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

工作，“国军工作部”改称“敌军工作部”，

在各部队政治机关设“敌工部”，委派可

靠干部负责。在我党我军正确政治主

张的宣传和感召下，国民党军队上到高

级将领、下到普通官兵纷纷认清出路，站

到人民一方来。特别是何基沣、张克侠、

廖运周等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

高级将领，在战争紧急关头调转枪口，完

全打乱敌军事部署，敲响了“蒋家王朝”

大势已去的丧钟。

以情谊、关怀争取敌军。解放战

争中，我军瓦解敌军工作融政治、心

理、精神、情感攻势于一体，打出一套

感情关怀、政策引导、诚信吸引等组合

拳，一举抓住蒋介石军事集团不均衡、

不团结、不公正的固有弱点。如蒋介

石长期奉行“嫡外有别”的消除异己政

策，对嫡系部队偏袒照顾，对非嫡系部

队区别对待，妄图达到既消灭解放军，

又消灭杂牌军的目的，结果引发非嫡

系部队极度不满。当杂牌军部队在蒋

军序列中备受歧视、沦为炮灰时，我党

我军却对他们待之以诚，以民族大义、

真诚态度反复争取，很多非嫡系部队

都不愿再为“蒋家王朝”卖命，走上起

义的光明道路。同时，我军还抓住国

民党军队内部官兵有别的特点，分化

瓦解、对症下药，对中高级军官采取政

治上给予出路、不咎既往的政策，还及

时动用国统区地下党力量，将他们的

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区。对国民党军下

级军官和士兵，则坚持“来去自由、走

留自由”的宽大政策。

由于执行正确的瓦解敌军策略，

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迅速发生变

化。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总兵力

为430万人，我军只有127万人，不及敌

人的 1/3；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末，敌军

总兵力为365万人，我军上升为280万

人，敌我力量比为1.3∶1；而解放战争的

第三年末，我军总兵力上升为 400万

人，敌军则下降为149万人，敌我力量

比为1∶2.68。

以灵活手段感召敌军。我党我军

的瓦解敌军工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针对敌方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下的不

同心理状态，采用不同的方法手段，原

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1947年10月

后，我党先后开办《对国民党军广播》

《对蒋军官兵讲话》《放下武器的蒋军军

官介绍》《放下武器的蒋军军官给家属

的信》等针对国民党官兵进行心战宣传

的广播节目。国民党官兵从高级将领

到下级军官，都十分注意收听我军广播

电台，尤其爱听被俘国民党军军官有关

生活等情况的谈话。我方还充分利用

国共高级将领之间的师生同窗关系，广

泛开展对敌争取工作，要求各级人员

“写信给敌方各级官长，并将这些信公

开地散播，当作一个群众运动，公开地

进行这一工作”。

据记载，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创

造完善出无线电广播、火线喊话、传单

投送、书信投寄、俘虏遣返、民主人士劝

降、敌军亲属唤子索夫等多种手段，如

同一颗颗重磅心理战炮弹，打在国民党

军各个阶层的心坎上，形成一条无形的

战线。连一些蒋氏嫡系将领，也在我军

军事与心理的双重攻势中败下阵来。

周恩来在辽沈战役中，亲自给国民党东

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郑洞国写信，希望其“顾念旧谊，特电促

使下决心起义”，使郑洞国深受触动，率

长春守军放下武器。历史雄辩地证明，

解放战争的胜利，既是我党我军军事斗

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又是我党我军瓦解

敌军的政治工作的胜利。

（作者系黑龙江省绥化军分区战备

建设处处长）

9 月 11 日，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发布消息，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
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2019 年 8 月 1
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这
标志着自 1985 年取消司号员编制
后，军号和司号员将再次出现在我
军部队中。

在中国，司号兵这一兵种最早出
现在清末，北洋新军引进洋式军号，部
队内设有司号兵编制。人民军队在八
一南昌起义后的初创时期就有司号
兵，我军司号兵编制在通信兵序列中，
连编有司号员，营编有号目，团和师编
有号长。另外，我军还设有司号大队，
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通信学校
都曾设有司号大队，专门为部队培训
司号员。

在我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军
号除发挥联络通信等基本功能外，
在作战中也屡建奇功，写就一段段
传奇。

1936 年春，红四方面军总部驻
扎在四川西北的梦公镇。一日，朱
德总司令正带领总部官兵举行篮球
比赛，北面突然出现大股敌人。此

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均在外线
作战，机关总部只有一个警卫连保
卫，形势异常严峻。朱老总镇定自
若，要求司号员分散到周围山坡上，
听令一齐猛吹冲锋号。朱老总瞅准
时机下令反击，他高声喊道：“红军
战士们，消灭敌人的时刻到了，冲
啊!”顿时，四面八方响起震耳欲聋
的冲锋号声和喊杀声，好似千军万
马一齐冲杀。这阵势吓得敌人连滚
带爬，直往山下逃窜。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胶东军区
独创“军号游击战法”，令日军闻风丧
胆。1939年冬，胶东军区 5旅 15团在
山东的松山镇与日伪军狭路相逢。为
掩饰进攻兵力的不足，司号员被分散
部署于松山镇的周围，战斗打响后，松
山镇四面八方同时响起冲锋号，敌军
以为八路军主力包围松山镇，顿时惊
慌失措，我军趁势发起猛烈追击。此
役，日军小队伤亡过半，伪军中队几乎
被全歼。

在朝鲜战争中，我军吹响的冲
锋号以及随之而来的排山倒海的冲
锋，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胆

颤心惊，而由于敌人对我军冲锋号
的惧怕，在之后的战斗中还出现了
一段传奇。

1951 年 1 月 2 日，我志愿军 39 军
116师 347团 7连奉命控制公路旁的一
处无名高地，当面之敌是大名鼎鼎的
英军第 29 旅皇家“来复枪团”。该团
团长奥斯特曾扬言，“来复枪团”的战
斗力可以顶得上中国的一个师或一个
军。这次战斗极其惨烈，7连官兵伤亡
惨重，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全部牺
牲。在阵地仅剩 7人防守，弹药耗尽
的情况下，英军又发起进攻，这时司号
员郑起突然吹响冲锋号，竟吓得英军
自乱阵脚，仓皇溃逃。如今，那把曾在
阵前吓退英军的传奇军号，就收藏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解放战争：我心战瓦解敌军177万
■熊 伟

事物都是有联系的，联系中隐含变化

和机遇。“连环计”就是根据或促进变化，

把握和创造机遇。通常情况下，“连环计”

意在诱敌“自累”，以“累”促变，而后图

之。筹划时，应当一计累敌，另一计攻敌，

两计并用，前计为后计运用基础，后计为

前计扩张战果，紧密衔接，相互配合，方能

取胜。如庞统的“连环计”，先欺骗曹操自

锁战船，再遣黄盖诈降放火，就构成一套

完整的谋略。

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连环

计”应重视钳制敌行动自由，扩大我方

行动自由。恩格斯说：“你可能被迫退

却，你可能被击败，但只要你能够左右

敌人的行动，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你

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主动

与被动是反映军事活动中是否拥有行

动自由权的一对重要概念。力争主动，

力避被动，是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重要

条件，也是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要求。“连

环计”的用法很多，但根本目的都是从

决定战争胜负的诸要素中，抓住敌关键

性弱点，施谋用计，钳制敌行动自由，进

而掌握主动。毕再遇抗金，没有与强敌

死打硬拼，而是千方百计调动和疲敝对

手，巧妙诱敌入彀，限制金军骑兵机动

性，自然创造出破敌战机。

通过示利于敌，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

背上包袱，也是“连环计”的题中之义。解

放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

发动“全面进攻”，我军为歼敌有生力量，

赢得最终胜利，在战略指导上运用“连环

计”，主动放弃105座城市，让敌人叉开五

指，拉长战线。国民党军要占领控制这些

地盘，不得不将大量兵力撒在星罗棋布的

“点”“线”之上，机动作战兵力由117个旅

降至85个旅，而且力量分散，易被我各个

击破。这105座城市的暂时放弃，发挥

“撒豆止骥”的效果。解放战争进入第二

年，蒋介石就不得不把“全面进攻”改为

“重点进攻”。战役实施中运用“连环计”，

在于照应全局，照应各战场联系，照应战

役发展各阶段。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同志

提出：两星期内对平津之敌隔而不围；对

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对淮海战

场上的杜聿明集团不作最后歼灭等，都是

为给举棋不定的傅作义留下一个个“包

袱”，令其欲逃难舍、欲战不能，最终不得

不接受和平改编。

战争中，一计克敌的经典战例并不

多见，更多都是多计并用，夺取胜利，

“连环计”更是充分体现这一点。《兵法

百篇》说：“善计者，因敌而生，因己而

生，因古而生，因书而生，因天时、地利、

事物而生，对法而生，反勘而生。”好的

计谋，既知彼又知己，重视古代经验和

兵书参考，遵循天时地利的客观条件，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违背阴阳和谐之

道，经得起正反两面及实践的检验。广

义上说，《三十六计》中所有计谋，计与

计、计与套、套与套都是首尾相顾的“连

环计”，因敌用谋、因情施变、奇正配合、

环环相扣，才能牢牢把握“致人而不致

于人”的主动，最终克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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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计”是一个给敌人甩包

袱或制造麻烦，使其自相钳制，失

去行动自由，进而寻机破敌的计

策。在《三十六计》中，该计原文

为：“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

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吉，承天宠

也。”意指敌人力量强大，不能与

之硬拼，应该运用谋略使他们相

互钳制掣肘，以此削弱对手，剥夺

其优势。将帅巧用谋略，克敌制

胜如有神助。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孙刘
联军的谋士庞统诈降曹营，怂恿
曹操将全部战舰用铁索连结起
来，表面上是为帮助曹军克服不
善水战的弱点，实际上是让其战
舰无法分散逃脱，成为孙刘联军
火攻的靶子。从庞统献计巧锁
战船，到周瑜派黄盖诈降，继而
一把火烧出“天下三分”的鼎立
之局，环环相扣，是“连环计”的
经典运用。

宋朝名将毕再遇率部与金军
遭遇，毕再遇先采取流动游击战
法，忽进忽退，调动和消耗敌人。
等到夜幕降临，毕再遇料定金军
已人困马乏，就把事先拌香料煮
好的黑豆撒在阵地上，再次前出
挑战，没几回合便诈败后退，金军
乘胜追击，跑到宋军布置好的阵
地上，早已饿极的金军战马闻到
豆香，只顾埋头争食，无论金军如
何抽打都不肯前进，毕再遇抓住
战机回师反击，大获全胜，而这也
是“撒豆止骥”典故的由来。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战
败的阿拉伯诸国利用“石油武器”造成油
价暴涨，以威胁美国，遏制以色列。为打
破被动，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决定亲
自出马，打着调解中东争端的旗号，接连
访问中东多国，试图分化阿拉伯国家。
经过整整一年的奔波，基辛格于 1975年
9月 2日促成以色列和埃及签订“西奈协
议”。这个临时性和平协议究竟有多大
效力暂且不说，但只此一招就分裂了原
本一致对外的阿拉伯世界，阿拉伯诸国

此后使用“石油武器”时不再像从前一样
步调一致。埃及因这个协定于己有利，
又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欣然签字。
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巴解组织则全
力反对。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埃及自
此失去了领导地位。另外，由于苏联自
始至终不同意这个协定，苏埃友好关系
也宣告结束。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协议签
署后，发表声明猛烈抨击苏联。基辛格
的“连环计”，一举多得，改善了美国在中
东的战略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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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场上，我军冲锋号给敌军心理造成极大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