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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战略时机。天战取“天时”之
义，阐述如何选择发动战争的战略时
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战争从本原
来讲，是物质的运动在军事领域的特
殊表现，战争指导者要驾驭战争并获
取胜利，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和
指导战争。实践经验表明，在实施战
争的客观条件已具备的前提下，战略
进攻时机选择是否恰当有利，直接关
系战争胜负。必须承认，一个政治昌
明、人心安定、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般是
难以打败的，任何对手都不敢轻易出
手，而一旦国家纲纪松弛，恶人当道，
百姓遭殃，更兼灾害频发，“昏惨惨似
灯将尽”，此时出击往往无有不胜。从
这个角度讲，天战也可理解为一种乘
虚而入的战术。其实，乘虚而入也好，
乘人之危也罢，当敌内部大乱或内忧
外患之时，我们不失时机予以攻击，便
可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这就是
顺应天时。北齐后主高纬执政后期，
昏庸腐败，民怨沸腾。周武帝灭北齐
就如同壮士推倒本已严重倾斜的柱
子，所需力量并不大。

了解人心向背。人心向背是战争
胜败的重要因素。军队作战既依靠纪
律命令，也系于人心。天战列举的种
种出兵良机，都是表象，其背后折射出
的必败缘由，实际上是人心不齐、军心
不整、士气不振。所谓失道者寡助，当
敌方统帅出现兵骄民困，放逐贤人，诛
杀无辜等主观失道行为时，自然会失
去部属和民众的支持。人心不齐，则
战斗力必然下降。“气实则斗，气夺则
走”，在彼衰我盛时适时出击，就能全
面瓦解敌人，达成战略目标。因此，天

战的实质是“待敌自败，而后乘之”。
可见，人心齐整是天战胜利的保证，对
敌方应攻心夺气，从气势上对其进行
全面摧毁。临汾战役中，晋南、晋西南
以及太岳、太行区的民兵和群众踊跃
支前，积极参战，抬担架、送伤员，运输
炸药、粮食和物资，仅门板就筹集了
26万块之多。“得道者多助”，人民群
众的大力支持，是我军取得临汾战役
胜利的重要原因。

注重举一反三。优秀的军事指挥
员，不仅要善于用计，还应善于识计。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天战是一种讲究斗
争时机的谋略，其本身并无对错，关键
是看谁用，用于谁，为什么而用。运用
天战原理，一方面应在对敌斗争中做到

“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及时
准确地发现和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达
成我方目的。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敌人之间
也充满矛盾，甚至他们之间有些矛盾
是尖锐对立的。“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
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
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
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
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
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
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
主要敌人之用。”只要我们善于侦察、分
析、判断，总会发现敌矛盾之“天机”，使
之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为不给敌人
创造“天时”，我们需保持内部团结。“兄
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即便内部有矛
盾，也应暂且搁置，而把攘外作为首要
任务，并保持人心齐、士气盛、战力强的
备战状态，不给敌可乘之机。

百战奇略百战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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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天战篇原文为：
凡欲兴师动众，伐罪吊民，必在
天时，非孤虚向背也。乃君暗政
乱，兵骄民困，放逐贤人，诛杀无
辜，旱蝗冰雹，敌国有此，举兵攻
之，无有不胜。法（《贞观政要?
畋猎第三十八》）曰：“顺天时而
制征讨。”

天战篇认为，大凡要出动军
队，讨伐罪恶的君主，抚慰受难
的民众，必须选在天时条件对我
有利的时机，而不应依靠占卜。
若敌国君主昏庸，政治混乱，军
队骄横，百姓饥困，贤臣遭贬，滥
杀无辜，干旱蝗灾，冰雹水涝等
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我军乘机出
兵进攻，就没有不胜利的。诚如
古代兵法所说：“顺应天时而出
兵攻战，战无不胜。”

隆化元年（公元 576年），北
齐后主高纬提拔重用一批谄媚
之徒，他们拉帮结派，卖官鬻爵，
构陷冤狱，残害人民。许多正直
的亲王大臣，无罪而遭到迫害。
同时国内旱涝蝗灾、土匪强盗频
繁出现。在北齐衰弱之象逐渐
显露之时，北周武帝宇文邕亲率
大军东征，一举灭亡北齐。

1947年 12月，山西运城解
放后，临汾成为国民党军在晋南
的最后一座孤城。当时，临汾守
敌总指挥为阎锡山第 6集团军
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
培璜。为死守临汾，梁培璜发布

“奉命进攻不进者杀；奉命赴援
不进者杀；未奉命令放弃阵地者
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等

“八杀”命令。国民党军还大肆
搜捕城内青壮年，以补充兵员。
为解放临汾，拯救临汾群众于水
火之中，1948年3月至5月，晋冀
鲁豫军区在徐向前指挥下发起
临汾战役，持续 72天，毙、伤、俘
国民党军2.5万余人。此役拔除
了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据点，
使吕梁、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
片，有力支援了西北和中原战场
作战。

率先攻下临汾的晋冀鲁豫军区第率先攻下临汾的晋冀鲁豫军区第88纵队第纵队第2323旅被授予旅被授予““光荣的临汾旅光荣的临汾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与美国在
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进行竞争，
其中也包括同温层跳伞技术的比拼。
1965年，苏联跳伞员柳德米拉?阿尔塔莫
诺娃独自一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进
行同温层跳伞，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
录。今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
俄塔斯社记者采访了这位在俄“技术动
力学”控股公司研究所任职的跳伞女将。

蓝天首跳

阿尔塔莫诺娃出生在苏联远东地区
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个海军少校之家。受
父亲影响，她从小就对军事和冒险充满
兴趣。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实现
首次太空飞行。阿尔塔莫诺娃深受鼓
舞，立志从事跳伞运动，实现征服蓝天的
理想。当时，她与家人住在莫斯科近郊
的波多利斯克，需到很远的图申诺机场
接受跳伞训练。她18岁的整个夏天，都
跟随教练待在航空俱乐部学习技术原
理，练习叠伞。她回忆说，那时自己没有
力气系紧降落伞：“我们都是自己折叠降
落伞。最难的是叠伞时无法系紧伞绳，
总要叫男孩子帮忙。”就在当年，阿尔塔
莫诺娃使用 PD-47降落伞从安-2运输
机上一跃而下，实现了跳伞梦。

1963年，在航空俱乐部练习两年
后，她被选拔到莫斯科市跳伞运动队，
1965年在图申诺机场又认识了来自降
落伞制造研究所的众多降落伞试跳员。
研究所当时成立了一支跳伞员队伍，旨

在创造同温层跳伞世界纪录，为苏联争
光。阿尔塔莫诺娃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
一员。

创造纪录

1965年，研究所组建一支由 9名女
性组成的同温层跳伞队，其中年龄最小
的是斯维特兰娜?萨维茨卡娅，她后来成
为世界第二名女宇航员。同年 9月，研
究所组成男女两个跳伞小组，在萨拉托
夫州恩格斯机场进行同温层跳伞试验，
半个月时间内创造多项世界纪录。

阿尔塔莫诺娃展示了一张9名年轻
女跳伞员的照片，她们站在飞机前，脚穿
软底毛皮鞋，身穿皮夹克和皮裤。其实
当时天气相当暖和，但同温层的温度将
近-60℃，她们不得不穿得如此厚重。
情报显示，美国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同
温层跳伞，因此苏联跳伞员只能在不具
备专门服装的情况下加紧练习跳伞。除
保暖衣物外，她们还配备吸氧装置、保暖
头盔、高度和速度记录仪。备用伞里还
有一把匕首，以备伞绳缠在一起时使
用。她们当时使用的是 T-4训练用可
控伞，没有任何新式降落系统。

靠着这些装备，阿尔塔莫诺娃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夜间独自实施同温层跳伞
的女性。她从飞机上跳下，顺利打开降
落伞，用时近 40分钟下降了 14287米。

“没人知道同温层跳伞怎么跳，会遇到什
么情况。我是第一个进行同温层跳伞
的，但我没有感到恐惧，我只是思考如何

完成任务。最大的危险是进入螺旋状
态，如果下降过程不受控制，可能发生脑
溢血，这是最可怕的。不过一切都非常
顺利，跳伞队里无人受伤。”

阿尔塔莫诺娃后来回忆说：“下面的
恩格斯市一览无遗。缓慢降落过程中，
眼里看到的全是灯火，天空中却星光闪
烁。给人的感觉是这里没有一块空白的
地方，一切都淹没在星海里。”尽管穿得
很厚，阿尔塔莫诺娃还是稍微有点冻伤，

“总体上说，我没有完全冻僵，只是脸部
皮肤被冻伤。因为担心护目镜被汗沾湿
后看不清楚，我没戴护目镜。”

当年，既没有个人导航仪，也没有夜
视仪，因此最可怕的是着陆问题。“我很
担心掉进伏尔加河里，好在一切顺利，降
落在草原上。我解下仪器，发射随身携
带的两发信号弹，以便让搜寻队看到着
陆地点。”因独自完成夜间同温层跳伞，
阿尔塔莫诺娃荣获一枚奖章。此后，她
又与同伴进行了两次同温层跳伞，受到

国家奖励。

老当益壮

阿尔塔莫诺娃共跳伞 978次，使用
过PD-47、D-5和T-4等多种型号的降
落伞。1978年，她荣获“苏联运动健将”
称号。结婚生育后，阿尔塔莫诺娃不再
从事跳伞运动。2014年，阿尔塔莫诺娃
71岁时，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员工
邀请她乘坐安-12运输机兜兜风。起飞
后，大家邀请她复习一下年轻时的跳伞
技能，阿尔塔莫诺娃毫不犹豫地答应，并
在基尔扎奇机场进行了双人跳伞。如
今，阿尔塔莫诺娃在跳伞制造研究所担
任工程师，仍在为俄罗斯民用和军用降
落伞的研制工作作贡献。

向向高空发起挑战高空发起挑战
世界同温层跳伞第一人

■李子实

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应对敌军的虚
假宣传，借助舆论力量削弱敌军战斗力，
志愿军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国际宣传。这
是志愿军对敌政治攻势的重要方式。志
愿军的国际宣传形式多样，有力回击了
敌军的虚假宣传，为志愿军赢得国际舆
论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及时澄清事实，驳斥错误言论。美
军组建专业“舆论战”部队，对志愿军进
行“舆论战”。朝鲜战场上，美军曾有计
划地在“联合国军”内部和向世界范围散
布谣言，欺骗国际民众，企图丑化志愿军
形象，如宣传志愿军虐待、杀害俘虏等。
1951年 11月，美军制造“汉莱事件”，污
蔑我虐杀战俘。对此，志愿军组织俘虏
撰写家信，在电台录音广播，以支持中朝
司令部发言人驳斥美方诽谤的声明。
1953年，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提出所谓

“梅奥报告”，再次污蔑志愿军在朝鲜杀
害美国战俘。志愿军对此高度重视，通
过让敌军俘虏向他们的家人寄送信件、
照片，出版外语小册子、画刊，向世界进
行广播，邀请国际人士参观战俘营等方
式，向国际民众展示被俘敌军的真实情
况。一些英国读者读了小册子，听了广
播后反映，“你们对待战俘既人道又仁

慈”。一些美国人看了被俘美军士兵的
照片和信件后表示，“这个政策正像母亲
的心一样”。

可以说，志愿军的国际宣传，及时有
效地向国际社会澄清了事实，驳斥了美
军的恶意抹黑。

揭露敌军暴行，抢占道义高地。正
义的战争和维护人民利益的行动往往
能得到舆论支持。从战争性质来看，美
军发动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志愿军抗美
援朝以保家卫国为目的，是正义的战
争。对此，志愿军向国际社会展开大力
宣传。志愿军总部指出，要有计划地揭
露敌军暴行，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国
的真实面目。志愿军针对美军在朝鲜
进行细菌战、扣留战俘、强迫志愿军被
俘人员当特务、在巨济岛屠杀战俘等罪
行进行详细调查，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
论证，确保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科学
性。这些材料在国际公开后，为扩大反
对美国侵略朝鲜的世界舆论发挥了积
极作用。这些材料让世界人民看到了
美国的真实面目，对美军形成强大舆论
压力，为志愿军把握舆论主动奠定了良
好基础。

借助意见领袖，引导国际舆论。一

些较有影响力的和平民主人士是“意见
领袖”，他们可以通过自身言论和行动，
影响国际舆论。

为更好开展国际宣传，志愿军邀请
数位国际和平民主人士到朝鲜战场参
观，特别是邀请他们到战俘营参观，展
示志愿军优待俘虏的真实场景。1951
年，一名布拉格记者访问战俘营，回国
后即著书介绍志愿军优待俘虏的相关
情况。1951年至1952年，国际民主法律
工作者协会、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
法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和英国妇女
领袖费尔顿夫人等国际知名和平人士
相继到战俘营参观访问，回国后进行大
量宣传。特别是费尔顿夫人返英后，写
文章、著小册子、作报告，在英国广泛传
播她在战俘营的见闻。由于她所讲述
的都是亲身经历，她的作品得到英国民
众广泛欢迎，对宣传志愿军的宽俘政策
发挥了重要作用。

掌握宣传艺术，提高宣传效果。志
愿军的国际宣传，不是单纯完成任务式
的宣传，还十分注重宣传艺术，突出表现
在3个方面。一是注重把握时机。如联
合国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志愿军曾将战
俘要求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以使他们回

家过和平生活的呼吁书（包括写给联合
国大会主席、苏联代表团、美国代表团的
呼吁书）送苏联代表团备用。1952年板
门店谈判受到美方阻挠时，恰逢英国国
防大臣亚历山大来朝，志愿军借此机会
发表英国俘虏致亚历山大的呼吁书。
1953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伦敦召
开妇女大会，英国俘虏再次联名致电，对
大会表示支持，并呼吁英国妇女积极争
取朝鲜停战，以使她们的亲人早日回
家。二是注重提高宣传品质量。志愿军
连续出版《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战俘》纪念
册和《联合国军战俘在朝鲜》画册，其中
图片占很大比例，并力求印刷美观。三
是注重契合外国民众的接受习惯。在强
调图片重要性的同时，志愿军还注重使
用外国民众爱听、听得懂的语言。如在
志愿军出版的两本画册中，没有强硬的
政治口号，也没有“美帝国主义”和“战争
贩子”等字眼，只有俘虏们用自己的语言
和照片表达出来的真实生活，受到读者
普遍欢迎。

让世界看到与听到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国际宣传

■张 磊 程宇一

志愿军翻译给战俘们读信志愿军翻译给战俘们读信志愿军教员在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志愿军教员在进行反战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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