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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骑兵部队是机动速度最
快、突击力量最强的兵种，曾创造辉
煌的战绩。虽然骑兵已经被摩托化、
机械化部队所取代，但利用作战环境
发挥机动性优势，快速机动突击的骑
兵作战思想依然贯穿现代地面作战
的各方面，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正确认识地面机动作战力量的

优势。无论是古代的骑兵部队，还是
现代的机械化部队等地面机动作战
力量，都是陆战场夺取主动权和占领
重要地区的中坚力量。柏乡之战中，
晋将周德威就充分认识到“骑战”的
优势地位，在作战中充分发挥己方骑
兵在平原旷野作战的强大优势，一举
击败后梁军队。在海湾战争的地面
作战中，美军根据作战环境，投入大
量装甲车辆和其他车辆，发挥机动性
优势插入伊军后方，重创伊军。随着
科技的不断发展，具备信息化作战能
力的地面机动作战力量将具备更强
大的作战能力。

着力提高地面机动作战力量的快

速反应能力。成功的作战取决于部队
的快速反应能力。柏乡之战中，晋将
周德威在探知梁将韩勍分兵三路而
来，志不在战而在于炫耀武力的情况
下，亲自率千余骑兵迅速出击，攻击梁
阵两端，俘获梁军百余人，充分发挥骑
兵的快速反应能力。2008 年 8月，俄
第 58集团军在接到格鲁吉亚军队进
入南奥塞梯的消息后，虽未接到行动

指令，但下属各部队已开始着手相关
准备，制定行动预案。在接到行动命
令时，该部队随即展开行动，迅速扭转
先期战略反应迟钝带来的不利局面。
现代战争中，作战行动往往有着节奏
快、持续时间短、战场态势瞬息万变的
特点，摩托化、机械化部队作为地面作
战中的重要快速反应力量，应针对可
能担负的作战任务，做好包括各种行
动方案在内的一切准备，通过训练、演
习进行检验和提高，确保危机一旦爆
发，能够迅速反应。

充分运用地面机动作战的有利

战场环境。“骑战”的制胜之道在于充
分利用战场环境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不仅打“硬仗”，也要打“谋仗”。战国
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
革，建立以精锐骑兵为主的军队，充
分利用适合骑兵作战的地形，长途奔
袭、穿插奇袭，从而实现了“师夷长
技、拓地千里”。在海湾战争的地面
作战中，美军在战前对伊拉克西部沙
漠情况进行全方位侦察，判断当地作
战环境适合美军机械化部队进行突
击作战。因此，美军以特种部队先行
渗入伊军纵深抢占要点，建立补给基
地，为美军车辆和人员提供保障。执
行地面作战任务的美国陆军第 7军由
机步师、装甲师、装甲骑兵部队编成，
各部队相互支援、密切配合，快速向
伊拉克纵深推进，达成攻击伊军侧
后、包围共和国卫队的目的。

1993年10月3日15时至10月4日6

时，为抓捕索马里武装派别艾迪德集团

重要成员，美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与艾迪德集团武装分子进行了一场激烈

战斗，被称为摩加迪沙之战。此战，美军

2架MH-60“黑鹰”直升机被击落，19名

士兵阵亡。美军在面对武器装备、作战

素养都远不如己的武装分子时惨败而

归，战前没有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糟糕的

应急反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应急预案不充分直接导致美军应对

突发情况不力。由于战前制定的搜捕行

动计划看似完善，兼之自诩兵强马壮，认

为抓获两名艾迪德助手如探囊取物，因此

美军并未认真研究对手情况，也未对可能

出现的意外进行预想、预演，应急预案和

预备作战计划均极为简单。

战斗爆发后，美军编号为“超级61”

和“超级64”的两架直升机相继被武装

分子击落，大批武装分子及平民涌向两

个坠机地点。从这时开始，原计划1小

时完成的搜捕行动演变成为15小时的

苦战，美军不得不一再更改作战计划，围

绕坠毁直升机进行战斗。然而，由于应

急预案准备不充分，直接导致陷入巷战

的美军没有实际作战方案可供执行。再

加上此前的轻敌思想，美军并未做好长

时间作战的准备，重武器、装甲防护装

备、夜视器材严重不足。面对大量武装

分子，美军无计可施，只能采取盲目的救

援行动，却又因准备不足等原因陷入困

境，最终付出惨重代价。

一线战斗人员良好作战素养部分缓

解不利局面。虽然没有可供利用的完善

应急预案，美军一线战斗人员面对意外

情况，以良好作战素养为基础，在第一时

间自主作出反应，部分缓解被动局面。

灵活处置意外状况。美军的搜捕行

动自一名“游骑兵”士兵索降时坠地受伤

起，就意外不断。通信员因耳机故障失

去与指挥部联系，地面护送车队指挥员

在未接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派出3辆

“悍马”车护送伤员返回基地。在直升机

被击落后，护送车队立即前往坠机现

场。部分“三角洲”和“游骑兵”士兵也自

发赶赴坠机地点。事实上，正是最先抵

达现场的这些零星力量在第一时间挡住

涌来的武装分子，保护了受伤人员，为后

续组织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

紧急开展战斗救援。出现意外后，

基地指挥官加里森将军，相继发出数条

命令，调整部署。在先头突击队奉命加

强地面支援的同时，快反部队也从美国

本土出发，赶赴索马里。美军后方救护

组则搭乘当时唯一可用的搜救直升机奔

赴现场，满载作战、救护必需品的“超级

66”号直升机亦紧急飞往坠机地点。

自主协调救援力量。在救援力量不

足的情况下，加里森立即协调驻索马里的

美军第10山地师两个连参与救援。美军

又与驻索马里多国部队展开紧急磋商，向

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维和部队请求坦克

及装甲车支援。最终，一支由美军2个连、

4辆巴基斯坦坦克和28辆马来西亚装甲

车组成的第2支救援部队前往坠机地点。

指挥层级复杂、协同不畅导致应急行

动失利。虽然美军一线战斗人员做出了巨

大努力，但由于美军缺乏应急预案，指挥层

级、协同不畅，应急行动的组织、指挥依旧十

分糟糕。

指挥层级复杂影响作战效果。由于

驻摩加迪沙美军各部队隶属关系复杂，

因此意外发生后没有一个能够统领全

局、掌握所有部队的指挥员指挥后续作

战。这一弊端也导致“游骑兵”和“三角

洲”部队无法进行有效协同形成合力。

在组织后续救援过程中，指挥员向第10

山地师借兵，需得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许

可；向联合国维和部队请求装甲车辆增

援，也需进行反复沟通。因此，直到坠机

发生8小时后，救援部队才出发。

协同不畅错失救援最佳时机。一方

面，空、地协同沟通不畅。当地面车队试

图前往坠机地点时，美军侦察机在高空

引导，但机上人员无法与地面部队直接

通话，须经基地进行中继传递，在战场环

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这导致车队最终

也未能到达坠机点。

另一方面，美军与多国部队协同不

畅。救援部队组成后，由于语言不通，一

名马来西亚装甲车驾驶员驾车驶向错误

方向，另一辆装甲车也紧随其后，两辆装

甲车之后均被击毁。救援任务完成，部分

幸存美军士兵却因沟通不畅和车辆数量

有限无法乘车离开，只得徒步跑回基地。

简单上口的战机

绰号命名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于
1942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成立了名
为“航空技术情报部队”的机构，专
门执行搜集日本军用飞机情报、测
试缴获日本军用飞机的任务。该部
队后来转移到布里斯班，人员由美
国陆军航空队、美国海军和澳大利
亚皇家空军组成，美国陆军航空队
的弗兰克·麦考伊上尉负责指挥这
支部队。

该部队在成立时制定了一份后
来被盟军广泛应用的日本军用飞机
代码名系统。战斗机赋予男性名，
轰炸机、水上飞机和侦察机则赋予
女性名，运输机以 T开头的单词命
名，教练机以树木命名，滑翔机以鸟
类命名。如日本的二式水上战斗机
绰号为“鲁夫”，Ki-21轰炸机的绰号
“萨利”则是一名大队长妻子的名
字，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绰号“克劳
德”是“航空技术情报部队”一名军
士起的，是他在澳大利亚空军朋友
的名字。

“战斗机立体流转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永久
中立国瑞士出于加强本国防务的考
虑，开始在山脉中修建飞机洞库，作
为战斗机进行维护整备、存放的场
所。随着上世纪 60年代瑞士空军武
器装备的更新，这些洞库也进行了
改建，增加了一套极具特色的“战斗
机立体流转系统”。

这套系统安装在洞库顶部，可
将维护整备完毕的战斗机吊装升
起，在洞库顶部进行移动，不会干
扰下方其他战斗机的维护保养工
作，充分利用洞库的高度，提高了
维护效率。瑞士空军的战斗机在
机体上也加装了加固挂点，以适应
这套流转系统。不过，偶尔也会发
生战斗机从该系统上掉下来的事
故。目前瑞士空军的主力战斗机
美制 F/A-18“大黄蜂”，因为机体重
量过重已经无法使用“战斗机立体
流转系统”进行吊装，瑞士空军通
过增开新的隧道出口和分支隧道
的方式，保证战斗机维护保养工作
的效率。

（乌 沃）

“黑鹰”坠落之后

70年前，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
防务。共产党人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
式”，不仅使这座历史文明古城免于战火
摧残，也让200多万北平市民免遭生灵涂
炭。1948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和军
事较量到了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运筹
帷幄，指示“争取让中央军不战而降”。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
组织北平地下党去接近“能跟傅作义说
上话的人”，以促成傅作义率部起义。

女记者苦心劝父，做

“党的传声筒”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大女儿，这位后
来谦称自己只是“党的传声筒”的传奇人
物，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就被我党地
下组织吸收为“据点”成员，之后加入党
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46 年大
学毕业后，傅冬菊任天津《大公报》记者，
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傅冬菊随后调任
常驻北平记者，留在傅作义身边，全力做
好争取工作。

傅冬菊经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
劝说父亲脱离蒋介石，跟共产党走，否则
没有出路。她还经常拿一些共产党的报
纸刊物和宣传画册，悄悄放在父亲桌子
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傅作义。

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是战？
是降？傅作义内心十分矛盾，经常唉声
叹气。傅冬菊一边宽慰父亲，一边做好
劝说工作，并及时将傅作义思想矛盾的
焦点、华北“剿总”的军事部署、与蒋介石
的联系和争议等信息，毫无保留地汇报
给党组织，为党中央作出正确判断，适时
制定正确政策，提供重要依据。在傅冬
菊等人多次劝说下，傅作义最终接受和
谈条件，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恩师兼高参，“和平

老人”力促和谈

刘厚同曾任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和军
士学校校长，深受傅作义尊敬和爱戴。刘
曾参加辛亥革命，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对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满。当刘仁请他以
师生关系说服傅作义时，他欣然应允。

在与共产党人接触的过程中，刘厚
同逐步了解并认同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当傅作义征询刘对时局的看法时，他说：
“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而军
事能够取胜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

政人员腐化，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得人
心，恐怕维持不到一年半载了。”他还告
诉傅作义，“应当机立断顺乎人心，设法
与中共疏通渠道，谈和为好”。

此时，傅作义顾虑重重、和战难决。
刘厚同就拿武王伐纣的例子说服他：“忠
应忠于人民，而非忠于一人”，要按照历史
发展规律，顺乎人心，切不可自我毁灭，一
定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古
都负责，不然将成为千古罪人。

1949年 1月中旬，解放军攻克天津，
傅作义嫡系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北平地
下党组织请刘厚同力劝傅作义丢掉幻
想，莫失和谈良机，并转告傅作义：“如果
接受和平解放北平，那就是对人民立了
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的。”刘厚同为和
平解放北平积极奔走长达 85天，因劳累
焦急导致左目失明。刘厚同因在北平和
平解放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被人们称
为“和平老人”。

“白皮红心”，敌后立

功的情报人

1946年 9月 20日，傅作义在成功救
援大同、夺取张家口后十分狂妄，其部队
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一封《致毛泽东公
开电》，公开叫嚣让毛泽东“放下武器”“结
束战乱”。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
载。毛泽东同志也要求延安《解放日报》
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但很少有人

知道，执笔者正是中共地下党员阎又文。
在山西大学读书时，阎又文就参加

了进步文化活动。抗战爆发后，他被安
排进傅作义部。因才华出众、文笔锋锐，
阎又文得到傅赏识，成为傅的机要秘
书。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阎又文被发
展为地下党员。在之后的国民党反共高
潮中，阎又文秘密潜伏下来，一度与党组
织失去联系，直到 7年后重新回到组织
怀抱。此后，阎又文不断向党组织输送
大量秘密情报，对党中央正确判断形势、
科学制定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平被围期间，根据上级指示，阎又
文对傅展开攻心工作。当时，傅作义设
计了南逃奔赴蒋介石、西投马家军、固守
北平三条路线。阎又文逐一批驳，并向
傅指出另外一条道路——同共产党人谈
判。傅作义虽有心和谈，但坚持“我死也
不能败在青年娃娃（指聂荣臻和林彪）手
里”，阎又文劝道：“连委员长都败在毛泽
东手下，我们又何必计较呢。”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按照党组织
要求，继续保持原有身份，直到病逝30多
年后，才被公开真实身份。原中央调查
部部长罗青长称赞道，“他把自己的一切
都献给了党，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作者单位为陆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说上话的人”促北平和平解放
■章世森 陈乔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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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骑战篇原文为：

凡骑兵与步兵战者，若遇山林、险

阻、陂泽之地，疾行急去，是必败

之地，勿得与战。欲战者，须得平

易之地，进退无碍，战则必胜。法

（《通典》）曰:“易地则用骑”。

《百战奇略》骑战篇强调的

是骑兵作战在利用地形条件方面

应当注意掌握的原则。骑兵部队

只有在开阔平坦的地形条件下作

战，才能充分发挥骑兵快速机动、

猛烈突击的特点和威力。山林、

险隘及沼泽等地形条件，则会阻

碍骑兵作战。20世纪以来，随着

坦克、步兵战车和直升机等装备

的出现，地面机动突击作战的形

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骑战篇

中所蕴含的根据地形条件灵活运

用地面机动作战力量的思想，仍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百战奇略》骑战篇所附战例
为，公元 910年晋与后梁（均为五
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之间爆发的
夺取中原统治权的柏乡之战。梁
将王景仁率军八万扎营于柏乡，企
图与晋军决战，进而一举占领赵国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领地。
晋将周德威根据敌情、地形，采取
主动后撤、诱敌出战的作战方针，
在诱使梁军脱离营垒后，充分发挥
骑兵快速机动、猛烈突击的强大威
力，一举击败梁军于旷野之中，创
造古代骑兵利用平原旷野有利地
形而获胜的典型战例。

1990 年 ，海 湾 战 争 爆 发 。
1991 年 2 月 24 日至 28 日，美国
陆军第 7 军对伊拉克军队进行
长达 89 小时的地面作战。通过
研判战场环境，美军决定执行
“左勾拳”行动，依靠重装甲部
队对伊军右翼进行攻击。美军
装甲部队避开伊军构设的坚固
防御工事，从西侧进入伊拉克，
美军地面部队在 4天内机动 274
公里。其中，第 1骑兵师在一昼
夜内机动距离达 80 公里，第 24
机械化步兵师在战役打响第一
天机动 97 公里。美军发挥装甲
部队机动性强的优势，在伊军做
出反应前就插入伊军后方，重创
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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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摩加迪沙之战看美军应急反应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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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部队与傅作义部换防

一处坠机现场战后航拍照片，直升机机体已被美军破坏

海湾战争中被美军击毁的伊拉克军队T-72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