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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7月 5日，是苏联卫国战争库
尔斯克战役爆发 75周年纪念日，该战役
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尽管这
次战役的历史资料披露了很多，但有五
件事世人至今仍然知之甚少。

斯大林的秘密间谍“维特”
1943年夏天时，苏联不仅在武器生

产，而且在几乎所有军事活动方面均赶
超了法西斯德国。如苏联谍报机构在
敌后纵深的情报活动卓有成效，早在
1943 年初即为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部
提供了德军指挥部准备发动“堡垒”夏
季攻势的绝密情报。当年 4月 12日，德
国最高指挥部颁布的第 6 号作战命令
《“堡垒”作战计划》俄语译文即摆到了
斯大林的案头上，而这比希特勒本人批
阅该件的时间整整早了 3天！情报提供
者的身份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只知其代号为“维特”，有人称此人系希
特勒的摄影师。

罗科索夫斯基和瓦

图京意见相左
苏军高级将领一致认为应在 1943

年夏天采取行动。中央方面军司令员
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提议苏军应先
实施防御，疲惫并削弱进攻之敌，然后
再转入反攻，最后彻底消灭敌人。但沃
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瓦图京则
坚持苏军应跳过任何防御行动直接转
入进攻。斯大林更喜欢瓦图京的观点，
但在广泛听取了包括朱可夫在内的大
多数将领的意见，并得到德军将实施大
规模进攻的情报后，斯大林转而支持罗
科索夫斯基的作战方案。7月 4日夜里，
罗科索夫斯基给斯大林打电话报告说：
“斯大林同志！德国人开始进攻了！”斯
大林问道：“您高兴什么呢？”罗科索夫
斯基回答说：“从现在起，胜利将属于我
们，斯大林同志！”事实证明，罗科索夫
斯基是对的。

充满争议的普罗霍

罗夫卡坦克大战
库尔斯克战役中比较著名的坦克战

斗便是发生在普罗霍罗夫卡村附近的坦
克大战，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战斗是人类战
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

但关于这场坦克大战的规模至今仍
无定论。苏联历史文献记载，苏德双方分
别投入了 800辆和 700辆坦克，但现代历
史学家则倾向于高估苏军坦克数量，低估

德军坦克数量。研究表明，苏军在这次会
战中的损失要高于德军，德军无疑取得了
战术胜利，但苏军却取得了战略胜利，巩
固了苏军的防线，为整个战役的胜利打下
了基础。

至今，这次坦克大战中苏德双方投入
的坦克数量，各自的损失数量仍处于研究
之中，但普罗霍罗夫卡坦克会战还是公认
的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坦克大战。

苏军“库图佐夫”“鲁

缅采夫”进攻战役
德军的攻势被粉碎后，苏军接连发

动了两次进攻战役并取得胜利，但名气
均小于“堡垒”战役。

7月 12日，苏军西方方面军和布良
斯克方面军在奥廖尔方向转入进攻，3
天后中央方面军也发动进攻，此次战役
代号“库图佐夫”，苏军给德国“中央”集
团军群造成重创，解放了卡拉切夫等数
个城市，并于 8 月 15 日晨进入奥廖尔
市。8 月 3 日，沃罗涅日和草原 2 个方
面军开始发动“鲁缅采夫”进攻战役，5
日即占领了别尔哥罗德市，接着开始解
放左岸乌克兰领土。在为期 20天的战
役中，苏军重创德军并前出至哈尔科
夫。8月 23 日凌晨 2点，草原方面军发
动夜袭，破晓时分即夺回了哈尔科夫的
控制权。

为庆祝“库图佐夫”“鲁缅采夫”两
大进攻战役的胜利，以及奥廖尔和别尔
哥罗德的解放，8月 5日，莫斯科自卫国
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鸣放了礼炮。

无腿飞行员马列谢

耶夫的功勋
鲍里斯·波列沃依的著名小说《真

正的人》，以苏联家喻户晓的军事飞行
员阿列克谢·马列谢耶夫作为主人公原
型。马列谢耶夫截肢后重返蓝天所立
功勋正是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立下的。
他在战役前来到近卫第 63歼击机飞行
团，但不被战友们信任，他们担心他带
着假肢无法胜任战斗任务，团长也不允
许他参加战斗。幸运的是，大队长亚历
山大·奇斯洛夫愿意与他搭档，配合马
列谢耶夫上尉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
当年 7月 20日，马列谢耶夫上尉驾机拯
救了 2位战友的生命，并且击落德军 2架
FW－190 战斗机，因而声名鹊起，被波
列沃依写入书中。马列谢耶夫截肢归
队后，总共击落击伤敌机 11架，其中击
落 4架，击伤 7架，当年 8月 24日荣获“苏
联英雄”光荣称号。

7天时间准备，4000多公里远程奔

袭，从炸药包围圈中救回94名本国人

质，己方阵亡仅1人……近期，大片《火

狐一号出击》把42年前以色列突袭恩

德培机场行动搬上了大银幕。40多年

来，突袭恩德培机场行动之所以被视为

奇袭行动、应急反恐、特种作战等领域

的战例典范，被各国军人剖析了一遍又

一遍，正是因为其始发条件举步维艰、

而行动结果竟如此理想。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色列军队

当年是在极其危急时刻、面临重重困难

的情况下，交出了这完美的答卷。这张

答卷的背后，是危急关头清晰的洞察

力、机智的决断力、坚决的执行力，今天

看来仍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

情报托底撑起奇袭战。情况不明

就无法及时出动，更无法应敌而动。突

袭恩德培机场是一场奇袭战，但奇袭战

的前提首先是情报战。为了保障奇袭

胜利，以色列人围绕地形、敌情等各个

关键作战要素，开展了全方位的情报侦

察工作。不仅走访了参加过乌干达恩

德培机场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详细了

解机场设施、方位和旧候机大楼与跑道

的距离，以及大楼内外设置等情况，为

突击队在陌生、狭窄地域开展营救行动

提供了便利。还动用间谍大量收集恩

德培机场设施的变化情况，甚至派人潜

入恩德培机场实施抵近侦察，摸清了机

场防卫力量、防空设施和活动规律。派

出专人远赴巴黎，从被释放的法国人质

那里了解劫机分子人员构成、围困人质

炸药分布图等重要情况。派出空中和

海上侦察人员，了解乌干达空域和海域

的兵力部署、气象变化、防空预警等情

况。同时，向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

等国情报机关请求帮助，获得了有关劫

机恐怖分子骨干的详细资料。后来公

开的资料显示，以色列人在短短7天之

内，先后动用了技术探测、资料搜集、谍

报侦察等多种情报搜集整合能力，高效

迅速完成了行动准备，不仅完全掌握了

千里之外恐怖分子的人数、体貌特征，

守卫位置、乌干达士兵分布情况，还摸

清了候机大楼的每一个房间、通道、门

窗，以及恐怖分子和人质的具体位置，

把对手的底牌几乎看得一清二楚。这

种翔实准确的情报保障，为突袭行动创

造了弥足珍贵的先决条件。

出其不意成就大反转。孙子兵法

有云，“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制胜

者，谓之神”。以色列人在这次行动中

的最大亮点，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把

“兵不厌诈”的艺术运用得活灵活现，自

始至终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最终实现了

逆境中的出奇制胜。当一开始查清本

国人质被劫往乌干达、短期内鞭长莫及

后，为保证人质安全，以色列一改往日

对恐怖分子的强硬态度，一再释放谈判

信号，连准备交换的在押犯名单都晒了

出来，为的就是争取时间。当突击队已

经出发时，还安排以军前总参谋长巴列

夫给乌干达总统阿明打电话讨论释放

人质问题，既是为了分散对方注意力、

也是为了牵制对方行动。

突袭恩德培机场行动，本身就是一

项不可思议的行动计划，沿途必须穿越

埃及、沙特和苏丹等当时敌视以色列的

国家。一位以军高级参谋事后承认，

“从理论上讲，一支数百人的突击队及

运输机群，要从这么多敌对国家的领空

通过，不被发现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

一”。恐怖分子做梦也不会想到，以色

列人会从遥远的西亚杀到千里之外的

非洲来，然而以色列人恰恰就这么做

了。执行拯救人质任务的军用运输机，

涂的是民航标志，用的是法国航空公司

和东非航空公司的名义，恰恰出现在恐

怖分子和乌干达守军最为疲倦的深夜

时分。为了假冒高官欺骗乌干达守军，

以军还专门带上了1辆乌军常见的奔

驰轿车。事后证实，被骗过的不仅是恐

怖分子和乌干达总统阿明及恩德培机

场守军，连以色列内阁成员也被蒙在了

鼓里。正是靠着这一个个出其不意，以

色列人反客为主，逆转了危机爆发时的

不利局面，一举出击定胜负，实现了困

境中的大反转。

实战实训打出快节奏。突袭恩德

培机场，是一场与时间进行的赛跑，行

动稍有迟钝，就有可能引发恐怖分子

杀害人质的危险，也可能与大量乌干

达军队陷入消耗战之中。可以说，快

速、高效地抢在时间前面，是以色列人

取胜的唯一机会。这唯一的机会，被

精心准备的以色列人抓住了——从第

一架飞机23时01分降落恩德培机场，

到第二天 0时 30分最后一架飞机撤

离，整个行动只用了短短1个半小时；

其中，突击队员10分钟攻占候机大楼，

20分钟解救人质，作战时间甚至精确

到了分秒之间。这一切，与以军在战

前的真打实备是分不开的。从作战计

划看，以方空中飞行计划从飞机准备、

出动架数、起飞顺序、航线选择等都安

排的有条不紊。地面营救计划具体到

突击队的战斗编组、担负任务、营救顺

序、作战地域、指挥控制、人质撤离、情

况处置，每个战斗小组的任务具体明

确，每个突击队员都熟悉恐怖分子的

个人资料，牢记他们的外部特征，以防

止在枪战中误伤人质。从实战训练

看，以方根据恩德培机场的资料，特意

在自己的训练基地建成了“候机大楼”

的实体模型。战前，突击队员按照营

救行动的每个步骤反复模拟演练全套

程序，从登机、离机、换乘到冲击目标

的每个动作都进行了模拟训练。实际

行动中，以军突击队正是沿着从机场

跑道到候机大楼突击点的最短距离，

完成了最快时间的冲锋，有力保证了

这次营救行动的准确、迅速。后来成

为以色列总统的佩雷斯称赞，这次行

动是前所未有的最远距离、前所未有

的最短时间、前所未有的大胆作战。

（作者系辽宁省军区盘锦军分区司令员）

以上两个战例都运用了“假道伐
虢”之计。刘备巧占西蜀，刘璋是
“虞”，张鲁是“虢”，刘备大军攻打张鲁
只是一种假象，占领刘璋的西蜀才是
其真实意图。接到刘璋的“求救”，刘
备名正言顺地进入西蜀，很快控制了
当地局势；苏联突袭捷克斯洛伐克虽
然是非正义的，但苏联先后以军事演
习和飞机发生故障的名义“假道”，最
终一举“伐”捷，堪称现代战争史上假
道伐虢的典型例证。

当然，两个战例又体现了“假道伐
虢”这一谋略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刘备夺西蜀属于“借水行舟”，即借你
的水，行我的舟，借他人的锅，下我的
米。刘备实力有限，通过“借”刘璋地
盘，很快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取得
了西蜀的实际控制权；苏联侵占捷克
斯洛伐克则属于“借机渗透”，即以不
侵犯对方利益为诱饵，趁机在对方领
土上扩展自己势力，以达到控制对方

的目的。苏联打着军事演习的旗号，
顺理成章地将先头部队部署在捷克境
内，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地形、兵力
配属和民情舆论暴露无遗。

纵观古今战例，若要运用好“假道
伐虢”之计，需要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要善于寻找“假道”的借口。
实际中，类似刘璋主动给刘备“借道”的
情况毕竟为少数。通常，还需要施计者
自己主动去“假道”。“假道”，靠花言巧语
是不能骗取成功的，想要将自己的势力
渗透到对方内部也绝非易事，运用武力
可能会遭到“被借者”的反抗，只有空头
许诺，没有实际行动，又很难得到信任。
因此，施计者在开口“借”时必须要有冠
冕堂皇的理由，要让对方相信并乐意借
之，这样就能以极小的代价顺利实现战
略意图。苏联“假道”捷克斯洛伐克，身
披联合军事演习、提升军事能力的伪装，
令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没有防备和拒绝
的理由，不仅乖乖将“道”借出去，还心甘

情愿地为驻其境内的苏联军队服务和
保障，而苏联运输机出现故障需迫降的
借口，又成功蒙骗了布拉格机场人员，使
这一战略要点成为了苏联的囊中之物。

二是善于隐蔽“假道”的真正意
图。“假道”，是为了掩盖军事入侵的一
种具体手段。运用“假道伐虢”之计，
必须保持高度机密，将自己的真实目
的严密地掩盖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让
对方失去警惕之心，在不知不觉中受
到蒙骗，为己方创造可乘之机。信息
化条件下，可见光、红外、微光、热成
像、无线电等侦察设备几乎覆盖战场
的整个空间和各个角落，战场“透明
度”大大提高，军队部署和行动随时处
于监控之中，仅凭单一手段是无法隐
蔽真实企图的。这就要求指挥员在
“假道”时既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
“循规蹈矩”，要敢于打破坛坛罐罐和
条条框框，富于想象和创新地运用多
种方法在“奇”字上做文章，使“假道”

的真正企图隐蔽到最好。
三是要善于掌握“假道”的时机。

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假道伐虢”都是
一种蒙骗利诱、借机攻取的谋略。它既
可以借桥过河，轻易达到自己的目的，
也可以过河拆桥，一举两得。因此，还
需要正确掌握“假道”的时机。时机把
握好了，从“借”的那一刻就可以说是攻
击的开始，待到自己的势力逐渐壮大甚
至已完全渗透，对方再发现也为时已
晚。否则，时机不对，就可能在一开始
“借”的过程中遭到抵制或排斥，“偷鸡
不成蚀把米”。通常而言，“假道”的最
好时机是在对方有外来势力相逼时，可
以利用其侥幸图存的心理，以出兵援助
和不侵犯其利益为诱饵，迅速把力量渗
透进去，甚至可以不经战斗就全面地控
制对方。刘备占西蜀，正是敏锐地捕捉
到刘璋受张鲁威胁、有求于己这一千载
难逢的机会，“挺身而出”，为控制西蜀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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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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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六
计
与
古
今
战
争—

■
陈
柯
宇

张

苗

假道伐虢也称假途伐虢，

语出自《左传·僖公二年》：“晋

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

璧，假道于虞以灭虢。”假道伐

虢的原意是指假借虞国的道路

去攻打虢国，结果把虞国也给

灭了，后泛指以借路为名，行扩

张之实。

三十六计中，此计原文为

“两大之间，敌胁以从，我假以

势。困，有言不信”，即当处于

敌我两大势力之间的一股弱小

势力受到敌人威胁时，我应立

即出兵前往救援，借机将自己

的势力渗透进去,引申到军事

上，是一种假借援助之名来进

行势力扩张的谋略。“假道灭

虢”之计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

的军事斗争艺术，因此受到历

代兵家的广泛重视。此计所蕴

含的主要内涵是，战争指导者

要有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利用敌人贪利、畏怯等弱点，借

攻击第三者为由，顺势渗透自

己的势力，控制对方,一待时机

成熟，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发起攻击，一举消灭或制服对

手，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

三国时，张鲁曾多次挑衅占据西
蜀的益州牧刘璋，刘璋怒而杀其母
及其弟，二人成为仇敌。为抵御张
鲁入侵，刘璋想请同族的刘备穿过
西蜀去前线帮忙。刘备借此堂而皇
之地将自己的势力渗入益州，达到
以较小代价夺占西蜀的目的。后来

因为刘备的内应泄露了机密，刘璋
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刘备早
已派人占领了西蜀各地的交通要
道，并将大队人马驻扎在益州，轻而
易举地围困了成都，刘璋只好出城
请降，刘备兵不血刃的获得了大片
根据地。

1968 年 8 月 20 日深夜，捷克斯洛
伐克布拉格机场值班员接到苏联运
输机呼救，称该机发生机械故障，请
求在机场降落。按国际惯例，遇到飞
机发生机械故障，附近机场应允许它
降落，何况还是苏联“老大哥”的飞机，
值班人员很快应允。然而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这架刚刚降落的苏联运输机
里突然冲出 100 多名荷枪实弹的士

兵，迅速占领了机场的要害部位。随
后，苏联的一个空降师在布拉格机场
着陆。同时，苏联地面部队从北、东、
南三个方向向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推
进，22 个小时之后，整个捷克斯洛伐
克被攻占。

原来，这是苏联蓄谋已久的对捷
克斯洛伐克的突袭。由于捷克斯洛伐
克试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苏联早就决

定用武力解决捷共中央领导层。为了
达成作战目的，三个月前，苏联把东
德、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军队聚集
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西米亚森林
地带，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苏军借机向
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集结兵力和军用物
资，熟悉作战地域，而此次苏军突袭捷
克斯洛伐克的先头部队，就是先前演
习投入使用的部队。

计谋分析

古代战例

困境决胜背后的精心战备
■张庆国

■立 军

库尔斯克战役
不为人知的五件事

库尔斯克战役中被击毁的德军坦克。

苏军反坦克炮炮组。

苏军坦克与步兵配合发起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