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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般的武器”

杆雷艇是一种在快艇艇艏安装撑
杆，杆头安装有触发式杆雷，以撞击敌舰
引发杆雷爆炸的方式进行作战的武器。

第一艘取得实战成功的杆雷艇，为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建造的“大卫”
号杆雷艇。1863年 10月 5日晚，“大卫”
号偷袭北方军“新铁骑兵”号铁甲舰。由
于采用优质无烟煤，同时以压舱物将干
舷压低到仅 15.2厘米，“大卫”号在航行
时行迹隐蔽。其艇长认为偷袭实在有失
骑士风度，便用滑膛枪在攻击时鸣枪示
警，以示光明正大。“大卫”号成功击中

“新铁骑兵”号的装甲防护区，却只造成
轻微损伤，仅击毙该舰1名人员，还是由

“大卫”号艇长一枪打死的。
“大卫”号对北方军造成的物质损

失虽然微乎其微，但心理震撼很大。北
方军将杆雷艇称为“恶魔般的武器”。
由于担心再遭杆雷艇偷袭，北方军水兵
夜间睡在战位上，军官一夜数次巡视，
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两个“被”世界第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海军创
造了两个世界第一，但都是“被”创造的。

一是世界上第一个被鱼雷艇击沉
潜艇的纪录。1916年 7月 14日晚，奥
匈帝国两艘鳄鱼级鱼雷艇在利萨岛
（今克罗地亚维斯岛）附近发现正在海
面航行的意大利海军“巴利拉”号潜
艇，用火炮和鱼雷将其击沉，而该潜艇
的排水量比两艘击沉它的鱼雷艇合起
来还要大。该艇以一位 18世纪因反抗
奥地利统治而成为意大利独立统一象
征的热那亚少年的绰号“巴利拉”命
名，可见意大利海军对其之厚望，然而
该艇服役一年多就被击沉。

二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潜艇击沉鱼
雷艇的纪录。1915年 6月 27日，意大利
海军的5PN号鱼雷艇在威尼斯湾巡逻
时，被排水量差不多的德国海军 UB-1
号潜艇用鱼雷击沉。UB-1号潜艇以直
航鱼雷击沉长只有42.5米、宽只有4.6米
的 5PN号鱼雷艇，确实有运气的作
用。有趣的是，当时意大利向奥匈帝国
宣战而未向德国宣战，所以德国宣传击
沉5PN号的是奥匈帝国，后来UB-1号
潜艇作为军事援助，还编入了奥匈帝国
海军。

（张政文）

邱少云及其战斗精神邱少云及其战斗精神，，影响和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影响和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

“你问如何杀敌,那就用大刀往敌
人的头上砍!”这是从中国工农红军第
26军中走出的战斗英雄、参加过平型关
战役的八路军战士李延培，在自述里记
录团首长教育战士杀敌的一段话。

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李延培
作为八路军第 115师第 344旅第 687团
2营6连的一位班长，冲锋在前，两次受
伤不下战场，同战友们一起歼灭强敌。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境内，
东北与灵丘县接壤，为兵家必争之地，
古称瓶形寨，金时称瓶形镇。明万历
年间曾设重兵把守，清代称平型岭关，
后称平型关。八路军伏击阵地位于灵
丘县境内白崖台附近的一条峡谷，整
条峡谷蜿蜒曲折，两侧陡峭如削。峡
谷中部西侧山崖上有明代古建筑关帝
庙，俗称老爷庙，是这一带的制高点。
老爷庙西南侧的乔沟，是黄土丘陵被
雨水长期冲刷形成的一处险隘，过去
曾是灵丘至太原的官道，出灵丘县城
后必经此地，所以被第115师首长确定
为伏击点。

按照作战部署，第 685团先敌占领
关沟至老爷庙一线南侧高地，截击敌先
头部队，进行“拦头”。第686团占领老
爷庙至小关村一线南侧高地，实施中间
突击，分割沿公路进攻之敌，尔后向东
跑池方向发展进攻，进行“斩腰”。李延
培所在第687团占领蔡家峪、西沟村和
东河南镇一线阵地，断敌退路，进行“断
尾”。师直独立团和骑兵营进抵灵丘县
至涞源、广灵之间，阻击敌人增援，进行
打援。第688团作为师预备队，部署在

东长城村。1937年9月25日拂晓前，第
685、第686和第687团全部进入预伏阵
地。拂晓，日军第 5师团第 21旅团主
力，计4000余人分乘100余辆汽车行进
在前面，骡马炮队、200多辆大车和骑
兵随后跟进，沿灵丘县东河南镇至平型
关的公路开进。

当日 7时，日军进入八路军伏击
圈，第 115师指挥所遂下达攻击命令。
顿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山谷，全
线部队居高临下，向敌展开猛烈攻击，
打得日军人仰马翻，陷入一片混乱。趁
此时机，八路军发起冲锋，对日军实行
分割、包围，展开白刃格斗。

当时任第 687团第 2营第 6连班
长的李延培在战前就对战士们说，日
军武器精良、火力凶猛，我们要发扬近
战的光荣传统和作战特长，用手榴弹
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死囫
囵了。

战斗打响后，李延培和战友们率
先向敌人发起突击。由于充分发挥我
军擅长近战的优势，20分钟内，全班用
手榴弹就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
格斗中，面对拼刺能力极强的日军，李
延培挥舞大刀，奋勇向敌人砍去，身上
几处负伤，满是鲜血。当鬼子向李延
培逼近时，他依然毫不畏惧，大喊着冲
在前面。

在退路被截断后，敌人更是疯狂
反扑，试图抢占位于乔沟东北侧的制
高点——老爷庙。约有50名日军向老
爷庙冲击，李延培所在第 2营 6连承担
了阻击这股日军的任务。6连进入阻

击阵地后，这股日军便放弃向老爷庙
进攻，同6连展开对峙。我军则从两面
居高临下，打得山沟里的敌人无处躲
藏。此时日军的火炮、骑兵已失去作
用，只能以步兵向老爷庙制高点继续
发起攻击。第686团在左、右两翼兄弟
团的配合下斩腰突击，最终占领老爷
庙高地，打退日军多次反扑。日军虽
派出6架飞机配合作战，但也挽救不了
失败的结局。

在平型关战斗中，李延培表现突
出、奋力杀敌，被战友们称为平型关战
斗的“英雄班长”。1941年，李延培所
属部队编入新四军，南下到安徽、江苏
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因作战极其勇猛，
又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同姓，
同为陕西人，所以得了个“李闯王”的
绰号。

此后，李延培在战斗中继续发扬作
战勇猛的特点，带领部队多次完成攻
坚、掩护主力撤退等重大任务。解放战
争期间，为劝说被国民党反动派蒙蔽的
鄂伦春族兄弟，李延培勇闯匪巢，在被
扣留捆绑多日，随时可能被害的危险环
境中，仍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宣传党的
民族政策，最终将这批鄂伦春族族兄弟
带下山投诚，帮助他们获得了新生，其
事迹一直在鄂伦春人中流传。

（作者分别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研究生）

平型关战役中走出的“英雄班长”
■褚 银 谢 浩

67年前的 1952年 10月 12日，在朝
鲜五圣山 391高地前的阵前潜伏中，敌
人的弹药点燃了一名志愿军战士身上
的伪装草，为掩护潜伏战友、保证战斗
胜利，这名战士硬是凭着坚强的革命意
志，烈火焚身而纹丝不动，直至壮烈牺
牲。从那一天起，邱少云这个名字和他
的战斗精神一起，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
的军史上，影响并鼓舞一代又一代中国
军人。

信念坚于磐石。革命英雄并非生
来勇敢，而是在革命的洪流中成长起
来。邱少云出身贫寒，9岁丧父、11岁丧
母，13岁就开始了长工生涯，受尽地主
豪绅的压迫和剥削，苦难的童年生活、
悲惨的家庭遭遇，在他内心深处埋下了
对旧社会的仇恨、对解放的渴望。在党
的领导下及人民军队进军大西南的征
程中，邱少云和许多劳苦大众获得新
生。“翻身得解放”的革命变化，吸引着
邱少云和千千万万个工农子弟，一起加
入到人民军队的行列中。在革命这所
大熔炉中，邱少云经受了严格的政治教
育、军事训练，完成了从旧社会被压迫
者向革命战士的转变，义无反顾地投入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战斗中。正
是对党的追随、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
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筑就了邱少云英勇
战斗、不怕牺牲的思想高地，奏响了“烈
火中永生”的时代强音。

使命高于一切。邱少云参加的 391
高地之战，是一场虎口拔牙、阵前拔点
的关键之战。敌军在半山腰部署了一
个加强营的兵力，从我军阵地到 391高
地之间还有3000米宽的开阔地，是敌军
炮火封锁区。唯有前出潜伏、缩短攻击
距离，方能确保胜利、减少伤亡。面对
这场凶险的战斗，邱少云义无反顾地提
交了请求参战的血书，自愿在敌人炮口
下执行潜伏任务，主动要求加入第一爆
破组、负责第一突击任务，向上级立下
了“为了战斗的胜利、甘愿献出自己的

一切”的铮铮誓言。67年后回头看，在
火力、地利均对我军不利的情况下，以
邱少云为代表的志愿军前辈，毅然决然
请战参战，本身就是把使命举过头顶、
将生命置之度外，充分彰显了“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生动诠释了
老一代革命军人的铁血担当，永远值得
后人铭记。

纪律重于生命。朱德同志有言，
“纪律是军人的生命”，陈毅同志也强调
指出，“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测量器”。
阵前潜伏既要讲勇敢，更要讲纪律。在
长达 20多个小时的潜伏中，不能有一
人暴露，一旦被敌人发现，我军便陷入
三面包围之中，背后远离己方阵地，进
退无路，很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 391
高地战斗发起前，志愿军明确提出潜伏
中要严格遵守的纪律，要求一定要搞好
伪装，为了整体，为了胜利，在任何危急
情况下都不得轻举妄动。邱少云的战

友李清华回忆说，“哪怕有个蚂蚁在你
脸上，都不能动一下，一动就要暴露目
标”。邱少云的排长曾纪有回忆说，“我
们只距离敌人阵地 30米左右，稍发出
点声响，弄出点动静，就可能被发现。
即使敌人发现了我们中的哪个人，谁
也不能有任何动静，更不能反击”。这
是一场比拼纪律、比拼耐力的战斗，唯
有忍到最后，才能获取胜利。也正因
如此，当邱少云身上伪装的草木被敌人
盲射弹药点燃后，为确保全体潜伏人员
的安全和突击任务的完成，他坚决执
行潜伏纪律而放弃自救，以血肉之躯
铸就了“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丰碑。
志愿军司令部授予邱少云特等功，同
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理由是

“邱少云同志严守纪律，为了整体胜利
而自我牺牲”。

这种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为志愿
军其他部队树起榜样。在 1953年 6月

的夏季攻击战役中，志愿军第 60军在
北汉江以东组织两个团的前进指挥所、
4个营部、15个半步兵连、4个机枪连共
3500多人前出潜伏一昼夜，即使 30多
人被敌人炮击牺牲，部队依然保持不
动，直至入夜后一跃而起，一举歼敌
7812人，占领巩固预定目标 902高地、
937高地、883.7高地，创造了千人最大
规模潜伏的经典战例。战史以铁一般
的事实证明，“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
胜”，邱少云烈士所代表的高度组织纪
律性，是我军战场逆袭、以弱胜强的重
要保证。

意志强于钢铁。在人民军队战史
上，邱少云是个特殊的英雄。他没有发
射一枪一弹，没有消灭一个敌人，没有
炸毁一座碉堡，但他以人类罕见的意志
力，突破了人体承受的痛苦极限，战胜
烈火考验，用燃烧的生命照亮了战友通
往胜利的道路，真正做到“除了胜利一
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据目睹
邱少云牺牲的战友回忆，烈火焚身之中
的邱少云，自始至终没有动一下。火在
他身上燃烧了半个多钟头，他像一座千
斤巨石伏在地上纹丝不动。战友们眼
睁睁地看着他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
一具焦体。战后发现，邱少云烈士烧焦
的遗体蜷缩着，身上的军衣及胶鞋几乎
全都烧光，但他留在世上的那块烧的仅
剩巴掌大的军衣残片，却在无声地诉说
着人民军队钢铁战士在战场上的无比
坚强。67年来，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
一直以“邱少云精神”为榜样，激励官兵
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接续奋战在反恐
维稳、抗震救灾、国际维和的第一线，邱
少云的故事和精神将在人民军队中代
代相传。

（作者单位为68303部队15分队）

烈火中的坚强，烈火中的永生
代代传承的“邱少云精神”

■姜 征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导战篇取义“导引”，旨在阐述使用
向导对作战胜利的重要作用。作战地
区地形条件如何，对作战双方影响重
大，是敌对双方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客
观条件。因此，避开不利地形，充分利
用有利地形，历来是兵家极为重视的问
题。使用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作向导，在
侦察手段相对落后的古代是经常采用
的有效办法，在现代战争中同样具有一
定借鉴意义。

获取可靠情报资源是本质。地
形是影响部队战斗力和决定战争胜
负的因素之一。部队如不了解战场
地形，注定会落得败北之结局。至于
如何了解作战地域情况，想方设法获
取真实有效的情报信息和资源是关
键，也是战场取胜的前提。从这个角
度而言，导战篇就是强调以获取可靠
有效的情报资源为目的，利用乡人作
向导，其实质也是获取情报信息的一
种手段。借助当地人对地利的熟知，
可有效避开险山恶水、崎道绝地，从
而保证部队免受困苦坎坷、进退两
便。张骞因被匈奴扣留11年之久，对
匈奴风物人情和自然地理情况了如
指掌，使汉军骑兵部队虽深入荒漠，
却能“善知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
获得生存和作战需要的水草条件，从
而确保汉军作战胜利。

同时，现代战争战场态势瞬息万
变，战场环境更为扑朔迷离，想要掌握
情报资源获取战争主动权，仅依靠“乡
人”作导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战争
的要求，必须综合各种技术手段，揭开

“战争的迷雾”，这也对导战提出更高
要求。美国在入侵格林纳达前，为获
取情报，利用卫星、高空侦察机等现代
化手段进行全面侦察，并派出间谍以
合法身份进入格岛搜集格政府军和古
巴部队的配置设防情况。此外，美军
还利用在该岛开设的所谓“旅游公
司”，绘制出可供作战使用的“导游

图”，为随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
必须辅以正确作战指导方针。需

要强调的是，战争胜负最终还是由正面
决战所决定，需要硬实力、真“肌肉”。
所以，在强调情报搜集的同时，还必须
辅以正确作战指挥。汉军能较为顺利
地取得作战胜利，除充分发挥张骞的向
导作用外，也归功于深谙骑兵作战特点
的汉军统帅卫青的正确指挥。由于其
善于捕捉有利战机，乘匈奴右贤王醉酒
卧帐、麻痹不备之机，利用夜暗指挥骑
兵快速突袭，打得匈奴措手不及。西北
野战军的连战连捷，也与贯彻避敌锋
芒、诱敌深入、让敌人围着打转的“蘑
菇”战术息息相关。

人心齐整是导战取胜保证。导战，
既需“导”，就必须强调人的主观能动
性，“导引”并非命令，主要在于如何
争取人心。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
主动的“导”能够帮助军队有效规避各
类风险，获得强有力的支援和保障，而
被迫的“导”则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因得
到虚假情报和信息，导致失利。因此人
心向背也是导战胜败的决定因素，需要
师出有名，方可人心齐、士气高。

我军在陕北战场能够以少胜多，除
正确作战指导方针外，坚强的根据地群
众基础同样不可或缺，他们成为我军战
场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焉有不胜
之理。人心对导战的影响，体现最明显
的莫过于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由于俄高层出兵意
识不统一，车臣群众对俄军行动存在认
识偏差，认为俄政府是为征服车臣民
众，因此极力反对俄军行动，导致俄军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屡屡受挫。在第
二次车臣战争中，由于俄军坚持了争取
群众，孤立敌人，打击恐怖分子的原则，
车臣群众对此次战争的态度与第一次
车臣战争明显不同，纷纷加入到瓦解敌
军的行列，车臣民兵组织2000多人配
合俄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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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导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战，山川之夷险，道路之
迂直，必用乡人引而导之，乃知
其利，而战则胜。法（《孙子兵
法?军争篇》）曰：“不用乡导者，
不能得地利。”

导战篇大致内容为，凡是对
敌作战，山川有险易，道路有曲
折，必须使用熟悉当地情况的人
士作为向导，才能掌握有利地形
而取得胜利。诚如古代兵法所
说：“不用当地乡人作向导，就不
能得到地利。”

西汉汉武帝时期，匈奴连年
入侵，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年)
春，汉武帝令卫青率 3万骑兵北
出边塞攻打匈奴。匈奴右贤王
认为汉军不可能到达他的军营，
仍夜夜饮酒，安然醉卧帐中。汉
军趁黑夜对右贤王营地展开进
攻，右贤王只带了几百名骑兵连
夜向北方逃亡，匈奴军大败。汉
军在此次战役中，以校尉张骞为
向导。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
时，曾长期被匈奴扣留，对当地
情况十分熟悉，知道哪些地方有
水草，解决了汉军后勤问题，因
而取得了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的陕北战场，
我军充分利用陕北之地利和人
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战胜数倍于
己的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军。
我西北野战军长期驻扎陕北，对
地形非常熟悉，加上群众基础
好，行军作战处处时时有向导，
行军打仗游刃有余。反观胡宗
南军，不仅对陕北地形不熟，更
没有群众支持，似聋子、像瞎子，
在陕北高原进行“武装大游行”，
始终未找到与西北野战军主力
进行决战的机会。我军则连续
出击，对深受地形之苦的敌人发
起几场重大战役并连战连捷，一
举扭转了陕北战场局势。

微历史微历史

平型关战役后平型关战役后，，我军展示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我军展示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平型关战役中平型关战役中，，正在战斗的我军重机枪组正在战斗的我军重机枪组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路线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路线图，，出使西域使张骞掌握了大量关于匈奴和西域诸出使西域使张骞掌握了大量关于匈奴和西域诸
国的情况国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