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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阻力，中国人的整个纵
队会穿过防御工事，一直深入到‘联合
国军’阵地后方”“中国人擅长穿插到我
军薄弱部位实施袭击和强攻，把我军阵
地分割成若干小目标各个歼灭……”以
上这些文字，来自美国、韩国不同年代
的朝鲜战争官方战史，描述的都是中国
人民志愿军出神入化的穿插战术。美
军、南朝鲜军等参战国军队都曾因此大
吃苦头。

抓敌弱点的破击战。革命战争时
期，长期处于装备劣势的人民军队擅长
以巧取胜，极力避免硬碰硬的消耗战。
穿插迂回战术，就是在这一思路下产生
并大量运用，成为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
优势装备之敌的传统战法之一。

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美军等17国
军队的空地立体突击和密集火力打击，
我军发扬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深入贯
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作战方针，
广泛采取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

从113师穿插三所里、124师穿插济
宁里、第 27军穿插新兴里等经典战例，
到横城反击战中的穿插鹤谷里、三岔
口，及金城战役中的穿插二龙洞、奇袭
白虎团。我军每一次进攻战役，几乎都
伴随穿插行动，巧妙地抓住敌弱点而
入、奔着敌要点而打。

以124师穿插济宁里为例。在距离
较远、地形复杂和道路较少的情况下，
该师经战前严密情报侦察，利用突破口
从道城岘 经 巨 林 川 、官 厅 里 、柯 芝 屯
向济宁里穿插。这是一条高山连绵、
丛林密布、白雪皑皑的三级公路。沿
途 虽 有 敌 机 轰 炸 扫 射 ，纵 深 守 敌 阻
拦 ，但 由 于 地 形 隐 蔽 、道 路 曲 折 ，完
全出敌意料。我军大胆猛进，遇敌后
尽量靠近形成交错态势。白天向敌
纵 深 大 胆 穿 插、边打边进，8个小时内
打了 9仗，前进 20公里，攻占济宁里，切
断南朝鲜军2师和5师一部退路，圆满完
成预定作战任务，受到志愿军司令部通
令嘉奖。

习惯于一线平推作战的敌人，对我
军避实就虚、迂回包抄的穿插战术极不
适应，几乎每次都被我军抓住弱点、长
驱直入。

最令美军无奈的是，穿插迂回的我
军部队，还时常化装伪装，屡屡骗过其
空中侦察和后卫部队。据美军战史记
载，云山战斗中，我第39军116师246团
4连就化装成南朝鲜军快速穿插，路过
二滩川大桥时还和美军握手致意。随
后我军快速突入云山城，搅得美军天翻
地覆。

我军战史也有记载，在济宁里等穿
插战斗中，我军利用缴获的对空联络
板，向敌机发出错误指令，扰乱其行动。

快速突击的奔袭战。穿插战术强
调出其不意、以快打慢，困难的是急速
行军。由于穿插迂回行动往往利用敌
部署间隙和侧翼，一旦为敌所察觉，就
会陷入重围中。因此，隐蔽性和突然性
是穿插迂回成败的关键，突击速度又是
达成战役突然性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期间，第
38军113师向三所里穿插，断敌退路、阻
敌增援。该师忍受极度疲劳，在14个小
时内急行军72.5公里。

113师先后打垮南朝鲜军 7师、土
耳其旅、美军 25师和英军 28旅等敌的
阻 击 骚 扰 ，先 敌 5分 钟 到 达 预 定 地
域。113师与逃敌、援敌激战 50余小
时，截断军隅里美军骑兵第 1师的退
路，打乱敌战役部署，为实现战役合围
立下头功。

113师约 5.1公里的行军时速，创造
了现代战争史上步兵急行军的纪录。
几十年后的海湾战争中，美军第18空降
军每小时攻击前进距离，也不过 4.1公
里。113师和我军其他部队的战役穿

插，给美军造成了心理阴影。第四次战
役后，志愿军第12军调至朝鲜东海岸整
训，从美军视野中消失。美军以为第12
军又要穿插迂回，不知会从什么地方出
现，派出大批飞机侦察。由此可见我军
穿插战术之威。

前后夹攻的围歼战。抗美援朝战
争中，我军多次进行中远距离穿插，各
级指战员多次实施大大小小的围歼
战，准确打击敌要害，造成敌混乱，割
裂敌防御部署。这对于加快战役战斗
进程，夺取进攻作战胜利，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以新兴里歼灭战为例，志愿军第 27
军238团4连利用美军部署间隙，直扑其
7师 31团“北极熊团”指挥所，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捣毁该指挥所，毙其团长、
夺其团旗，一举瘫痪该团指挥系统，为
全歼该团拔得头筹。新兴里一战，我军
4个建制团歼灭美军1个加强步兵团，穿
插战术功不可没。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的沙坪村
袭击战，114师 341团 2营利用南朝鲜军
7师两个团的结合部缝隙，在敌毫无察
觉的情况下，渗透至敌炮阵地附近。该
团采用“一点两面”战术，分割包围敌炮
兵阵地和营指挥所，然后发起突袭，仅
两个小时就端掉 1个榴弹炮营，为全歼
敌军创造重要条件。

无论是师级单位的战役级穿插，还
是营连级别的战斗穿插，我军各级指战
员都能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丰富经验，
实施各种规模的穿插迂回包围，使敌腹
背受敌、四处挨打，轻则乱敌部署，重则
断敌后路，极大减轻正面主攻部队压
力，把战争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真正
实现战役、战术层面的精确打击和体系
破击。

抓敌弱点 快速突击

志愿军穿插志愿军穿插战术屡建奇功战术屡建奇功
■陶国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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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国将领命名的
英国军舰

一般说来，各国海军的军舰，或
以本国军史名人命名，或以本国山川
河谷命名，或以省份地名命名。英国
海军历史上，却有两艘浅水重炮舰以
法国将领命名。

浅水重炮舰拥有大口径重炮和
厚重装甲。英国海军的这两艘浅水
重炮舰也不例外，各装有 1座双联装
381毫米舰炮炮塔。它们的排水量达
到6670吨，配装的却是小型油轮使用
的柴油机，最大速度不到 6节（1节=
1.852公里/小时），且频发故障。

英国海军以拿破仑一世时期的
法军名将苏尔特元帅和内伊元帅为
这两艘军舰命名。苏尔特元帅是当
时法军总参谋长，内伊元帅擅用骑
兵，被称为“勇士中的勇士”。不过，
此二人皆在滑铁卢战役中败于英军。

一战中几未损兵折
将的部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雷托
文?沃尔贝克中校任德属东非殖民地
军司令，部队只有约 2800人，且成分
复杂。其中，约有250名德国人，一半
是文职人员，另有2400多名当地黑人
和 100多名中国警察（德国和英国都
曾在其侵占的中国港口城市招募殖
民地警察，德国1910年从青岛招募警
察前往其东非殖民地维持治安，多数
史料认为他们并未直接参加战斗，英
国曾从威海为香港招募警察，构成香
港警队早期重要组成部分“鲁警”）。

沃尔贝克率部在丛林中与英国、
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的军队展开游
击战，并将战火烧到英属南非和葡属
莫桑比克。在坦噶尼喀湖上，双方船
只甚至还爆发“湖战”。英军曾派出
4.5万人，试图剿灭沃尔贝克部，却大
败而归。沃尔贝克还帮助“柯尼斯
堡”号轻巡洋舰解决燃煤问题，使之
与英海军舰队周旋1年多时间。待战
争结束，已升为少将的沃尔贝克率部
投降时，兵力依旧约 2800人，只是原
德制步枪大多被缴获的英制步枪所
替代。

（唐 广）

近日，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
上映，在网络上掀起讨论热潮。电影
《花木兰》主要取材自被称为“乐府双
璧”之一的《木兰辞》。学界多认为《木
兰辞》作于北魏时期。“可汗大点兵”和
此后木兰代父出征的情节，反映了北魏
时期的“世兵制”军事制度。

“世兵制”通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期。东汉末年，在朝政腐败和农民战争
的影响下，中央政府权威削弱，掌握的户
籍数量大大减少。各地军阀势力为确保
获得足够兵源，相继推行军、民异籍之
制。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普遍将户口
分为普通户、屯田户和军户 3类。军户
由军队或州郡管理，专为国家服兵役，父
死子继、世代服役。军户严禁脱籍，以保
证国家兵源，即为“世兵制”。普通户和
屯田户专门负责种田缴纳田赋并服劳
役。此即所谓“强者为兵，羸者补户”。

“世兵制”制度下，军户世代为国家服兵
役，无法脱籍，致使军户社会地位不断
下降。此后，两晋、南北朝大体继承这
一制度。北魏由鲜卑拓跋部落所建，早
期多为部落兵。北魏建国后，大体承袭

“世兵制”，但兵员以鲜卑人为主体，汉
人主要从事耕种。

连年征战，军户长期服役、死伤甚
众，且身份低、待遇差，逃亡事件屡屡发
生。两晋南北朝时期，军户地位进一步
下降。世家大族免于服兵役，普通农户
亦可通过缴纳赋税和服劳役而免服兵
役。只有军户强制世代为兵，其身份甚
至与奴仆罪犯相近，导致军队士气和战
斗力极为低下。北魏初期，士兵尚有较
高地位。到孝文帝推行改革后，六镇
（北魏旧都平城以北的 6个军镇）镇户
（即军户）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甚至有“六镇兵卒，有同奴隶”的记载，
这最终激起埋葬北魏王朝的“六镇起
义”，起义矛头直指汉末以来的军民分
籍制度。北魏后期，“世兵制”已难以为
继，军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北魏“世兵制”的僵化与弊端，在
《木兰辞》中亦有体现。据诗中描述，木
兰一家应为军户，即使在木兰父亲年事
已高且“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情
况 下 ，仍 然“ 军 书 十 二 卷 ，卷 卷 有 爷
名”。这正是“世兵制”下军户世代为兵
的生动体现，也才有了木兰女扮男装、
替父出征的故事。

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西魏权臣
宇文泰于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50年）创

立“府兵制”。宇文泰仿照鲜卑拓跋部
早期推行的八部大人制度，设立八柱国
大将军，这是“府兵制”创设的开始。此
后，在实际领兵的六柱国下，又设十二
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四十八仪同。府
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
时务农、战时出征。府兵所需粮食、兵
器等均需自备。由于均田制的推行，府
兵可负担此项支出，从而节省国家养兵
费用。所以，在“府兵制”下，也有可能
出现花木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情况。战
争结束后，将帅解除兵权，兵各归其府，
有效防止将帅擅权。

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均田制在经济
上取消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府兵制在
种族上取消胡人与汉人的隔阂，从而合
理解决了北方社会的两大问题，北周遂
以此完成统一复兴的大任务，为隋唐盛
世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

《花木兰》背后的军事制度沿革
从“世兵制”到“府兵制”

■袁琮蕊

正确认识。冷兵器时代，实施火
攻是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的有效手段
之一。正因如此，孙武在其所著《孙子
兵法》十三篇中，专辟《火攻篇》详细论
述实施火攻的 5种对象或目标，以及
实施火攻所必须具备的干燥、大风等
气象条件。然而，战争优势和主动权
离不开策略的正确运用，离不开自然
条件和人力谋略的结合。火攻威力虽
大，但仅凭纵火不可能彻底击败敌
方。因此，火战倾向于“以火佐攻者
明”，即以纵火佐助部队进攻。实施火
攻须与适时出兵进攻紧密配合，才能
达成克敌制胜的战略目的。

皇甫嵩在处不利形势下，从“兵
有奇变，不在众寡”的正确认识出发，
抓住波才部“依草结营，易为风火”
的弱点，利用大风天气，趁夜派部队
出城纵火焚烧波才营寨，又与曹操援
军密切协同，“合兵更战”，最终取得
胜利。

需要强调的是，火作为自然界的
力量，不同于普通兵器，在使用前要充
分考量计算，防止出现过度使用、不受
控制等情况，避免破坏己方战斗力。

合理使用。火战作为一种作战形
式，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方可运用，
其成败与否受众多客观条件制约,如
地形、天气、风向等。只有充分具备使
用条件时方能奏效。不顾客观情况，
盲目使用火战，可能导致作战失利，甚
至使自身遭受损失。

陈锡联决定使用手榴弹炸毁敌
机，就是利用敌机停放紧密，难以紧急
起飞，且飞机内装有大量燃油，一旦发
生爆炸极易导致连锁效应的实际情

况。事实证明，这些有利条件正是达
成阳明堡战斗胜利的关键。

需要注意的是，应因地制宜，结合
具体实际区别运用火攻手段，切不可
依葫芦画瓢，照搬前人经验。

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使用“火牛阵”
的战例，结局却一胜一负。战国时期，
齐将田单曾用千余头“火牛”夜袭，大
败燕军。南宋起义军将领邵青在野战
中照搬田单“火牛阵”，结果牛群遭敌
弓箭袭击，掉头返回，反致邵青部死伤
无数，最终一败涂地。邵青正是没有
认识到“火牛阵”出奇制胜的特殊条
件，吃了大亏。可见，火战需根据具体
条件视情而行。

抓住关键。孙武把火攻看成进攻
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攻是火战这
一作战方式的首要使命。

历史上的经典火战“乌巢焚粮”与
“赤壁之战”，虽同为火攻，但作战对象
并不相同，说明火战对象选择之关
键。所谓蛇打“七寸”，作战中同样强
调攻击敌方“七寸”。通常情况下，人、
辎、粮等就是火战敌之“七寸”，是敌方
最要害的核心部分，是能够影响敌潜
力并左右战争全局的关键点。为要害
而战，为争利而夺要害，通过烧毁粮
秣、战具、辎重，削弱敌战斗力，动摇敌
军心，并彻底破坏其战争潜力，就是火
战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火战本质。
现代战争中，应充分利用高科技侦察
手段和力量，在察敌要害的基础上选
择关键位置和时机实施攻击，掌握战
场主动权。同时，要防止敌对我之要
害“釜底抽薪”。如此，方可最大限度
发挥现代条件下火战之威力。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原 典

计谋分析

战 例

《百战奇略》火战篇原文为：
凡战，若敌人居近草莽，营舍茅
竹，积刍聚粮，天时燥旱，因风纵
火以焚之，选精兵以击之，其军
可破。法（《孙子兵法?火攻篇》）
曰：“行火必有因。”

火战篇认为，作战中，若敌
方驻扎在靠近草木丛生的地带，
营舍以茅草竹子搭建，又囤积
大批粮草，并遇上燥热干旱天
气，即可借风力放火焚烧，选派
精锐部队进攻，如此就可击败
敌方。诚如古代兵法所说：对敌
实施火攻战法，必须具备一定客
观条件。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
184年)，左中郎将皇甫嵩镇压黄
巾起义。黄巾军首领波才击败
汉将朱儁，乘胜包围退保长社
（今河南省长葛东北）的皇甫嵩，
并于靠近草木丛生的地带安营
扎寨。是时，正赶上刮风天气，
皇甫嵩命部队捆好火把登上城
墙，又派精锐士卒偷越出包围
圈，于城外黄巾军营地纵火，并
伴以狂呼乱叫。城墙上的汉军
点燃火把策应城外纵火行动，皇
甫嵩乘机率军击鼓出城，冲杀波
才营寨。波才部猝不及防，士卒
惊慌四散。此时，汉灵帝所派曹
操援军恰好赶到，与皇甫嵩、朱
儁两部协力，大败波才，斩其军
数万人。

1937年 8月，八路军 129师
769团在团长陈锡联指挥下，发
现山西省代县阳明堡东南方有
日军机场，共有飞机 24架，仅有
小股部队守卫。这些飞机白天
轮番轰炸太原、忻口，晚上停驻
机场。陈锡联决定对阳明堡机
场实施突袭。19日夜，3营10连
与敌展开激烈交火，战士们利用
敌飞行员打开座舱企图驾机逃
跑的机会，将手榴弹扔进飞机，
数架飞机爆炸燃起大火。火乘
风势，相继引爆其他飞机，烈火
弥漫整个机场。此战，敌守卫部
队大部被歼，24架敌机全部被击
毁，成为抗日战争中，继平型关
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后，中国军
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我军夜袭阳明堡机场我军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击毁2424架敌机架敌机

我军善用穿插迂回战术我军善用穿插迂回战术，，取得丰硕战果取得丰硕战果，，图为云山战斗中被俘美军士兵图为云山战斗中被俘美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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