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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在波兰港口城市斯维诺
乌伊希切附近，波兰海军试图拆除 1枚
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未爆弹时发生爆
炸，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爆
炸的是 1枚英制“高脚杯”炸弹，长 6米、
重 5.4吨，其中填充有 2.4吨炸药，为
1945年英国空军轰炸机袭击纳粹德军
军舰时投放。“高脚杯”炸弹威力巨大，
因炸沉纳粹德国海军“提尔皮茨”号战
列舰而闻名于世。

这枚时隔 75年后才爆炸的炸弹就
是典型的未爆弹。未爆弹，指在武装冲
突结束后仍遗留在某一地区的爆炸性
弹药，包括子弹、手榴弹、炮弹、炸弹和
导弹等。未爆弹或因故障未正常爆炸，
或是交战方撤离时遗留在当地。这些
未爆弹在战时不能发挥作用，战后和平
时期，又因状态极不稳定，随时可能爆
炸，极易造成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

2012年 3月 19日，1枚二战遗留未
爆弹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爆炸，致
3名工人死亡。

2018年 7月，1名 24岁的美国女游
客使奥地利维也纳机场一度陷入恐
慌。原因是她竟随身携带1枚二战时期
的 75毫米口径炮弹。维也纳机场海关
和安保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请来

拆弹专家处理这枚未爆弹。该事件导
致维也纳机场抵达与行李大厅中断运
营15分钟。

2016年12月，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
堡市中心挖出一枚重达 1.8吨的二战遗
留炸弹。为配合拆弹工作，当地5.4万名
居民不得不在圣诞节当天进行疏散，这
也是二战结束后德国最大规模的一次
疏散行动。

2019年 6月 23日凌晨 4时左右，德
国林堡阿尔巴赫地区正熟睡的居民们
被一声巨响惊醒。随后，人们在附近玉
米地里发现一个大坑。当地警方实地
调查发现，该坑直径约 10米，深约 4米，
由 1枚埋在玉米地下的二战遗留 250公
斤未爆弹爆炸造成。

除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
处理未爆弹也是一项成本高昂、耗时
良久的工作。越南战争时期，美国为切
断老挝境内的北越后勤补给线，对其进
行大规模轰炸。据统计，1964年至1973
年，美军战机向老挝投下 200多万吨炸
弹，其中 30%（约 7800万枚）属于未爆
弹。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这些未
爆弹一直威胁着老挝人民的生命安
全，严重影响老挝的国家建设和经济
发展。

据老挝政府部门统计，从1975年至
2008年，超过 5万名老挝民众被这些未
爆弹夺去生命。在国际排弹组织的帮
助和教育下，老挝民众尽管已提高了对
未爆弹的防范意识，每年被未爆弹炸死
身亡的平均人数，已从战争刚结束时的
上千人，减少到 2014年的 48人，但这些
未爆弹仍是巨大隐患。据称，若要清除
老挝境内的全部未爆弹，需花费50年至
100年时间，甚至更久。

战争中，未爆弹也是令人头痛的
问题，甚至会左右战局走向。马岛战
争中，阿根廷空军飞行员表现英勇。
他们常常冒着英军防空火力，突入到
距离英军军舰很近的位置投下炸弹。
然而，由于炸弹引信设计问题，无法在
过低高度上正常工作并引爆装药，导
致阿空军战机投下的炸弹中有 13枚没
有 爆 炸 ，未 对 英 军 舰 队 构 成 有 效 打
击。马岛战争结束后，英国退役空军
元帅克雷格勋爵表示，那 13枚未爆弹
中只要有几枚爆炸，我们就会输掉这
场战争。

令人头痛的未爆弹
■罗 健

被俘犹如度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
的菲力克斯?冯?卢克纳尔少校指挥 1
艘1888年建造的帆船“海鹰”号，数次
俘获、袭击协约国集团的商船。

卢克纳尔少校信奉骑士精神，在
击沉俘获的协约国商船前，会先将其
船员甚至捕鼠的猫转移到“海鹰”号
上。这些商船船员在“海鹰”号上的俘
虏生活犹如度假。如果没有战斗，所
有俘虏都可在甲板上散步。由于能从
新俘获的商船上获得补给品，俘虏们
能喝到各种好酒，吃到各式美食。有
俘虏称，“海鹰”号上的伙食和住宿条
件要好于其被俘前。

尽管卢克纳尔少校优待俘虏，“海
鹰”号的整个战斗生涯只造成敌方 1
人死亡，但其对英国海上运输的破坏
令英国海军难以容忍，数次组织兵力
进行围剿。“海鹰”号最终被海底地震
引发的海啸击断龙骨，因无法使用而
被焚毁。当时，“海鹰”号停泊在一处
环礁的礁湖中，船员和俘虏们正忙着
准备一场聚餐。

双体安-225方案

上世纪 80年代，苏联研制了“暴
风雪”号航天飞机及配套的“能源”号
火箭。“能源”号火箭可分段回收，但成
本过高。为此，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
提出新型航天飞机的概念。这种新型
航天飞机无外部助推火箭，以自身动
力从空中发射。空中发射方式能够避
开恶劣天气，可灵活选择发射点和倾
角。不过，新型航天飞机体积重量巨
大，为运输“暴风雪”号而研制的安-
225运输机也无法运输。安-225最大
起飞重量超 600吨，安装有 6台 D-18
大涵道涡轮风扇发动机，目前仍是长
程飞行载重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为能运输并空中发射新型航天飞
机，图波列夫设计局提出分别拆除两
架安-225的左侧和右侧机翼，以空气
动力学桥接结构将两架飞机连接在一
起，桥接结构下挂载新型航天飞机。
这样一架双体安-225，翼展达153米，
全长达 83米，起飞重量达 1650吨，安
装有 24台 D-18发动机。如果需要，
还可以增加到40台。不过，这一概念
最终只停留在纸面上。

（朱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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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历史微历史
周密严谨筹划。“胜兵先胜而后

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孟达反复
无常、优柔寡断，准备不足就仓促举
事。相比之下，司马懿准确判断敌弱
点和战场态势，当机立断迅速出兵。
可以说，上庸攻防战在司马懿出兵那
一刻，胜负已分。

济南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和华
野首长在认真分析敌情、我情和战场
环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战役发展的
各种可能，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计
划。预想战役可能有 3种发展：一是
在援敌距离尚远时攻克济南，二是在
援敌接近时攻克济南，三是在援敌接
近时尚未攻克济南。作战中，首先应
争取实现第一种情况，其次争取第二
种。若出现最不利的第三种情况，应
立即改变计划，由攻城为主，变打援
为主，击败援敌后再行攻城。为此，
华野将作战部队分为攻城集团和打
援集团，且两个集团都有强大预备
队。战役中，无论攻城还是打援，我
军都能应付自如。国民党军陷于守
城守不住，增援怕被歼的被动境地。
针对济南守敌兵力较多，工事坚固的
特点，战前华野进行以政治思想教
育、战前侦察和临战训练为内容的作
战准备。经充分准备，部队斗志昂
扬、求战心切，对守敌情况掌握较全
面。临战训练周密细致针对性强，攻
城战术动作和步、炮协同等问题研究
得详细具体。在战役筹划准备阶段，
我军立足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况，科学
严谨、缜密细致地预见各种不利因
素，保障战役最终取得胜利。

协同连续突击。上庸城三面临
水、地势险要，孟达又在城外构筑木栅
加强防御。司马懿率部急行军赶到上
庸城下时，虽人困马乏，仍迅速发起攻

击，终令城内守军崩溃。
济南战役中，我攻击部队密切协

同、主动配合，不仅减少伤亡，也大大
加快战役进程。战役打响后，蒋介石
原计划将整编第 74师全部空运至济
南。判明敌企图后，我军立即周密组
织协同，向西郊机场方向猛攻，并集中
两个纵队的炮兵猛轰机场。运载整编
第 74师的敌运输机在济南上空盘旋
多时、无法降落，只得调头飞回。

攻城中，我东、西两个突击集团同
时展开有重点的多路攻击和连续突
击，向敌纵深猛攻，使其无法判明我主
攻方向，来不及调整部署，不得不放弃
外围阵地。我攻击部队直逼外城，在
内外城间与敌进行激烈巷战，奋战 6
昼夜，逼近内城。敌倚仗城高池深、火
力密集，负隅顽抗，并估计我军至少需
经几天休整准备才能继续攻击。不
料，华野采取“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
办法，及时调整战斗编组，保持攻击锐
势，当晚即对内城发起猛攻。经两天
激战，攻克济南、全歼守敌。

灵活进退攻守。军事对抗充满辩
证法，以迂为直、以退为进、欲快先慢、
欲取先予……比比皆是。在迷雾重重
的战场上，指挥员需有高度机敏和睿
智，不断审时度势，综合各方面情况
灵活运用进退攻守，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解放战争时期，张灵甫的整编第
74师恃勇突出，结果在孟良崮全军覆
没。朝鲜战场上，麦克阿瑟轻敌冒
进，第一、二次战役美军被打得丢盔弃
甲、抱头鼠窜。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时
间价值空前提高，但必要的“战术停
顿”似慢实稳，仍有必要。看不到潜在
风险和威胁，忽视攻防节奏控制而一
味求快，极有可能欲速不达甚至适得
其反。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原 典

计谋分析

战 例

凡攻城围邑，若敌粮多人
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则胜。
法（《孙子兵法? 作战篇》）曰：

“兵贵拙速。”
速战篇认为，凡围攻城池，

若敌粮多兵少又有外援，须采取
快速进攻的战法，在敌援军赶到
前攻克城池才能取胜。正如古
代兵法所说，出兵作战贵在速战
速胜。

《百战奇略》速战篇所附战
例为，三国时期，蜀国将领孟达
先叛蜀降魏，后叛魏降蜀，魏将
司马懿筹划发兵征讨孟达。司
马懿的部将认为，应看清事态发
展再行动。司马懿认为，孟达为
人无信义，现在正是其与蜀国相
互猜疑的时候，应迅速出兵讨
伐。孟达原以为魏国作出出兵
讨伐的决定至少需一个月时间，
足够加强其据守的上庸城（今湖
北省竹山县西南）城防。不料，
司马懿率部急行军，几日便抵达
上庸城下，并发起攻城。蜀军救
援不及，孟达被部将杀死，上庸
城破。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包围
山东省省会济南。济南是连接
华东、华北的战略要地，蒋介石
严令王耀武固守，并调集援军，
准备待华东野战军（下称华野）
攻坚遭消耗后，里应外合与我决
战。中央军委确定“攻济打援”
作战方针，令华野以攻克济南为
主要目标，并准备阻击、歼灭援
敌。9月 16日晚，华野对济南发
起全线进攻，鏖战 6昼夜，肃清
外围守敌，迫近城垣。王耀武原
以 为 我 军 需 数 日 调 整 才 能 攻
城。不料，我军 22日黄昏即东
西对进，合击济南城。24日黄
昏，全歼城内守敌。我军攻城速
度出乎敌预料，援敌第 7、第 13
兵团24日尚在集结，第2兵团走
到半路，得知济南守军已被全
歼，即仓皇回撤。

济南解放阁济南解放阁，，阁址为阁址为19481948年济南战役中的我军攻城突破口年济南战役中的我军攻城突破口

志愿军某部举行抗美援朝动员大会志愿军某部举行抗美援朝动员大会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
过鸭绿江，同拥有一流军事装备，掌握制
空权、制海权的强大“联合国军”展开较
量，打响了气壮山河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中，志愿军
政治工作展现出巨大威力，成为我军克
敌制胜、以劣胜优的法宝。

凝聚人心的思想动员。入朝作战之
初，面对凶残的敌人和装备保障的巨大
差距，志愿军领导机关和各级政治工作
者，紧紧抓住新中国刚刚诞生的安全需
要和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正义诉求，在广
大指战员中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仇视、
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三视教育，重点
揭露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威胁中国
安全的图谋，回顾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
的艰难历程和光辉战绩，介绍我军夺取
胜利的有利因素和各种困难。此后，我
军针对历次战役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
题，展开连续作战、持久作战等动员教
育。这些情、义、理交融的思想教育，鼓
舞了全体指战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斗志，帮助指战员树立敢打必胜的信
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决心。

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激励志愿军
迸发出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自第一次
战役起，志愿军就展现出一往无前的勇
气。云山阻击战中，面对工事被毁、伤亡
过半、弹药打光的绝境，第 40军 120师 1
营360团3连1排3班长石宝山毅然抱起
仅剩的两根爆破筒，冲出战壕扑向敌群，
与敌人同归于尽，成为朝鲜战场上第一
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这种不畏难、不
畏苦、不畏死的战斗血性，“一人一枪也
要战斗到底”的战斗意志，在抗美援朝历
次战役中一再出现、不胜枚举。在多个
敌我胶着、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我军大
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主动牺牲精
神，往往成为压倒敌人意志的最后一
击。彭德怀 1951年时曾指出：“我们的
铁弹少，但完蛋的是美国人。因为我们

有着比铁弹更有效的武器，这武器就是
全体指战员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勇敢
精神!”

即使是敌人也叹服于我军的勇敢、
坚韧和顽强。战争期间和战后编写的美
国陆军官方战史都认为，志愿军“有着高
度的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精神”“智勇
双全”。据守砥平里的美陆军第23团团
长弗里曼承认，“中国军队在装备优越的
美军面前，毫不退却、十分顽强。虽然没
有空军和炮兵配合，他们仍像雄狮一样
猛扑，在这可怕的土地上，我军显得十分
胆怯和渺小”。

广泛发扬的军事民主。抗美援朝战
争是一场复杂艰巨的现代化战争。面对
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志愿军在作战与训练
中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积极采取讲评、座
谈、典型报告等形式，组织部队及时总结、
交流战斗经验，最大限度激发全体指战员
的战斗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在阵地战初
期，为避免敌炮火杀伤，战士们在前沿阵

地上构筑大小不同的防炮洞，后来将防炮
洞挖深打通，构筑成马蹄形的小规模坑
道。这一创造很快得到志愿军领导机关
的肯定，并在部队中宣传推广。在以后的
战斗中，经指战员不断改进和再创造，形
成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为
上甘岭等战役的胜利创造巨大优势。

此外，向敌人“挤阵地”、“冷枪冷炮”
运动等，都是战场上我军指战员的创造，
是贯彻群众路线组织开展军事民主的成
果，在今天依然是需要坚持和发扬的优
良传统。

前所未有的立功运动。为人民而
战、为胜利而战的荣誉感，历来是人民军
队的价值导向之一。朝鲜战场上，志愿

军在广大指战员爱国主义觉悟不断高涨
的基础上，掀起轰轰烈烈的立功运动。这
场高扬英雄主义、杀敌立功的群众运动，
与各部队担负的作战使命、各阶段的任务
重点、不同战术手段等密切结合在一起。
比如，入朝初期，敌飞机狂轰滥炸，对我军
活动影响很大。我军提出“打落打伤敌机
立功”的口号，大大激励部队士气，涌现出
用轻武器击落敌机的精彩战例。运动战
阶段，要求广大指战员敢于实施突破穿
插、迁回包围，敢于孤胆作战、白天作战，
敢于在敌空军和炮兵轰击中坚守阵地、歼
灭敌人。我军提出“穿插立功”“孤胆作战
立功”等口号，涌现出穿插到敌纵深的冷
树国、刘光子，坚守阵地的杨根思、郑起以
及千百个这样的英雄人物。阵地战时期，
根据“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提出

“坚守阵地立功”“狙击杀敌立功”“筑城找
窍门立功”的口号，涌现坚守阵地的胡修
道、狙击之王张桃芳、冷炮狙敌的唐洪章
等英雄人物，等等。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立功运动，在广
度和深度上都超过我军以往的立功运
动，有效激发指战员的战斗热情，成为确
保打好仗、打胜仗的强有力精神武器。
在各个战役阶段，志愿军广泛深入开展

“学英雄、立战功、保和平、卫祖国”的宣
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特级战斗英雄杨
根思、黄继光，一级战斗英雄伍光华、孙
占元、邱少云、杨连第等烈士的英勇事
迹。至停战时，志愿军涌现出 30.2万名
功臣，494人荣获英雄、模范等光荣称
号，近6000个单位荣立集体功。朝鲜政
府先后 5次授予志愿军指战员勋章、奖
章，总数达526354枚。

克敌制胜、以劣胜优的法宝

威力巨大的志愿军政治工作
■张 浩

英军英军““大刀大刀””号护卫舰的直升机起降甲板被阿根廷空军未爆弹砸出大坑号护卫舰的直升机起降甲板被阿根廷空军未爆弹砸出大坑

正在处理二战英军未爆弹的德国拆弹专家正在处理二战英军未爆弹的德国拆弹专家

老挝民众用未爆弹中的金属制作汤匙老挝民众用未爆弹中的金属制作汤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