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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防部官网发布消息称，中国
成功实施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消
息一出立即引发全网关注。

什么是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难度
有多大？又有何重要意义呢？

“陆基”是什么

导弹拦截系统按其发射的载体不同可
以分为陆基、海基和空基。

陆基反导拦截，也就是以陆地导弹基
地为发射平台的反导系统。海基拦截系
统，主要部署于舰艇上，可以很方便地进

行全球范围内的快速部署，在拦截潜射导
弹时可做出快速反应。空基拦截系统是装
备在战斗机上的拦截系统。

“中段”是哪段

弹道导弹的飞行分三个阶段，即“上
升段”“中段”“末段”。

当导弹从发射架发射到飞出大气层之
前，这一阶段叫上升段。导弹飞行飞出大
气层，在大气层外飞向目标，这一阶段是
中段。重返大气层后，导弹到达目标区域
上方继而命中目标，这一阶段被称为重返
大气层阶段，或者叫末段。

导弹的三种飞行阶段，分别对应三
种拦截方式：“助推段”防御系统、“中
段”防御系统、“末段”防御系统。反导
拦截技术有个形象的比喻叫“子弹打子
弹”。

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是从陆地发
射平台对敌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跟踪，
然后发射拦截器，在敌方弹道导弹处于中
段飞行阶段时将其拦截。

为什么选在中段拦截

在中段时，由于导弹已经飞出大气
层，这时进行拦截，就能大大降低导弹带
来的杀伤性。

虽然在中段时，导弹自身会进行分
离，分离出去的部分会以“假目标”的形
式干扰拦截。但是相比其他两种拦截技
术，中段拦截导弹的飞行较稳定，有一段
的速度较低，拦截起来更适合也更具可行
性。

上升段拦截的难度在于反应时间太
短，当发现后再去拦截，导弹早已飞到了
中段。而在末段，导弹飞行速度快，一旦
反应不及时或者没有瞄准，导弹直接到达

目标，后果则难以想象。

技术难度有多大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和日本
进行过类似中段反导拦截试验。那么，陆
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的难度有多大？来听
听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的分析。

曹卫东表示，中段拦截主要是指在
大气层以外飞行的这一段。由于这一段
速度非常快，而拦截弹要进行动能的撞
击——发射的拦截弹要和对方发射的洲
际弹道导弹的弹头对撞在一起，所以难
度非常大。

而且这种拦截方式首先要识别，既要

有雷达来识别发射来袭的弹头，还要判断
它的轨迹、速度，然后进行跟踪，之后再
发射，难度非常大。

有何重要意义

军事专家邵永灵表示，陆基中段反导
技术属于技术储备战略性投资。现在大家
都在强调攻防兼备，然而核力量的发展是
非常有限的，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核力量规
模之下，要发展适度的防御能力。因为我
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所以必须要保证自
己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它更多的是基于一
种防御的考虑。

综合央视新闻、央视军事

陆基中段反导是什么

陆基中段反导拦截系统。

美国海军现役最重要的整合式水面舰
艇作战系统——宙斯盾舰。

中国地面上的防御系统装备。

中国古代是怎样打仗的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饥饿可
能影响人们的判断力，令他们更
易从当前角度作决定而不是放眼
长远。

敦提大学研究人员召集50
人参与实验，一部分人实验时已
经吃过饭，另一部分人饿着肚
子。研究人员让他们选择是立即
得到一个巧克力棒或稍后得到两
个巧克力棒。结果，饿肚子的研
究对象倾向于选择前者。即使愿
意等待以便得到双份巧克力棒，
刚吃过饭的研究对象平均愿意等
待35天，而10个小时没吃饭的

研究对象只愿意等3天。
在第二个实验中，研究对象

可以选择立即得到10英镑或稍
后得到20英镑。结果，吃过饭
的研究对象平均愿意为得到更大
数目的钱等待90天，而饿着肚
子的研究对象只愿意等40天。

研究人员本杰明·文森特
说，实验显示饥饿的溢出效应
惊人。至于为什么在截然不同
的领域，饥饿均能让人“目光
短浅”，研究人员现在还不清
楚。

据新华社

脂肪肝，全名叫“脂肪性肝
病”，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
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
是一种常见的肝脏病理改变，而
非一种独立的疾病。如今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脂肪肝在人群中正
越来越高发，很多年轻人、长得
不胖的人也不断“中招”。

简单来讲，就是肝细胞里面
堆积了太多脂肪，肝脏“长胖”
了，严重影响正常工作。长此以
往，脂肪肝最终变成肝硬化，甚
至肝癌。

人体内肝细胞身兼数职，既
要帮助消化，又要帮人体合成蛋
白质，既要帮助免疫，还得给人体
排毒，同时还要分解和储存过多
的甘油三酯，可谓任重而道远。

由于人们总吃高糖高脂的食
物，还熬夜，肝细胞的工作量越
来越大，终于有一天，干不过脂
肪了。当5%的肝脏被脂肪占领
后，肝脏就有了新名字：轻度脂
肪肝。所以，脂肪肝的罪魁祸首
并不是脂肪，而是不良的生活方
式。因此，大家应注意清淡饮
食、多吃蔬菜粗粮、不碰酒，管
住嘴、迈开腿。 据《科普中国》

“瘦子”也会得脂肪肝

饥饿令人“目光短浅”

即使没有外界光源刺激，我
们有时也能看见光影，这种叫作
光幻视，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或强
或弱的体验，俗称“眼冒金星”。

最常见的光幻视发生在你揉
压眼睛时（压眼闪光），虽然眼皮
一直合着，但眼球在受到机械压力
后，眼前开始闪烁光斑或光圈。这
是视网膜受到刺激产生电信号，在
大脑视觉神经中枢激起了“涟
漪”。有时在你睁眼之后，光幻视
还会持续一阵，投在你看到的事
物上，但很快就会消失。

还有一类光幻视出现在打喷
嚏、剧烈咳嗽、擤鼻涕、脑袋被
撞或因低血压头晕时（比如突然
站起身来）。这些情况可能间接
压迫到眼球，或使视网膜血管暂
时缺血，从而刺激到大脑的视觉
皮层。

光幻视对于正常人或许没什
么意义，但对于盲人来说却是一
道曙光。科学家已成功利用电极
刺激盲人大脑，触发了他们的光
幻视，这将有望帮助盲人重获视
觉。 据《科技日报》

“眼冒金星”原理
或助盲人重获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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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军事古代军事

孙子有言：“兵之情主速，
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
所不戒也。”克劳塞维茨也写
道：“进攻战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就是出敌不意，这是获得胜利最
有效的因素。”为实现战役战斗
突然性，在敌方容易松懈的节日
发起突然袭击，往往成为古今中
外军队的选择。如，1973年10
月6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埃及、叙利亚军队就是利用犹太
人节日“赎罪日”当天以色列全
国放假的时机发动突袭，突破

“巴列夫防线”，成为利用节日达
成突然性的经典战例。

在我军历史上，有一位将领
十分擅长在节日用兵，他就是开
国中将聂凤智。抗日战争时期，
盘踞胶东一带的汉奸赵保原与青
岛日伪军秘密勾结，杀害抗日群
众和进步人士，多次配合日伪军
进攻抗日根据地。为除掉赵保原
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为死难抗
日同胞报仇，胶东八路军和民兵
发起讨赵战役。时任胶东军区第
5旅第13团团长的聂凤智选择于
1945年2月11日夜间，也就是
除夕这天，进攻赵保原的老巢莱
阳。当夜，聂凤智带领部队悄悄
潜伏进莱阳，本打算在接近午夜
时发起进攻，却因夜暗不慎碰响
鹿砦上的铃铛暴露位置，进攻被
迫提前发起。虽然此时距午夜还
有两个多小时，但依然达成进攻
突然性，打了赵保原一个措手不
及。当年的交通员徐世安在80
岁高龄时回忆：“那天，赵保原
的司令部里灯红酒绿，中心据点

戏台上还有唱戏的，士兵们围坐
了黑压压的一大片。”我军的突
袭使赵保原部无法组织起有效防
御，眼看大势已去的赵保原丢下
部队侥幸逃命。我军乘胜追击，
连续作战8天，共歼敌1.2万余
人，收复莱阳。

战后，赵保原说：“没想到
八路军这么缺德，大年三十搞决
战！”嘴上不服气的赵保原虽然
躲过这次进攻，但一年后还是被
我抗日军民击毙。此次战斗，并
不是聂凤智唯一一次在节日发起
的战斗。1946年春节，也是日本
投降后的第一个春节，聂凤智就
带领部队丢下刚刚下锅的饺子，
打退了国民党军李弥部的进攻。聂
凤智喜欢在节日打仗的“爱好”，
引得其麾下的指战员说：“我们的
敌人好多是在过年过节的日子丢
城丢命的！”

世界战争史上，在节日发起
的进攻，有时还会影响战局走
向。1968年 1月临近春节的日
子，北越人民军和越共游击队利
用此前交战双方春节前必休战一
段时间的默契，趁美军和南越伪
军松懈，提前渗透入美军和南越
控制的城市。在春节前后，北越
人民军和越共游击队对这些城市
和各大军事据点连续发起大规模
攻势，令美军和南越伪军焦头烂
额，史称“春节攻势”。虽然这
一攻势并未取得军事胜利，但产
生了巨大政治影响，导致美国国
内支持越战的民众大幅减少，影
响了此后美国政府对越政策的转
变。 据《中国国防报》

在节日发起的战斗

军史档案军史档案

清代《纪功图》里的大炮。

在《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
说中，古代战争场景总是夹杂着夸张与神
化，显得神秘莫测。那么，中国古代到底
是怎样打仗的？

古代战争就是计谋加单挑吗

《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
岳》这些演义小说，对于古代战争的描述
比较多，但是，这些古典小说里的“纸上
谈兵”往往比较单薄。根据书中的描述，
中国古代战争大多是由计谋和单挑构成
的。

所谓计谋，诸葛亮当然是代表人物，
像《三国演义》整本书里有很多火攻的计
谋，火烧乌巢、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
火烧赤壁、火烧藤甲兵……似乎打仗就要
靠火攻。

说起单挑，大家就更不陌生了，像《说
唐》中就有一群像李元霸、宇文成都、裴
元庆和罗成这样的顶级战将，还搞了一
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武将单挑排名。打仗
似乎基本上决定于单挑，单挑赢的全军
压上，输的全军溃败，打仗就和打擂台
一样，后面跟着的士兵就好像是啦啦队。

当然，这说的都是演义，那正史上有
记录战争的吗？正史里确实有写战争的内
容，但关键问题是，正史里有关战争的描
述简直是惜字如金，很多事都说得不明
白，比如刘邦在垓下之战怎么打败项羽
的，《史记》就写得语焉不详。

为什么正史对战争内容语焉不详？第
一，文人写史，文人天生就是纸上谈兵，
对战争不熟悉，甚至对战争有点鄙夷；而
中国的武将很少留下文字，也就是说，懂
战争的人很少把战争的情况传下来。第
二，中国历代写史讲究以史为鉴，将历史
上的成败得失作为借鉴，而这种成败得失
大多是从政治、道德角度出发的。比如，
一场战争的失利，往往会被解释成因为某
一个奸臣的出现或者某一个皇帝的荒唐暴
虐，而不会归结为武器落后、战术有问
题，或者后勤补给不力等原因。

竞争压力催生军事革新

在古代中国，来自周边的军事竞争压
力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在中原王朝催生军
事革新。比如，明清长达二十余年的大规
模军事对抗，为明清两大帝国营造出研发
军事装备和应用新型火器的绝佳环境。

所谓的军事革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物质性的，也就是武器的升级和新武
器、新装备的诞生。比如，汉代出现了大
黄弩等一系列弓弩的升级，中原步兵为了
对付匈奴骑兵，革新了很多远程的射击兵
器。另一方面是知识性的，也就是新战术
的革新。比如胡服骑射长途奔袭战术、骑
兵正面冲击战术、砍马腿战法等。

武器技术革新和战术革新不是割裂
的，很多时候是相互联系、互相激发的。
技术革新促进战术革新，新式武器装备需
要新的战术、新的战法把潜力发挥出来，
战术革新又对武器的进一步革新提出了新
的要求。

中原王朝如何对付北方骑兵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主要是骑兵与步兵
之争。中原王朝是如何对付北方骑兵的
呢？有两大传统方法：一是用骑兵去对付
游牧民族的骑兵，叫作“以骑制骑”；还
有一种是用步兵去对付骑兵，叫作“以步
制骑”。

在汉高祖时代，“平城之战”的惨败
暴露出了中原步兵对付北方骑兵的一个重
要缺陷，即缺乏机动性。你慢人家快，很
容易被别人包围，把后勤线切断。所以，
到了汉武帝时代，为了对付匈奴骑兵，汉
武帝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有骑兵，我为什
么不能也发展骑兵呢？

中原王朝发展骑兵与游牧民族发展骑
兵相比，成本大大提高了。因为对于草原
民族来说，骑马养马就是他们的生活，所
以游牧民族发展骑兵的训练成本很低，养
马成本也较低；而中原王朝受限于地理环
境和农业生产方式，发展骑兵的成本很

高，养马贵，训练骑兵也耗时长、收效
慢。因此，中原王朝要发展骑兵，前提就
是要财力雄厚。“文景之治”使汉朝的物
质基础大大增强，国力强盛，汉武帝在境
内养了大批的战马，做好了征伐匈奴的物
质准备。

有了战马，新的问题又来了。游牧民
族的骑兵天生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而中
原王朝的骑兵都是农民出身，短时间内无
论怎么训练，都不可能成为技术高超的骑
兵。在作战能力上，特别是骑马射箭的技
术和匈奴人之间的差距更是无法弥补。

于是，汉武帝在卫青、霍去病这两位
亲信的帮助下，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术，即
骑兵正面冲击战术。这种战术不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掌握骑射技术，就是集中优势兵
力拿着长兵器正面进行白刃战。这样，不
仅最大程度上掩盖了汉朝骑兵骑射能力的
薄弱，而且把汉朝军队的人力优势发挥了
出来。除了人多以外，正面冲击战术还发
挥了汉朝军队的另一个优势——纪律性远
远强于出身于松散部落的匈奴人。所以，
靠着这种搏命的正面冲击战术，汉武帝几
次征伐匈奴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以骑制骑”和“以步制骑”

除了汉武帝外，李世民时代对付东突
厥的军队也是“以骑制骑”。唐朝建立之
初，东突厥的骑兵力量非常雄厚，动辄几
十万骑兵压境，对唐朝提出了很大的军事
挑战。

唐朝对付东突厥的办法是什么？唐朝
发展出了一支完全模仿东突厥的轻骑兵军
团。在隋炀帝时代，隋朝的骑兵战术风
格不是轻骑兵，而是重骑兵，重骑兵的
好处是正面攻坚能力很强，但是速度
慢，机动性较差。所以，重骑兵的优势
是冲击步兵的能力较强，但对付轻骑兵
不太行。为了对付东突厥，唐朝“以突
厥为师”，有针对性地发展出一支很强大
的轻骑兵。正是凭借这样一支强大的轻
骑兵军团，运用闪电战的战术，连续作
战，不给东突厥骑兵任何喘息机会，唐朝
终于打败了东突厥。

除了“以骑制骑”，还有“以步制
骑”。为什么会用步兵打骑兵？原因很简
单，培养骑兵需要强大的财力，“以骑制
骑”是一个强大的王朝才能选择的军事策
略。而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时候，中原王
朝往往处于守势，所以主流策略还是用步
兵对付骑兵。

中原王朝的历代将领想出了很多天才
的战法，都是关于如何用步兵对付骑兵。
比如汉朝，除了用骑兵和匈奴骑兵打仗之
外，弓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步兵采用远
程的弓弩来对付匈奴骑兵。李陵出征匈奴
时，用弓弩加步兵密集结阵，给匈奴骑兵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后来，南朝宋的开国
皇帝刘裕发明了一个很有名的阵法叫“却
月阵”：在阵前放了很多战车，阻挡鲜卑
骑兵的快速冲击；战车上有很多弓弩，还
配置了长矛阵；背后是一条河，河上有很
多船，打不过的时候，可以坐船撤退。这
样布阵的另一个好处是方便输送援兵，还
能把最薄弱的后方保护住。据说，刘裕就
是靠着“却月阵”，以几千步兵大败北魏

的几万骑兵。
“以步制骑”还可以用一些特别的武

器。岳飞大败金兵的时候，有一种武器
叫“麻扎刀”，类似于斩马刀，用来砍马
腿。用大刀砍马腿说起来简单，但需要有
很强的纪律性，因为万千骑兵高速冲过来
的时候，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对步兵
的心理冲击很大。历史上很多步兵惨败于
骑兵，就是因为骑兵一下子冲过来，步兵
因为害怕四处逃散，很快就溃败了。

红夷大炮改变历史进程

说完冷兵器，我们再谈谈热兵器。
热兵器影响战争的第一个时间节点是

在明朝初年。当时，明代火器发展到了
一定的高度，发明了火铳，为了对付北
方的蒙古骑兵，明成祖成立了中国历史
上、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专用火
器的部队——神机营。

第二个重要的节点则是西方火器的引
入。红夷大炮的原型是16世纪中后期发
明于欧洲的一种长身管、纺锤形结构的火
炮，在明代后期传入中国，并很快被仿
制。天启六年（1626年），红夷大炮在宁
远之战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当时，袁崇
焕将军第一次把大炮架在了城墙上，而在
此之前，火器一直是作为野战兵器使用
的。据史料记载，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
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成了
努尔哈赤成军以来的首次挫败。

皇太极继位之后，满洲人发现红夷大
炮确实很厉害，于是也开始仿造，并更名
为“红衣大炮”。到了明清战争末期，清
军的火器装备无论是技术还是数量都不在
明军之下，甚至超过了明军。红衣大炮的
特点是射速偏慢，炮体过于沉重，但射程
远、威力大，适用于攻城战和防御战。正
是红衣大炮的大量应用，帮助清军以很快
的速度打开了明城墙，势如破竹地取得了
胜利。

所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
新武器的出现，很可能就此改变历史的进
程。

据《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