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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历史

和亲“无益也”

汉高祖在白登之围后，为争取时间
恢复实力、反击匈奴，采纳建信侯娄敬建
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汉朝采取和
亲政策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即和亲公主
生下具有汉室血统的儿子，将来若能继
承单于之位，汉朝便可逐渐臣服匈奴。

因皇后吕雉不愿让唯一的女儿鲁
元公主嫁往匈奴，历代汉帝也视和亲为
奇耻大辱，因此便将诸侯王的女儿或待
诏的良家子册封为公主出嫁。匈奴对
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从未有身带汉室
血统的王子被立为单于。建信侯娄敬
早就预见到这一情况。《汉书·郦陆朱刘
叔孙传》中记载，娄敬曾说：“若陛下不
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
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况且，和
亲也并未使匈奴停止入侵，匈奴对汉朝
的威胁最终还是靠武力解除。

以少敌多的背后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建立九边防御
体系抵御蒙古进攻。在当时的战斗中，
经常出现明军以少敌多的战例，如大同
副总兵赵昶率 350 人拦截 3000 名蒙古
军，宣府守备赵瑛率 480 人追击上万蒙
古军。这些战斗虽然兵力对比悬殊，但
明军将士仍取得不俗战绩。

不过，这些以少敌多的战例也是无
奈之举，因为明军兵力极为不足。九边
防御体系绵延 7000多公里，驻军达 70多
万。但庞大的兵力分散到防御体系中
就变得捉襟见肘。驻守各个工事的明
军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驻兵超过
一千人的工事很少。在蒙古军进攻时，
明军只能依靠手头仅有的部队迎战。
好在明朝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相继组建
小规模机动部队，建立支援体系，还增
设可指挥多个防区部队的三边总制、宣
大总督等职位，以利互相支援。

（乌 沃）

2005年6月28日，为追击“基地”组

织重要成员艾哈迈德·沙阿，美国海军

海豹突击队派出一个4人特战小组，前

往阿富汗库努尔省首府阿萨达贝德东

部地区，执行武装侦察与敌后渗透任

务，代号“红翼行动”。由于行踪暴露，

该特战小组遭近150余名塔利班武装分

子围剿，被追击近24公里，特战小组中

的 3人和赶来救援的 16名美军人员阵

亡，1架MH-47D运输直升机被击落。

此战成为美军特种部队在阿富汗战场

最失败的一次作战，被称为海豹突击队

40年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有着丰富

实战经验的美军特种部队为何会遭此

败绩？面对战斗中出现的各种意外和

挫折，美军又是如何应对的？值得我们

进行深入剖析。

应急筹划不细，战斗准备不充分。

在敌纵深内确认、捕歼恐怖分子头目，

情况复杂多变，指挥、协同、保障困难。

指挥员在筹划战斗时，应力求详尽，大

到整个行动计划，小到每名参战人员的

装备都不能遗漏，特别要充分估计到战

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周密制

定应急预案。

“红翼行动”的应急筹划可谓漏洞百

出。行动前，在研判目标区域的卫星照

片后，海豹突击队队员认为该地区地形

复杂、植被过少，不易隐蔽行动。然而，

从指挥员到一线特战队员都未对此予以

重视，未仔细研究对手和战场环境，也未

对战场可能出现的意外进行预想预判，

应急和预备方案简单，更没有进行针对

性演练，直接导致特战小组后来面对通

联困难、遭遇平民、接敌和快速撤离等情

况时均无预案可执行。同时，由于应急

预案不细致，战斗准备也不充分。特战

小组未考虑会与敌展开激烈交火，所携

弹药仅有1.5个基数，火力不足导致特战

小组在接敌第一时间就陷入被动。美军

在实施首次营救时，也未充分考虑可能

被伏击等突发状况，导致机毁人亡，付出

沉重代价。

指挥员缺乏实战经验，特情处置不

合理。由于此次行动的特殊性，本应挑

选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人员负责指挥，

以确保灵活处置复杂战场情况。特战

小组组长麦克·墨菲上尉虽然在海豹突

击队服役多年，但由于他在派往阿富汗

前始终在海豹突击队运输分队服役，在

派驻阿富汗初期也只是负责低强度巡

逻任务，因此缺乏敌后渗透的实战经验

是他的致命弱点，这也在墨菲随后的临

机决断中得到印证。

在特战小组找到可利用的观测阵

地后，当地3名牧羊人意外发现海豹突

击队队员行踪。在如何处置3名牧羊人

的问题上，队员之间产生分歧。按照交

战规则，美军不得杀害平民，但如果放

走他们，特战小组就有暴露危险。此

时，墨菲实战经验缺乏的弊端暴露无

遗，他只考虑到不能杀害平民，却忽视

应以完成任务为先的原则，下令放走了

牧羊人。可以说，正是此次特情处置

不当，留给3名牧羊人告密的机会，直接

导致特战小组陷于塔利班武装分子的

重重围困之中，特战小组3死1伤。此战

后，如何处置平民也成为美军重点研究

和关注的问题。美军特种部队开始着

手修改相关交战规则，并配发能使人瘫

痪失能的弹药，确保特种部队在遭遇平

民时有其他选择。

通信协同不畅，救援组织不到位。

通信与协同不畅，是导致救援行动无法

顺利展开的直接原因。由于作战地域

高山林立、沟多谷深，对无线电通信效

果影响非常大，特战小组始终无法与上

级取得联系，导致他们未能在第一时间

得到上级支援。而为恢复与上级的联

系，特战小组又多次顶着敌火力打击寻

找高地，造成人员伤亡。

接到求援信息后，美军在组织救援

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协同不畅的问题。

美军指挥部虽然迅速出动8架直升机前

往目标区域实施战斗搜救，但由于运输

直升机与攻击直升机协同不当，攻击直

升机未能及时对运输直升机航线所经地

区和机降地区实施足够的火力压制，导

致一架载有8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和8名

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成员的MH-47D

运输直升机被塔利班击落。指挥部此后

又临时改变机降计划，使得损失进一步

扩大。由于救援行动接连受挫，且与特

战小组失去联络，救援行动被迫停止。

总的来说，正是由于美军从作战准

备、临机指挥、协同和救援等方面均出

现问题，酿成海豹突击队成立至今最大

的败仗。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美军特

战队员还是展现出较好的战斗素养。

在被百余名武装分子围困后，4名

特战队员以娴熟战术动作迅速形成小

型防御圈，击毙数十名敌人。为发出求

援信息，负责无线电通信的丹尼·迪茨

多次寻找地势较高的位置尝试与上级

取得联系。特战小组组长墨菲孤注一

掷，冒险爬出掩体到山顶开阔处，使用

卫星电话才最终联系到上级。

在得知唯一幸存的队员马库斯·鲁

特雷尔所在村庄位置后，美军充分吸取

第一次救援失败的教训，展开了“越南战

争以后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为防止

直升机再次被击落，美空军出动A-10、

AC-130进行火力支援，对潜伏在村庄周

围的塔利班武装发动猛烈攻击。在确保

安全后，营救直升机迅速着陆，营救人员

在询问马库斯“你的狗叫什么名字？”“最

喜欢的超级英雄是谁？”两个问题确认其

身份后，将马库斯安全救回。

北洋水师于 1895年全军覆没后，
清廷于 1898年在新购一批舰艇的基础
上，以原北洋水师官兵为基干重建了北
洋水师。这支新的北洋水师在此后的
军阀混战中，成为各派军阀争夺的对
象，也被当时混乱的形势裹挟，多次分
裂、寄人篱下、数易其主，始终没有发展
成为一支能够抗御外辱的强大海军。

新北洋水师的主力作战舰艇包括
巡洋舰“海天”号、“海圻”号、“海容”
号、“海琛”号、“海筹”号，鱼雷炮舰“飞
霆”号、“飞鹰”号，驱逐舰“海龙”号、
“海青”号、“海骅”号、“海犀”号。

在 1900 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中，新北洋水师置身事外，参加“东南
互保”协议。4艘海龙级驱逐舰因维修
留在船厂，未参加“东南互保”，在打退
敌多次进攻后，被八国联军俘获。

1909 年，清廷海军部整编全国海
军，将能够出海作战的舰艇编为巡洋
舰队，内河作战舰艇编为长江舰队。

新北洋水师各舰被编入巡洋舰队。
清帝逊位后，巡洋舰队更名为海

军第一舰队。“护法运动”期间，第一舰
队部分主力舰脱离北京政府，南下广
东参加护法，成立护法舰队。“护法运
动”失败后，护法舰队主力北上投靠军
阀张宗昌，编为渤海舰队，留在广东的
小型舰艇编入广东海军。渤海舰队之
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并吞，编入东北
海军，取得过对南京政府海军的几次
胜利，东北易帜后改称海军第三舰队。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舰队主力

被迫寄居青岛，因筹饷问题爆发“崂山
事件”，巡洋舰“海圻”号、“海琛”号，训
练巡洋舰“肇和”号南下广东，投靠军
阀陈济棠，组成粤海舰队。不久，因陈
济棠对粤海舰队的打压，“海圻”号、
“海琛”号两舰叛离陈济棠，被南京政
府收编，“肇和”号之后同其余广东海
军舰艇一起被改编为海军第四舰队。
留在山东的原东北海军舰艇，在抗战

中全部自沉。
当初没有南下参加“护法运动”的

部分第一舰队舰艇，于 1927年改编为
南京政府海军第一舰队。

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舰队在损失
全部大型舰艇后，舰队人员带着拆卸下
来的舰上武器沿长江西撤，在田家镇、石
牌等要塞布防阻击日军。抗战胜利后，
原第一舰队遗留人员和原汪伪海军人员
合并为海防舰队，后因军舰数量增多，拆
分为海防第一舰队和海防第二舰队。

1949 年 4月 23 日，海防第二舰队
部分军舰在南京笆斗山附近江面起
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最终编入华东军
区海军，成为人民海军的一部分。海
防第一舰队和部分海防第二舰队舰艇
则随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

应对不当，“红翼”折翅
——从失败战例看美特种部队应急反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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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信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战，士卒蹈万死一生之

地，而无悔惧之心者，皆信令使

然也。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

而无疑，故战无不胜。法（指《孙

子兵法》）曰：“信则不欺。”

凡与敌作战，士卒们踏上战

场，而无后悔畏惧之心，全因将

帅诚信不欺的品质感化。将帅

讲求信义而以诚待人，那么士卒

便会报之以真挚感情而不犹疑，

故而必定战无不胜。诚如兵法

所言：为将帅者应当具备诚信而

不欺诈的品质。

《百战奇略》信战篇中，列
举了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
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恪守
信义，赢得军心，蜀军一战而胜
的战例。魏国派遣司马懿、张
郃率精兵 30 万人，直指剑阁。
此时，诸葛亮正率军驻防祁山，
剑阁蜀军正在换防，留守将士
仅有 8 万人。诸葛亮部下认为
魏军强盛，建议把换下来的部
队暂留一月，以壮大声威。但
诸葛亮坚持以信义为本，下令
换防后的士卒尽快返乡。闻
此，蜀军将士均愿留下拼死一
战，无不拔剑争先，冲锋陷阵，
击杀魏将张郃，大败魏军。

大柏地之战是红四军转战
赣南闽西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战
役。1929 年 2月 9日，为粉碎敌
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次
“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
军主力 3600 余人，决定于次日
在大柏地对尾追之敌国民党刘
士毅部实施伏击。然而，红军
将士长途跋涉早已饥寒疲乏，
群众都躲进山里，红军无法征
得他们的同意借取粮食。毛泽
东、朱德决定部队暂借群众粮
食并留下欠条。此战，红军一
举歼灭敌两个团。3个月后，红
军重返大柏地，向群众支付粮
款，分文不差。红四军用行动
诠释诚信，赢得群众拥护。从
此，红军“借粮还款”成为广为
流传的佳话。

以上古今两个战例，都阐述了诚
信在树立将帅、军队威信，赢得军心、
民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
诚信依然是军队将帅之德、治军之
道、强军之基。

诚信是将帅必备品质。自古兵法
都把诚实守信作为将帅必备的内在品
质之一。《六韬》把“信”作为为将者“五
材”中的一项重要品质。《孙子兵法》提
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把诚信
品质作为将帅的五德之一。《将苑》将
“诚信宽大”“信义服邻国”分别作为
“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的必备品
格。《唐李问对》则提出将帅应当“忠以
尽节，信以竭诚”。

剑阁之战中，蜀军之所以能够以
少胜多、以劣胜优，除扼守险要外，全
在诸葛亮的一个“信”字使蜀军将士置
生死于度外，奋勇当先、战无不胜。现
代战争中，指挥员带兵打仗仍需将诚
信作为道德人格的基石，要以身作则，
坚决落实上级命令指示，对部下的请
求尽心尽力，做到言行一致。

诚信是治军为政之本。《孙子兵
法》提出“上下同欲者胜”。《管子》认
为“上下不和，虽安必危”。西方政治
学定律“塔西佗陷阱”强调，“一旦失
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
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
话、做坏事”。

红四军进军大柏地时，指战员们
衣衫褴褛、风餐露宿，却坚持偿付群
众粮款，与国民党军抢掠钱财、拉夫
抓丁形成强烈反差，逐渐赢得当地群
众信任。指挥员在治军过程中必须
十分珍视自身公信力，无论是重大事
项还是点滴小事，都应坚持恪守诚
信，始终保持“宁失千金，不失一信”
的态度，赢得军心，争取民心。

诚信是强军事业之基。《论语·颜
渊》中，子贡问政，孔子曰：“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商鞅立杆”取信于民，为
变法做铺垫，乃至开辟法制大门。“曹操
断发”取信于民，乃成一代霸业。

取信于民是我军自成立以来不
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一次次胜利的坚
实基础和不竭动力。信任的建立是
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大柏地群
众第一次见到红军时心存疑虑，特
别是当红四军打下借粮欠条时，有
的群众甚至根本没想到红军会偿
还。为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在部
署大柏地战斗过程中，毛泽东不仅
要求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树立人民军队的声誉和形象，
还亲自主持兑现承诺的群众大会，
号召劳苦大众要团结武装起来，建
立工农民主政权，深得民心，确保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革命队伍的不断
发展壮大。

在诸葛亮信义的影响下，士气高昂的蜀军凭借剑门关天险击退魏军

史说新语

■李 巍 冯 普

重建后的北洋水师之命运
寄人篱下、数易其主：

史说新语

并排停靠的两艘海龙级驱逐舰“肇和”号训练巡洋舰

“红翼行动”中，美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1架MH-47D运输直升机被击落，图为该团所属同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