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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重振陆军牺牲海军

报道称，尽管英国“脱欧”
落地，但保卫欧洲大陆安全仍是
英国武装力量的战略考量之一，

“最佳方式是向欧洲大陆部署更
多地面部队”，但难度极大——
英军大部分装甲车和坦克状况不
佳，亟待更换新型号，这需要花
费大量资金。除缺少装备外，英
国 陆 军 还 面 临 严 峻 的 “ 兵 源
荒”，大量征召士兵前往欧洲大
陆部署并不切合实际。

报告认为，未来英国武装
力 量 应 以 大 力 发 展 行 动 更 灵
活、具备远征及全球行动能力
的海上作战力量为主，“二战的
历史经验证明，海军是保证英
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而且
可在中东、亚太等地区部署”。
对英国这样的岛国来说，一支
强大的海军既可以保卫其“海
上生命线”，又能向外拓展本国
影响力，因此，绝不能“为重
振陆军而牺牲海军”。

不为新武器放弃航母

在谈到如何大幅升级皇军海
军的技术和装备以保证本国安全

并强化北约实力的问题时，报告
认为，不应盲目追求新式武器和
战争模式，进而忽略包括航母在
内的常规力量发展。

报道称，很多人建议集中力
量发展无人系统、高超音速武
器、定向能武器、AI 技术和网
络技术，减少甚至不再向常规力
量建设投入资源，其出发点是好
的，但不符合英国的现实情况，

“无论未来战争或冲突什么样，
都需要一支可靠的舰队将人员和
物资运送过海，保有一支强大的
常规舰队是必须的”。

具体而言，这支舰队应以航
母为核心。从功能上说，航母可
以为无人机、有人机提供放飞平
台，并可大量容纳新型传感器和
未来武器，从而扩展护卫舰、潜
艇等军舰的探测和作战范围。此
外，航母编队可一次性在海上活
动数月，活动范围覆盖全球 2/3
的区域，能够为作战中的英国武
装力量提供可靠、持续的支持。
从投入上说，已基本完成建造的
航母不应被放弃，“我们已为建
造航母和采购战机投入巨额资
金，放弃它就相当于数十亿英镑
的浪费，不如设法更好对其加以
使用”。

不为缺人削减战舰数量

自 2015 年以来，皇家海军
因无法招募到足够人员，导致至
少两艘作战舰艇只能停泊在港口
等待锈蚀，因此有人建议，如果
皇家海军仍无法为其 19艘作战
舰艇招募到足够的操作人员，就
应该削减其中的2至3艘23型护
卫舰。

据称，皇家海军作战舰艇的
数 量 自 1980 年 以 来 持 续 下 降
——1980 年 50 艘 ， 1998 年 32
艘，2010年跌落至 19艘，这导
致皇家海军威慑力大幅下降，

“可是如果就此将一些战舰踢出
编制序列，那么，就连纸面上的
威慑力也不存在了”。

报告认为，削减作战舰艇数
量的做法并不明智，甚至是在冒
险，“要知道，低等级的沿海巡
逻舰艇只能应对近海威胁，无法
替 代 护 卫 舰 执 行 远 海 作 战 任
务”，同时，不削减作战舰艇并
不意味着要加快新舰艇的建造速
度，在当前安全环境下，皇家海
军应对现有装备进行最大化利
用，挖掘它们的作战潜力，不能
将希望寄托在舰艇的更新换代
上。 据《中国国防报》

“脱欧”后，英国海军确立新目标
据“保卫皇家海军”网

站日前报道，英国首相约翰
逊曾承诺展开“自冷战结束
以来最大规模的防务、安全
和外交政策审查”，即“战
略防御与安全审查2020”并
发布报告。英国武装力量的
未来发展方向是该审查的重
要内容之一。日前发布的报
告认为，皇家海军将成为英
国武装力量未来的重点发展
对象。

近日，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国
际射击、狩猎和户外用品展览会
上，一家美国公司展示的新枪受
到了人们的热捧——格洛克手枪
智能套筒。这款智能套筒之所以
走红，是因为它解决了枪械界的
一个“百年难题”。

即使再优秀的射手，枪里没
有子弹，或是子弹没上膛都毫无
用武之地。试想，在神经极度紧
张的战场中，你能否确定膛内有
无子弹？能否准确计算打出去多
少发？该不该更换弹匣？格洛克
手枪智能套筒，解决的就是这个

“看见”子弹的难题！
秘密就在智能套筒后方那块

小小的液晶显示屏上。有了它，
格洛克手枪升级出三大功能，让

射手专注于瞄准和扣扳机的同
时，也能兼顾弹药余量，获得与
电子游戏类似的射击体验——

一是作为计数器，可以显示
弹匣内剩余弹药数；二是显示当
前枪膛里的子弹是否处于上膛状
态，可以避免“以为没有上膛而
实际上膛了”的走火伤亡，也可
以避免因重复上膛而损失子弹的
尴尬；三是显示弹匣的装载情
况，若弹匣未装载，显示屏将以
醒目的红色状态提示射手。

此外，该智能套筒还具备一
个特殊的功能：准确记录手枪射
弹数量及每发子弹射击的地点。
这一技术可与诸如手机、电脑、
平板等常见的移动终端配对，对
枪械每次击发实现远程追溯，增
强其可控性和安全性。

“看见”你的子弹，无异于
在 轻 武 器 领 域 掀 起 一 场 “ 革
命”。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或许
别人正在努力解决它；现在认为
不可能的，也许明天就会有答
案。 据《解放军报》

“看见”你的子弹
战国时期的魏国军队，为区

分每名士兵在战阵中的位置，采
用佩章制度。

魏左军用苍（青色）旗，士
兵戴苍羽，右军用白旗，士兵戴
白羽，中军用黄旗，士兵戴黄
羽，以此区分左中右三军。

在左中右三军战阵中的前5
行中，每行士兵分别在头上佩戴
苍、赤、黄、白、黑5种颜色的
徽章。在他们之后的士兵，也以
每5行为单位，按照前5行的顺
序佩戴不同颜色的徽章，只是分
别佩戴在颈部、胸前、腹部和腰
部。这样通过士兵佩戴徽章的颜
色和位置，就可以确定他在战阵
中的位置。

魏军中的步兵分为武卒、奋
击和苍头3种。武卒是装备有重
甲的精锐步兵，多在战斗中承担
突击任务。奋击持长戟，在武卒
打开突破口后，他们是冲击敌阵
的主要力量。苍头没有头盔，以
青巾裹头，主要承担后卫、迂回
和配合武卒、奋击对敌进行追击
等任务。 据《中国国防报》

魏军佩章制度

【原文】 不敌其力，而
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

【释义】釜底抽薪。釜：
古代的一种锅。薪：柴火。
用在锅底下抽去柴火的办
法，来止住锅内的沸水。比
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指
暗中进行破坏。在军事上一
般指不靠同敌人直接交战，
而是切断敌人的供给来源，
破坏敌人所依靠的有利条
件，或瓦解敌人士气的办法
来战胜敌人。

【故事】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

河北袁绍乘势崛起。公元
199年，袁绍率领十万大军
攻打许昌。当时，曹操据守
官渡 （今河南中牟县北），
兵力只有三万多人。两军隔
河对峙。袁绍仗着人马众
多，派兵攻打白马。曹操表
面上放弃白马，命令主力开
向延津渡口，摆开渡河架
势。袁绍怕后方受敌，迅速
率主力西进，阻挡曹军渡
河。谁知曹操虚晃一枪之

后，突派精锐回袭白马，斩
杀颜良，初战告捷。

由于两军相持了很长时
间，双方粮草供给成了关
键。袁绍从河北调集了一万
多车粮草，屯集在大本营以
北四十里的乌巢。曹操探知
乌巢并无重兵防守，决定偷
袭乌巢，断其供应。他亲自
率五千精兵打着袁绍的旗
号，衔枚急起，夜袭乌巢。
乌巢袁军还没有弄清真相，
曹军已经包围了粮仓。一把
大火点燃，顿时浓烟四起。
曹军乘势消灭了守粮袁军。
袁军的一万车粮草，顿时化
为灰烬。

火烧乌巢，决定了官渡
之战的胜负，至此袁绍败局
已定。曹操乘势出击，歼灭
袁军七八万人，缴获大批珍
宝、图书、辎重等物，袁绍
只带八百余名亲兵逃过了黄
河。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
强，一举消灭了袁绍的主
力，为他统一北方奠定了基
础。 晚综

釜底抽薪

无线电技术出现后，因
传递信息便捷，很快被应用
于战争中，无线电侦察与反
侦察也成为战争的重要斗争
形式之一。在人民军队的历
史上，1931年1月，我军在
江西宁都小布镇建立第一个
无线电侦听台，开始截获分
析国民党军电报，1932 年
又成立无线电侦察部门。

1932年8月，我军攻占
江西宜黄县后，缴获敌 1份
30 多个字的电文，我军破
译人员借此还原敌密码本，
并以该密码本为基础，逐步
摸索出敌密码编制规律。到
1934年7月，我军已基本具
备破译敌各类密电的能力。

破译密码的难点在发现
重复出现的电码。国民党军
的密码，只是在中文电报明
码基础上稍作改变编制而
成，即按照一定规律，将明
码中的数字对应转化为其他
数字，仍像明码一样以 4个
数字 1组对应 1个汉字，属
于密码学中最简单的单表代
替式密码。

我军当时使用被称为
“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

码，实现“同字不同码、同
码不同字”。蒋介石在密码
被屡屡破译后，曾命令密码
专家破译我军密电，折腾两
个多月，还是无果而终。

长征途中，为保证侦察
效率，我军无线电侦察部门
采用梯队式工作机制，一队
行军，另一队原地架起电
台，不间断破译密电及时掌
握敌行踪。

据史料记载，我军无线
电侦察部门在万里长征中，
共破译国民党军密码 180余
种、破译口令 860多种。敌
知道我军在侦收破译他们的
密电，多次更换密码，仍屡
遭破译。

1935 年 二 渡 赤 水 时 ，
我军及时破译敌密电，获知
敌在娄山关附近兵力稀少，
由此决定先克娄山关、再占
遵义城，一举消灭贵州军阀
王家烈 6个主力团。在追击
战中，我军又破译密电，获
知国民党中央军军长吴奇伟
的指挥部设在遵义以东且兵
力空虚，我军果断出击，大
败吴奇伟，俘虏1800多人。

正因我军在这种无形较
量上技高一筹，屡次保障我
军摆脱敌追击拦截，取得万
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毛泽东
同志曾经夸赞，无线电侦察
部门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
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
长征的”。据《中国国防报》

“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
红军时期的无线电技术斗争

我军第一部电台我军第一部电台

英国皇家海军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号航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