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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为上”在不同情况下的施

用形式虽各具特色，但想要有效运

用、防范和破解，至少需做到以下

三点。

一是深刻认识“走为上”的意

义。所谓“走为上”，不意味着“走”就

是《三十六计》中最高明的“上乘”计

策，而是指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

势下，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避开

强敌，再寻战机，是最适合的办法。

因为战场瞬息万变，谁都没有百战百

胜的把握，“走”并非怯懦的表现，也

不是英雄末路时不得已采取的权宜

之计，而是通过主动退却，进行战略

转移，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

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

存实力，韬光养晦，才有重整旗鼓的

可能。

二是正确理解“走”的技巧。当

然，走为上计中的“走”，并不是一窝蜂

地乱跑，更不是消极逃跑，而是有计划

地主动退却。“走为上”的运用，既要从

大局着眼，不怕蒙受损失；更要有智

慧，何时“走”，如何“走”，“走”向哪里，

都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因此，此计

的关键，就是要正确掌握“走”的技

巧。当敌强我弱时，通过巧妙的“走”

来牵制、拖延和迷惑敌人，可在“分敌”

“疲敌”后创造战机“破敌”。而在双方

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走为

上”作为一种趋利避害的策略，也可通

过“走”来调动敌人，引诱敌人进入我

预设的埋伏圈。

需强调的是，指挥员在作战开始

前，既要考虑胜利的情况，也应考虑失

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要提前计

划好“走”的途径及方式，力求隐蔽、迅

速地“走”。否则，就可能出现想“走”

走不成，“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三是充分把握使用“走为上”的分

寸和防范“走”的措施。虽然“走为上”

强调“未失常也”，在战争中运用也比较

普遍，但它属于“奇”计，本身并不符合

战争根本目的，撤退只是一种寄希望于

未来的不得已做法。战争中片面强调

“走为上”，会造成喧宾夺主的结果，甚

至导致军心涣散。因此，对于“走为上”

的使用，一定要掌握火候和分寸，从而

确保战略或战术目的的达成。

同时，想要防范敌方的“走为上”，

需要指挥员具备敏锐洞察力和出众智

慧，见招拆招，掌握主动权。具体可采

用四种方式：一是疏而不漏，即严密布

置，使敌无隙可乘，无处可溜；二是一

鼓作气，即对“网中之鱼，瓮中之鳖”要

尽快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三是截断

退路，即通过侦察，提前行动，在敌可

能撤退的路线设下埋伏；四是伺机而

动，即对已逃跑的敌方既不拼命追赶，

又不放任自流，要随时跟踪注意敌方

新动向，待敌惊魂已定时，伺机而动发

起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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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为上”，语出自《南齐书·王

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

计。汝父子惟应急走耳。”意指南

朝大将檀道济用兵如神，变化莫

测，而最高的一招是善于退避，保

存本军实力。后泛指事情发展到

无可奈何的地步，别无良策，便决

定撤退离开。

《三十六计》中，此计原文为

“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

也”，即全军撤退，避开强敌，待机

破敌，这并不违背行军用兵法则。

即指在敌强我弱、我方取胜无望的

情况下，主动有计划地撤退，使己

方实力得以保存，是一种以退为

进、伺机破敌的谋略。

春秋时期，楚庄王为扩张势
力，发兵攻打庸国。庸国奋力抵
抗，俘虏楚将杨窗，楚军一时难以
取胜。杨窗利用庸军疏忽逃回后
报告，庸国人人奋战，如不调集主
力大军，恐难以取胜。楚将师叔
遂命部队每战佯装败退，庸军七
战七捷，得意洋洋，逐渐松懈，失
去戒备。

不久，楚庄王率增援部队赶
到。师叔认为，楚军七次佯败，庸
人已十分骄傲，现在正是发动总攻
的大好时机。楚庄王便下令兵分
两路进攻庸国。庸国将士完全陶
醉在早先胜利之中，完全没想到楚
军会突然杀个回马枪，仓促应战，
被一举歼灭。

1947年 3月 13日拂晓，胡宗南指
挥 14 万人，兵分两路向延安发动进
攻。毛泽东就全国战局和敌我军力对
比分析后，作出中共中央机关和部队
主动撤离延安的决策。

最终，胡宗南大军奔袭，得到的
只是一座空城。虽然其大肆宣传共
军“不堪一击”“仓皇北窜”，实际却
因忙于占领延安无暇分兵，被彻底

拖在陕北，大大减轻我军在其他战
场的压力。

随后，彭德怀指挥我西北野战军，
先后取得青化砭、洋马河、蟠龙镇和沙
家店大捷，重创胡宗南部。1948 年 3
月 3日，我军取得宜川战役胜利，胡宗
南精锐部队共 2.8 万人被我军歼灭。
至此，在西北战场，我军转入反攻。
1948年 4月 21日，我军收复延安。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据外媒报道，莫斯科时间 9 月
17 日 23 时左右，1 架俄罗斯空天军
伊尔-20 侦察机在返回叙利亚赫梅
米姆基地途中，被叙利亚防空部队
的俄制 S-200 防空导弹击落，机组
人员全部丧生。这并非第一起俄
制防空导弹击落俄制飞机的误击
事件。

2001 年 10 月 4日，乌克兰防空军
在克里米亚半岛试射 S-300 和 S-200
防空导弹各一枚。在 S-300 先击落
靶机情况下，原本应自毁的 S-200，
却在安然飞行 200 多公里后，锁定了
俄罗斯西伯利亚航空公司的一架
图-154 客机。S-200 防空导弹战斗
部重达 218 公斤，其内部 1.6 万颗钢
珠在 70 公斤高爆炸药作用下，将这
架图-154 客机打得凌空爆炸，机上
78人全部罹难。

上述两起事件，是由别国操作俄制
防空导弹击落俄制飞机，而上世纪 60
年代，苏联防空军甚至自己将最新型战
斗机打了下来。

1960 年 5 月 1 日，美军从位于巴
基斯坦的空军基地派出 1 架 U-2 高
空侦察机，进入苏联领空进行战略侦
察。该机刚刚进入苏联就被发现，大

批米格-19 战斗机起飞实施拦截，由
于升限不够无法将其击落，米格-19
只能尾随 U-2 飞行并通报回传其相
关飞行参数。当 U-2 到达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附近时，苏军多个“萨姆”-2
地空导弹营先后发射 14枚导弹，击落
了 U-2，但也将一架尾随的米格-19
击落，飞行员萨弗罗洛夫当场牺牲。

事后调查显示，由于地面指挥中
心没有及时沟通与协调，使萨弗罗洛
夫未能及时撤离交战空域。地空导弹
部队也没有意识到U-2已被击落，还
在不停地向目标空域发射导弹。多种
因素叠加，导致此次“乌龙”事件发
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2年
9月至 1967年 9月，中国地空导弹部队
使用进口的“萨姆”-2地空导弹及“红
旗”-2地空导弹一连击落 5架 U-2高
空侦察机，由于组织协调较好，每次只
需发射3枚导弹便能击落U-2。

误 击 事 件 也 曾 出 现 在 美 军 身
上。伊朗与伊拉克持续 8 年的两伊
战争在 1988 年进入僵持阶段，在这
场消耗战中，双方的石油生产资源成
为互相攻击的目标。美国为保护过
往的中立油轮，派出 30 多艘军舰前
往波斯湾，其中就有装备“宙斯盾”系

统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文森
斯”号。当地时间 7月 3日上午，伊朗
几艘舰艇向美军直升机开火，“文森
斯”号当即还击。同时，该舰对空警
戒系统发现一架不明身份飞机向“文
森斯”号靠近，舰长下令向该机发送
警告信号并促其离开，但该机对警告
信号没有应答，还在持续下降。“文森
斯”号舰长下令攻击，两枚“标准”-2
舰空导弹呼啸升空，准确命中目标。
然而，这架飞机其实是伊朗航空 655
号航班。该机被导弹命中后，爆炸坠
入波斯湾，机上 290 人无一生还。事
件发生后，美国先是宣布美军击落一
架伊朗战斗机，随后美军参谋长联席
会议主席克劳在五角大楼改口说，被
击落的是一架伊朗民航客机，并对误
击伊朗客机事件表示遗憾。

“我不是来喝茶的”

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创始人安德
烈·图波列夫有个特殊习惯，每当该设
计局设计的飞机量产型首飞时，他都
会去跑道上观看。

在图-16轰炸机量产型首飞当天，
图波列夫照例前去观看。负责制造量
产型图-16的喀山飞机制造厂新厂长
米尔诺夫，凑上去问图波列夫要不要
喝杯柠檬茶。图波列夫直接回答：“我
不是来喝茶的。快让我看看你装配的
是什么东西。”

图波列夫在检查完飞机后，便
沿着跑道往前走。突然他停下来，
指着跑道一处告诉众人，量产型图-
16 将从这里离开地面升空。结果首
飞的图-16 确实就是在他指的位置
起飞的。

缴获坦克当指挥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
和苏联爆发多次大规模坦克战，双方
损失都比较大，将缴获自敌方的坦克
为我所用，成为弥补自身损失的方法。

苏军对纳粹德军的Ⅲ号坦克评
价不错，认为其内部空间宽敞，工作
环境良好，有利于车组长时间作战。
Ⅲ号坦克的无线电设备更是让苏军
印象深刻。当时苏军坦克的车载无
线电台并不多，而且通信质量差、杂
音多，苏军坦克部队不得不依靠旗语
甚至是传令兵传递命令。Ⅲ号坦克
的无线电台通信质量高、无杂音，所
以苏军常常将缴获来的Ⅲ号坦克当
作指挥车使用。

苏军还以Ⅲ号坦克底盘为基础，
安装苏联 T-34坦克的 76.2毫米炮，研
制出名为 SU-76I 的自行火炮。这种
有着德制底盘的苏联自行火炮，后又
被纳粹德军缴获，并加以使用。

（乌 沃）

人民解放军仅用8昼夜时间即攻克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济南

“大水冲了龙王庙”
■邰丰顺

——历史上的误击事件

S-200防空导弹 “标准”-2舰对空导弹

1948年 9月 24日，济南战役在中

秋节后落下帷幕。战前被国民党视为

“固若金汤”的济南城防，在我人民解

放军的猛烈攻击之下，仅据守8昼夜就

被攻破。济南战役的胜利，得益于我

军城市攻坚战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

升，也是华东野战军指战员灵活运筹

的结果。这一胜利，大大鼓舞和坚定

了解放军打大城市、打大规模歼灭战

的信心和决心。

料敌制胜运筹帷幄。济南战役中，

解放军指战员面对国民党军王耀武部

固守待援、兵多城固的顽抗态势，并没

有简单蛮打硬拼，而是利用敌心理误

判，“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

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战役前，

我军一反过去围城打援的战法，而是攻

城、打援双管齐下，华野苏豫皖各纵队

及苏北兵团推迟北上打援、阻援的时

间，与位于鲁西南的友军协同造成夹击

徐州之势，使敌人形成我将先攻徐州、

后夺济南的错误判断。同时，华野攻打

济南的攻城部队分东西两集团昼伏夜

行、隐蔽开进，9月15日、16日突然出现

在济南附近，济南守敌如梦初醒、仓促

迎战。战役发起时，解放军又一改过去

选定一个主攻方向的习惯，实施“四面

合围、多路突破、向心钳形攻击”的战

法，使国民党军难以辨清解放军主攻方

向，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在兵团下达

的命令中，攻城东线集团本来担任“助

攻”任务，但东线集团指挥员聂凤智根

据战斗形势，给攻城部队下达命令时改

“助攻”为“主攻”。战役打了7天7夜，

国民党军还一直弄不清解放军的主攻

方向。西郊机场告急时，王耀武将2个

主力旅预备兵力调往西线。可2个旅还

没到位，东线又传来五顶茂岭山、砚池

山一夜尽失的消息，王耀武又匆忙把预

备队往东调。就在敌军机动兵力调来

调去、左防右堵、疲于奔命之时，解放军

已打到内城，敌预备队完全没有发挥应

有作用。

集中火力攻克坚城。济南战役是

我军第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充分

发挥了集中火力、猛烈突击优势。早

在日寇占领期间，济南就筑有坚固防

御工事，国民党军接收后，又系统进行

全面设防，济南城墙高十几米，宽可并

开两辆汽车，周围百里内，从核心到外

围遍布钢筋水泥碉堡千余个，部署了

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电网、石墙、鹿砦、

壕沟，以及十多万重兵防御集团。为

砸开济南这个“硬核桃”，华野部队调

集强大的炮兵部队。据记载，华野部

队不仅调集 43个团、14万人的攻城部

队，还出动以3个炮兵团为主体的特种

兵纵队、山东兵团炮兵团。参加济南

战役的炮兵达10个团，火炮总数达500

余门。为进一步发扬火力，炮兵部队

明确了“以近战直射为主，间接射击为

辅”“以集中使用为主，分散使用为辅”

“以直接支援步兵为主，间接压制为

辅”的作战原则。

济南战役中，我炮兵共打开突破口

10处以上，压制敌反突击部队大规模反

击共4次，压制敌10余处炮兵阵地，摧

毁敌多处坚固工事。王耀武战后称，被

我炮火杀伤的国民党军人员数量约占

国民党守城部队全部伤亡总数的70%以

上。我炮兵部队还大胆创新战法，把野

炮架在土台上对空射击，与高射炮一起

组成对空火网威慑敌飞机，敌运输机部

队只运了7个连兵力就被迫中断空运，

战斗机也不敢低空扫射、投弹，削弱了

国民党军的空中优势。

英勇顽强压垮强敌。战役发起前，

华野指挥员粟裕、谭震林等先后发布

《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和《攻济打援的

政治工作指示》，强调“政治工作在此次

战役中，应该起着决定作用的，我各级

政工人员应在战斗的最前线”。战役打

响后，我攻城部队各级指挥员沉着指

挥，英勇作战，第13纵队37师政治委员

徐海珊、第3纵队8师师长王吉文，在战

斗最激烈的时刻亲临火线指挥作战，身

负重伤后坚持不离指挥岗位，光荣牺牲

在阵地上。

我军摧枯拉朽的进攻节奏，远远超

过敌防御预想。战役开始后，王耀武判

断解放军不攻下王舍人庄，就不可能攻

击济南东面外围阵地。济南战役扫清

外围的战斗打响后，我攻城东线集团大

胆越过距济南城仅十多里的敌警戒阵

地王舍人庄，直取济南东面屏障五顶茂

岭山、砚池山。我东线集团扫清城东外

围、西线集团攻取城西商埠后，王耀武

又估计千佛山尚在手中，解放军起码要

两三天后才能攻击外城，而我军又一次

出乎其意料之外，不待攻克千佛山阵地

即对外城发动全线进攻。9月23日，解

放军全部控制外城后，王耀武又判断我

军过度疲劳，至少要休整三五天后才可

能攻击内城，试图紧急调整部署，加修

核心工事。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当日下午6时，解放军攻城部队在敌军

调整部署尚未就绪之际，就发起对内城

的猛烈攻击。

在攻打内城的战斗中，我军东西两

线部队已苦战7昼夜，数次登城失利，攻

城部队全线受阻于城门外。关键时刻，

许世友对各纵指挥员说：“我们的困难

大，敌人的困难比我们更大！现在就看

谁的决心硬过谁。我们要跟敌人比毅

力，比顽强，比后劲，胜利往往就在于坚

持最后5分钟！”

在城头争夺突破口的战斗中，解放

军突击队与国民党守军短兵相接，子弹

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十字镐、铁锨、

砖头、石块继续拼杀。第13纵队37师

在济南城头浴血奋战数小时，百余名伤

员坚决不下火线，全部壮烈牺牲。最

终，我军凭着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大

无畏革命精神，突破敌人最后一道防

线。战后，中央军委在对谭震林报告的

复示中专门指出，“人民军队的力量及

其因军队民主所造成的高度觉悟和自

我牺牲的精神，是举国无敌的”。

（作者单位为中部战区空军某5师）

我军八天八夜攻克济南
■戴 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