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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劫难！

惨痛的历史也是财富， 如果人们能

勇于面对和正确反思。 《战役王中王·

“二战” 经典》 一书， 从“二战” 难以

计数的大小战役中精选 16 个最经典的

战役， 就是要从中发掘历史的财富。

在“二战” 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决战中， 正义战胜了邪恶， 光明

驱走了黑暗。 这些战役告诫后人， 要珍惜和平， 反对战争， 防止历史

的悲剧重演！

在“二战” 宏伟壮观的铁血大撞击中， 武器装备之新异， 作战样

式之丰富， 战役进程之复杂， 战术变化之奇巧， 战斗场面之惨烈……

远远超越“一战”， 乃至以往的一切战争。 再将之铺陈于诡谲的大国角

逐和领袖人物奇妙的博弈这一时代大背景下， “二战” 就有了永恒的

军事研究和军事审美的价值。

“二战” 不仅是参战各方军力、 国力的比拼， 还是统帅、 将领的

较量。 战争是生灵的炼狱、 英雄的舞台。 “二战” 浓缩了这些统帅和

将领的人生， 使他们的思想、 智慧、 理论、 谋略、 才华、 指挥艺术乃

至心理素质、 人格特征， 在这些精彩的战役中， 展现得酣畅淋漓。 有

时， 胜负只在一念之间。 因此， 后人对“二战” 的回顾和反思， 其意

义就超出了政治和军事的范围， 而具有普遍的价值。 今天， 当人们走

进考场， 置身职场、 商场、 官场、 赛场……面对种种挑战和考验时，

或许能从这些战役和将领的较量中， 获取勇气， 得到启迪。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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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搏击英伦岛———不列颠空战

★ ★ ★ ★ ★

★ ★ ★ ★ ★

在人类战争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 （飞行

员） 对这么多的人 （英国民众） 做过这么大的贡献。

———丘吉尔

合众国眼前最有效的防御就是大不列颠成功地保卫他

自己。

———罗斯福

英国空军仍然丝毫未被击败， 我们空军所做的一切看来

都无济于事。

———希特勒

Ⅰ



1940 年 5 月初的欧洲西部大陆， 沐浴在明媚欢乐的春光中，

到处郁郁葱葱， 鲜花烂漫。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像往常一样怡然自得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然而， 一场突如其

来的打击无情地击碎了这美好的一切： 5 月 10 日， 纳粹德国的

武装力量， 倾巢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杀气腾腾地扑来。

很快， 丹麦、 挪威、 卢森堡、 荷兰、 比利时等国相继沦陷， 6

月 22 日， 法国投降。 西欧任由法西斯铁蹄践踏， 陷于水深火热

之中。

★ ★ ★ ★★★

★ ★ ★ ★★★



此时， 生活在英伦三岛上的许多人， 虽然也嗅到了战争的气

息， 但是并未因此而警觉， 欧洲大陆上的熊熊战火毕竟还与这里

隔着一个似乎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英吉利海峡。 所以英国的

绅士们依旧悠闲地喝着下午茶， 翻阅着手中的 《泰晤士报》， 用

一种轻松的语调谈论着看起来似乎非常遥远的战争， 潇洒地评

点战事。 岂料两个月后， 呼啸而至的德国战机彻底粉碎了这种世

外桃源的梦幻， 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战役在英伦三岛

上空打响了，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不列颠空战。

★ ★ ★ ★★★

★ ★ ★ ★★★



战役王中王·“二

战

”经典

KING AMONG KING IN CAMPAIGNS-WORLD WARⅡ

生存还是毁灭？

事实上， 当时的英国确实有可能避免与德国的战争。 希特勒在 1939 年秋

决定向西欧发动攻势时， 并没有进攻英国本土的打算。 希特勒认为， 如果用

武力征服英国， 那么一旦英国战败， 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将在第一时间被美国、

日本和苏联瓜分。 而弹丸之地的英伦三岛对于第三帝国来说并没有多少油水，

所以， 武力征服英国并不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 对德国而言， 最理想的方案

是先以武力征服法国， 然后迫使英国媾和， 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这

样既解决了英国这个后顾之忧， 又能腾出手来集中全力准备对苏联的战争，

还可以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

客观地说， 希特勒的这一战略构想并非纸上谈兵。 从政治上来说， 希特

勒对那位绅士风度十足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太了解了。 这个自诩“对欧洲整个

局势， 乃至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 的首相张伯伦， 从 1937 年 5 月入住伦敦唐

宁街 10号起， 就不遗余力地推行绥靖政策， 一方面打击国内以丘吉尔为主要

代表的强硬派， 另一方面对德国持妥协、 退让、 姑息的态度。 还没等磨刀霍

霍的德国人有所动作， 就多次赴德

国与希特勒举行秘密会谈， 联手发

起签订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用牺牲捷克， 波兰等小国的利益，

来换取英国的安全。 张伯伦的懦弱

和自私， 使希特勒坚信， 一旦陈兵

英吉利海峡， 英国将被迫接受德国

城下之盟。

如果说对张伯伦的推测还只是

一种主观臆测的话， 那么， 眼下英

德两国的力量对比， 无疑更使希特

勒吃了一颗“定心丸”。 仅以双方

的军事实力而言， 英国想和德国较

量， 简直是螳臂当车。 因为英国陆

★ 看着德军开入自

己的首都， 巴黎

人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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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搏击英伦岛———不列颠空战

Ⅰ

军刚刚在法国战局中遭到重创， 虽然通过敦刻尔克大撤退， 奇迹般地将 30 多

万部队撤回英伦三岛， 但是大部分的重装备和车辆在撤退中损失殆尽， 英国

本土只剩下 780 门火炮、 160 门反坦克炮和 200 辆坦克。 号称天之骄子的英

国皇家空军也未能幸免， 他们在法国战局中蒙受了重大损失， 435 名富有经

验的飞行员捐躯蓝天， 损失了约 1000架飞机。 海军的情况虽然好一些， 但是

面对德军潜艇部队疯狂的、 神出鬼没的海上破交行动， 也显得捉襟见肘， 力

不从心。

而此时的德军， 却正处于有史以来的巅峰时刻， 横扫欧洲， 不可一世。

德军的“闪击战” 所向披靡， 攻无不克； 波兰战败， 丹麦投降， 挪威沦陷，

就连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也形同虚设。 德意志的战争机器用骄人的战绩，

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这样的“庙算” 下， 希特勒乐观地感

到， 英国的唯一出路就是投降。 而这正是希特勒一贯宣称的观点： “在战争

★ 德国吞并了奥地

利

5



战役王中王·“二

战

”经典

KING AMONG KING IN CAMPAIGNS-WORLD WARⅡ

★ 吞并奥地利后，

希特勒接受信徒

们的狂呼

尚未打响以前， 设法使敌人先在精神上崩溃，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 任何

一个曾在前线打过仗的人， 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 希特勒把重点放在了对英国的诱降上， 而没

有敦促德军总参谋部制定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

按照希特勒的如意算盘， 德国开始加大对英国的诱降力度。 在 1940 年 5

月至 7月间， 希特勒一面通过广播和报纸， 多次向英国发出“和平建议”， 一

面通过梵蒂冈教皇和瑞典国王与英国接触， 以瓜分法国、 荷兰殖民地的优厚

条件试探英国的态度。 甚至还派出密使与旅居在西班牙的英国前国王、 后来

的温莎公爵秘密接洽， 准备扶植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前国王重登大宝， 建

立一个亲德的政府， 彻底消除英国这个后顾之忧。

一个棘手的难题摆在了英国人面前： 是战还是和？ 如果选择战， 那么和

6



雄鹰搏击英伦岛———不列颠空战

Ⅰ

德国这样的对手较量， 肯定凶多吉少； 但是如果像法国一样举手投降， 无疑

会令视尊严如生命的英国绅士们脸面无光， 虽生犹死。

历史和英国人玩了一个小小的幽默： 当年，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为他剧

本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天问”：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

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300 多年后的今天， 面对咄咄逼人、 屡战屡胜的德国

人， 英国人不得不面对同样艰难的抉择： 生存还是毁灭？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 每当一个民

族、 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往往会有一些伟岸的身影从芸芸众

生中脱颖而出。 他们总是以无所畏惧的过人勇气和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 领

导他们的人民走出困境， 多少年后， 他们坚毅的身影仍然像黑夜中闪烁的启

明星一样， 在历史的银河里摇曳生辉。 人们尊称他们为“历史伟人”。

希特勒之不幸在于， 他的下一个对手恰好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英国人的

幸运也在于， 他们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 及时抛弃了那个只会委曲求全的

张伯伦， 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做他们的领袖， 他， 就

是温斯顿·丘吉尔。

得寸进尺、 步步紧逼的德国军队在彻底砸碎了张伯伦绥靖梦的同时， 也

使英国国会的议员们意识到， 他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领袖。 在国会辩论

时， 议员们向着张伯伦高呼： “看

在上帝的面上， 走吧！” 众叛亲离

的张伯伦被迫“引咎辞职”， 温斯

顿·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 从此

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丘吉

尔， 那么与其用“政治家” 还不如

用“战士”。 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

战士， 他的血管里流动着好斗的血

液， 坚毅是他的代号， 强悍是他的

标志， 勇气是他的身份证， 而他的

显赫的家族又给予他一种特殊的品

质， 那就是一种与生倶来的责任

★ 德军占领区的捷

克妇女被迫行纳

粹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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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他出身于贵族世家， 他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军

事统帅， 而他曾任英国财政大臣的父亲伦道夫勋爵则是 19世纪末英国杰出的

政治家。 祖先的丰功伟绩， 父辈的政治成就， 家族的显赫荣耀， 培育了丘吉

尔对国家的历史责任感， 是丘吉尔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

1893 年， 19 岁的丘吉尔进入赫赫有名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学习，

1895年在该校骑兵科毕业后到骑兵部队任职， 随后以记者身份随西班牙军队

报道古巴独立战争。 1896年—1898年， 他随所属部队参加了英军镇压印度西

北部居民起义和苏丹马赫迪起义的作战。

不知道是厌倦了军旅生活， 还是更喜欢以笔代剑的战斗， 1899 年， 丘吉

尔辞去军职， 作为 《晨邮报》 随军记者参加英布战争， 结果被布尔人俘虏，

幸运的是， 不久他又奇迹般地成功越狱。 返回英国后， 这段传奇般的经历成

为他进入政坛的跳板， 1900 年， 这位 26 岁的年轻人成为英国国会的新成员。

此后， 他连续当选为自由党、 保守党议员， 历任殖民、 贸易、 内政、 军需、

海军、 陆军、 空军、 财政和国防大臣等要职。

战火的洗礼和随军记者的经历， 使他成为战争问题的专家， 以至于有人

把他看成 《圣经》 中约伯的那匹马， 很远就能闻到战争气息。 早在 1933 年

希特勒开始在德国执政时， 丘吉尔就提出联苏制德的主张。 当张伯伦幻想着

以妥协保平安时， 丘吉尔就是强硬的主战派领袖， 坚决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

策， 反对签订 《慕尼黑协定》。 取代张伯伦后， 该是他一展身手的时候了。

面对希特勒伸过来的橄榄枝， 丘吉尔的态度非常明朗， 他的回答简洁而又坚

决： “NO！”

由于“事态的极端紧急和严峻”， 从受命组阁的那一刻起， 丘吉尔就像一

台开足马力的发动机， 使英国政府这部庞大、 复杂的机器开始高效运转。 在

短短的几天之内， 他就组成了包括工党和自由党在内的五人战时内阁， 一些

关键的岗位也随即安排就绪。 他请求国会迅速做出决议， 批准他所采取的各

项步骤， 甚至连决议他都替国会拟好了， 即： “本国会欢迎新政府的组成，

她体现了举国一致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对德作战， 直到最后胜利。”

在 1940 年 5 月 13 日就职仪式上， 丘吉尔不但向英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展

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 演说家的风采， 表明了一个大国领袖应有的胆

略和气度， 也向法西斯德国发出了战斗的檄文， 他铿锵有力的声音通过广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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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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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在英伦三岛上空： “我所能奉献的唯有热血、 辛劳、 眼泪和汗水， 我们

所面临的将是一场极其严酷的考验， 将是旷日持久的斗争和苦难。

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 在陆上、 海上、 空中作战。 尽我

们的全力， 尽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作战， 对人类黑暗、 可悲的罪恶史

上空前凶残的暴政作战。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若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 胜利。 不惜一切代价，

去夺取胜利———不惧一切恐怖， 去夺取胜利———不论前路如何漫长、 如何艰

苦， 去夺取胜利。 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我们务必认识到， 没有胜利就不复有大英帝国， 没有胜利就不复有大英

帝国所象征的一切， 没有胜利就不复有多少世纪以来的强烈要求和冲动： 人

类应当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我精神振奋、 满怀信心地承担起我的任务。 我确信， 大家联合起来， 我

们的事业就不会遭到挫败。”

丘吉尔当年对议会发表的演讲， 在 70 多年后的今天， 读来依然荡气回

肠， 令人热血沸腾。 当年， 英国人民正是在这一演说的激励下， 彻底抛弃了

张伯伦的绥靖主义， 同仇敌忾， 众志成城， 他们决心像丘吉尔说的那样：

“全副武装， 做个骁勇善战的男人， 做好与敌人交战的准备， 因为与其坐视我

们的国家和祭坛遭受蹂躏， 不如在战场上慷慨捐躯。”

有一个小插曲非常能说明这一点。 在希特勒发表有关和平建议的演讲之

后仅一小时， 英国 BBC广播公司著名的播音员德尔默， 就在他的节目中斩钉

截铁地回答： “元首先生， 我们要把媾和建议塞进你的那张臭嘴里！” 这种没

有讲稿临场发挥的言论， 完全道出了全体英国人民誓死抗击德国入侵的

心声。

丘吉尔的强硬态度使希特勒的如意算盘落空。 虽然他念念不忘进攻苏

联， 但是英国的顽强使他犹如芒刺在背。 希特勒感到有必要狠狠教训一下英

国人。 他决定首先通过轰炸并辅以政治诱降征服英国， 英国如不投降便实

施登陆。 很快， 一个从海上入侵英国， 代号为“海狮” 的作战计划轮廓初步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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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狮” 咆哮的前奏

“海狮” 计划总的战略意图是： 在从拉姆斯格特延伸到怀特岛以西的广

阔战线上， 进行一次奇袭性军事行动。 以挪威， 荷兰、 比利时和法国为基地

的 3000架飞机去摧毁英国的防御工事， 在空战中消灭英国空军， 并用火力压

制住英国海军， 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派 25 个至 40 个师在尽可能宽阔的战

线上登陆， 一举占领英国。

“海狮” 计划规定作战行动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对英国实施战略轰

炸和海上封锁， 夺取制空权， 第二阶段则是登陆和占领。

显然， 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意识到， 能否实现入侵不列颠的计划， 完全

取决于能否控制英吉利海峡和英国南部海岸登陆场上空的制空权。 如果不能

防御英国空军的袭击， 就根本不可能在港口集结舰船， 以及进行航道扫雷。

★ 丘吉尔视察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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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狮” 计划的细节尚未

完善， 深谙“兵贵神速” 这一

兵家要义的希特勒已经等不及

了， 他要抢在英国做好充分准

备前先发制人， 这样既可以给

英国人一个下马威， 同时又可

以对英国空军的力量进行一次

战略侦察， 为制定和实施“海

狮” 计划提供依据和创造条件。

而此时的德国空军在法国战局

后， 经过了近一个月的休整和

整编， 已经恢复了战斗力， 完

成了作战部署， 正蓄势待发。

在希特勒看来， 发动进攻的时

机已经成熟， 于是一道杀气腾

腾的命令从德国统帅部发出。

1940 年 7 月 10 曰， 德国

战机呼啸升空， 直扑英伦三岛。

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机迅速升空

迎战，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空中战役———不列颠之战由此

拉开序幕。

战役不但是双方士兵的角

力厮杀， 更是双方战役指挥员

智慧、 勇气和胆略的较量。 在

不列颠之战中， 德国方面唱主角的是大名鼎鼎的空军元帅戈林。

戈林， 不但是德国家喻户晓的显赫人物———纳粹德国中地位仅次于希特

勒的第二号人物， 而且在世界军事领域也是个响当当的角色。 他 16岁就参加

了德国陆军，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 年转入陆军航空兵部队后， 戈林

以其超人的悟性和勇猛的作风迅速脱颖而出， 在空战中击落 23架敌机， 成为

★ 德军第 2、 第 3

航空队抓 紧训

练， 准备扑向英

伦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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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空军司令戈

林

德国著名的王牌飞行员， 获得德

国战时最高荣誉勋章。 不到 3 年，

他就成为德军著名的王牌飞行队

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指挥官。 一战

结束后， 他离开军界， 成为一名

民航飞行员。 如果不是在他的生

命中出现了希特勒， 也许他的一

生都将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飞行员。

1921 年， 他与希特勒结识，

从此追随希特勒， 为纳粹党在德

国的执政立下汗马功劳： 1923 年

在慕尼黑发生的“啤酒店暴动”

是他和希特勒一手策划的； 1928

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 四年后当

选为国会议长； 1933 年 1 月希特

勒上台执政后， 他是普鲁士总理

兼内政部长、 航空部长； 德国近

代史上骇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

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臭名昭著

的德国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

是他一手创建的； 至于设立集中营， 迫害和屠杀民主人士和犹太人， 更是他

的杰作。 1935 年德国正式建立空军， 出身飞行员的戈林出任空军总司令。 在

他的手下， 德国空军的实力得到飞速提升。 有意思的是， 作为空军总司令的

他却于 1938年晋升为德国陆军元帅。 由于他为纳粹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39 年被宣布为希特勒的继承人。 到 1940 年， 他获得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独

一无二的“帝国元帅” 称号， 成为欧洲军衔最高的军官， 在仕途上达到了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巅峰。 由这样的一员心腹大将负责对英作战， 可见希特勒

的决心之大。 然而， 希特勒只记得他的忠心和功劳， 却不记得他干过的荒唐

事： 在敦刻尔克战斗中， 正是由于戈林吹嘘“不用装甲部队， 只用空军就可

消灭英军”， 结果放跑了 30多万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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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戈林， 已经晕头晕脑， 有点找

不到北了。 自从在法国战局中取得胜利之后，

戈林就完全陶醉于自己的战绩中。 而法国人的

迅速败降， 更使他忘了“骄兵必败” 这一古

训。 他不再像以往那样， 全身心地关注德国空

军的建设， 而是醉心于灿烂的法国文化， 尤其

是法国的饮食文化。 那些博物馆中的稀世珍宝

和令人垂涎欲滴的法国大餐， 成为戈林日常生

活的主题。 傲慢的戈林认为， 无论是战争实

力， 还是战争潜力， 英国人都不能与德国同日

而语， 单凭他的空军力量，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征服英伦三岛。 因此， 戈林信誓旦旦地向希特

勒保证， 他的空军“只需 4 天时间， 就可像攻

占波兰那样战胜英国”。

遗憾的是， 这一次戈林和他的元首一样，

都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那就是他们大大地

低估了英国的决心和英国空军的实力。

早在 1940年 5月， 英国就已预见到德国空

军会对英国本土进行大规模轰炸， 所以 5 月 19

日， 英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在法国退出战

争的情况下的防御报告， 要求切实加强各项防御措施， 尤其是防空措施。 该

报告于 5月 27日获得战时内阁的批准， 并立即开始了必要准备： 首先战时内

阁组建了飞机制造部， 由比弗·布鲁克任部长， 大力加强飞机制造， 使飞机

月产量由 700架迅速增加到 8 月份的 1600 架， 其中战斗机为 500 多架； 其次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整部署防空力量， 重点加强伦敦地区的防空； 再次空军

部成立作战训练部队， 建立了多个训练学校， 加紧培训空勤、 地勤人员， 这

样每月可以有 200 名新飞行员补充部队， 还动员英联邦成员国代为培训空勤

人员， 以组建新的作战部队。

不列颠空战前夕， 英国空军部成立了防空指挥部， 司令是爱德华·比尔

上将， 统一指挥全国所有的战斗机、 高射炮、 雷达和观通警报部队。 战斗机

★ 戈林的对手———

休·道丁

14



雄鹰搏击英伦岛———不列颠空战

Ⅰ

部队共计 56个中队， 战斗机 980架， 其中性能优秀的“飓风” 和“喷火” 战

斗机 688架； 高射炮部队共计 7 个师， 高射炮 4000 余门， 并将约 700 门大口

径高射炮配置在飞机制造厂实行重点防卫： 防空拦阻气球 5 个大队， 拦阻气

球 1500余个， 这些拦阻气球都系在汽车上， 可以根据敌情迅速机动； 探照灯

2700 具。 最重要的是， 英军还有当时鲜为人知的雷达部队。 英国是最早将雷

达投入实战的国家， 至 1940 年 7 月全国共建成雷达站 51 座， 其中东南沿海

地区有 38座， 约占总数的 75%， 形成了严密的雷达警戒体系。 雷达警戒体系

又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中高空防空雷达系统， 能有效发现飞行高度在

4500 米以下的飞机； 第二层是低空防空雷达系统， 能有效发现飞行高度在

750 米以下的飞机。 在雷达使用之前， 通常都是派出战斗机在空中巡逻， 由

战斗机飞行员目视发现来袭敌机， 这样迎战往往十分仓促被动。 使用雷达后，

英军战斗机的每次起飞， 都是依据雷达系统提供的敌方飞机的信息数据， 有

针对性地适时升空迎战， 不仅极大减少了飞机、 燃料和人员体力的消耗， 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飞机数量不足的缺陷， 而且增强了空战的主动权。 雷达成为

英国空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此外， 英国还建立了一支人数达 50万的国民自卫

军， 他们在沿海地区设置了无数防空监视哨， 使用双筒望远镜和简易的方位

测向仪， 担负对空监视、 警戒、 救护等任务， 是英军正规部队不可或缺的辅

助力量。

空战的主力是飞机。 就飞机性能而言， 英国的主力战斗机“飓风” 和

“喷火” 与德国的主力战斗机梅塞施米特-109 和梅塞施米特-110 相比， 双方

各有所长。

“飓风” 战斗机是英军第一种起落架可收放飞机， 1936 年投产， 1937 年

年底开始装备部队。 该战斗机属半金属结构， 单翼单座， 最高时速 519 千米，

升限 10424 米， 最大转场航程 1040 千米， 爬升率 800 米/分， 配备有 8 挺

7.62 毫米机枪， 有装甲防护和防弹座舱玻璃。 该机以火力密集、 机身坚固、

机动灵活而著称， 战争中曾在各战场上大量使用， 不仅被用以空战， 稍加改

装还能进行反潜、 反坦克和对地攻击。

“喷火” 战斗机于 1937 年起投产， 1938 年 8 月装备部队。 全金属结构，

单翼单座， 最高时速 657 千米， 升限 13100 米， 最大转场航程 1060 千米， 爬

升率 870 米/分， 配备有 8 挺 7.7 毫米机枪， 有装甲防护， 速度快， 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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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备夜袭的探

照灯

★ 防空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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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公认的欧洲最好的战斗机， 只是制造比较复杂。

梅塞施米特-109， 简称 Bf-109或Me-109， 1936 年投产， 1938 年起装备

部队。 全金属结构， 起落架可收放， 单座单翼， 最高时速 575 千米， 升限

11000 米， 最大转场航程 665 千米， 爬升率 946 米/分， 配备有 2 门 20 毫米机

炮和 2挺 7.9毫米机枪， 具有装甲防护。 坚固可靠， 易于操纵， 由于采用先进

的燃油喷射系统， 具有极高的水平和垂直机动能力， 是一种综合性能非常优

秀的轻型战斗机。

梅塞施米特-110， 简称 Bf-110或Me-110， 1937 年投产， 1939 年起装备

部队。 全金属结构， 单翼三座， 属重型战斗机， 最高时速 548 千米， 升限

12800 米， 最大转场航程 2800 千米， 爬升率 687 米/分， 配备有 2 门 20 毫米

机炮和 6挺 7.9毫米机枪， 具有装甲防护。 德军誉之为战斗机之花， 但在实战

中， 由于机体庞大而容易被发现和击落， 在不列颠之战后期， 要由 Me-109

护航才能出动。 但后来在抗击英军对德国进行的战略轰炸时， 实施夜间拦截

倒是战果斐然。

将英、 德双方四种主力战斗

机进行比较， 性能最佳的是英军

的“喷火” 和德军的 Me-109，

这两种飞机各有所长， 稍逊一些

的是英军的“飓风”， 德军的

Me-110 则最差。 在火力上， 英

军战斗机由于只装备 8 挺机枪，

没有机炮， 因而杀伤力不大， 常

常命中德机多发， 却无法将其击

落。 在机载通信设备方面， 德军

飞机没有无线电设备， 在空中无

法与地面联系， 因此升空以后，

地面指挥部就无法有效指挥空中

的飞机， 完全靠飞行员自己的经

验来作战。 而英军飞机装备了无

线电设备， 地面指挥部可以通过

★ 英国“喷火式”

战机编队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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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有效指挥调度空中飞机， 加上又有雷达能够准确发现德机， 所以整体

而言， 英军飞机稍占有技术优势。

更为重要的是， 戈林没有看到， 英国空军背后， 是令人不能小觑的发达

的航空工业。 英国上下， 不仅工厂生产战斗机， 而且一些小车行和车间也都

生产飞机零件。 不列颠空战打响后， 英国航空工业就加紧了作战飞机的生产。

几乎每一个成年人， 每一分钟都投入到战斗机的生产中， 英国妇女把家里的

铝制器皿都捐献出来， 用于制造飞机。 在 6、 7、 8 三个月中， 英国平均每月

生产约 500 架战斗机， 至少比德国多生产 100 多架战斗机。 空战高潮阶段，

皇家空军曾遇到飞行员严重匮乏的危机， 但从未有过缺少飞机的时候。

不仅如此， 英国空军还占有地利。 他们依托本土作战， 可以得到地面高

★ 工厂日夜开工

制造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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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炮火的支援， 而且还有新发明的防空警戒雷达的配合； 而德国空军则完全

没有这些先天条件。 又因为是在英吉利海峡和英国领土的上空作战， 一旦飞

机被击落， 那么它的飞行员也就永远地损失了———德国飞行员落地后只能成

为英国的俘虏， 而英军飞行员落地后还可以重返蓝天， 有的飞行员曾 3 次被

击落， 4 次上蓝天。 在大规模空战期间， 一个飞行员的价值远不是一架飞机

所能比的。

于无声处听惊雷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对于不列颠之战的结局， 德军统帅部

在战后可能会总结出许多教训， 有战略上的， 有战役指挥上的， 有战术上的，

甚至从双方作战飞机的性能、 战争潜力、 战争动员水平、 作战理论等方面都

可以进行总结和检讨。 但是德国人肯定会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

早在空中作战决出雌雄之前， 他们在一个特殊的战场———无声的电子战场上

的失败， 就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不列颠空战最终的

结局。

德国空军在电子战场的

失败首先要从位居第二次世

界大战三大新式武器之列的

雷达说起。 在军事领域里，

一项新技术走向成熟的应用，

往往离不开战争的需求。 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面

对德国飞机和飞艇的疯狂空

袭， 束手无策， 遭受惨重损

失。 这种切肤之痛， 使得英

国政府绞尽脑汁寻找对付空

袭的办法， 然而收效甚微。

★ 德国机群低空飞

过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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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余， 英国人甚至想

出用盲人报空情的奇招。

因为盲人的听觉比平常人

灵敏， 所以英国军方专门

精选了一些听力特别好的

盲人， 把他们安置在伦敦

高层建筑的楼顶， 去侦听

敌机的动静。 盲人一旦听

到敌机来袭的声音， 就发

出防空信号。 但是事实证

明， 这几乎没有任何效

果。 因为当盲人听到敌机

的轰鸣声再发出防空信号

时， 还没等人们做出反

应， 敌机的轰炸就已经开

始了。

一战结束后， 饱尝空

袭苦头的英国人决心寻求

新的技术来对付空袭。 很快， 电磁波探测技术引起英国人浓厚的兴趣， 他们

一方面千方百计搜集国外有关信息， 一方面投入巨资， 集中精锐力量进行研

究。 1935 年 9 月， 英国科学家沃森-瓦特首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部探测飞机

用的防空警戒雷达， 这部雷达的性能指标放在今天， 只能算是小儿科， 但是

在当时， 这部频率为 12 兆赫、 探测距离达 64 公里的脉冲雷达， 却是一个划

时代的发明。 雷达这个战场千里眼的诞生， 对战争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作战理论和新的作战样式， 都和雷达的出

现密切相关。 只不过， 精明的英国人当时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 1936

年， 英国开始在本土东南部沿海地区部署代号“本土链” 的对空警戒雷达网。

1938 年， 英国又研制出最早的机载对海搜索雷达。 不过， 当时英国人自己也

没有想到， 这些其貌不扬的东西居然会在数年后的一场关系英国生死存亡的

战争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 英军飞行员紧急

登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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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雷达， 不能不提起赫兹。 因为雷达是利用电磁波探测目标的电子设

备， 而赫兹就是电磁波的发现者， 为了纪念赫兹的这一伟大发现， 电磁波频

率的基本单位就以赫兹的名字来命名。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 德国是赫兹的

故乡。 应该说， 德国人在雷达的研究方面有着很好的先天条件， 而且当时德

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防空警戒雷达研究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可是当相关的技

术人员把研制防空警戒雷达的报告递交军方后， 却被束之高阁。 当时主管德

国防空的戈林有一个非常愚蠢的逻辑， 他认为如果防空警戒雷达真的能满足

实战的需求， 那么一贯注重防空研究的英国人很快就会把注意力转到雷达的

研究上来， 甚至会采用更直接的办法———窃取德国的防空警戒雷达技术， 这

样就会给强大的德国空军带来致命的威胁。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戈林

做出了停止雷达研制的决策， 并且封存相关技术资料。 在他看来， 只要世界

上没有防空警戒雷达这种无形的“盾牌”， 那么就谁也奈何不了他的锐利的

“矛” ———德国空军就可以横行天下、 笑傲全球了。 这种一厢情愿的愚蠢决

策， 使得德国在雷达技术方面远远地落在英、 美等国后面。 1938 年， 当戈林

得悉英、 美研制的雷达已经投入应用的情报后， 大吃一惊， 立刻启动雷达的

研制， 但为时已晚。

戈林的愚蠢使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处于被动， 付出了沉重代价。 每

当德国空军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空袭时， 英军的雷达站都及时地把德军的空袭

方向、 批次和飞机数量报告给上级指挥部， 英军皇家空军的飞机和地面防空

系统有了雷达这个战场“千里眼”， 如虎添翼， 来袭的德军飞机被击落的概率

大大增加。

从历史经验来看， 仅靠一两件新式武器很难从根本上左右战争的胜负，

但是当一种新式武器装备能对作战样式和作战理论产生重大影响时， 它在决

定战争胜负诸因素中的重要性就会大大提高。 显然， 雷达就是这样一种武器

装备。 无论是从每一次空中交战的结果来看， 还是从整个战役的结局来分析，

英国人对雷达的成功应用无疑是德国空军在持久的空中战役中渐趋下风的一

个重要因素。 不断量变的结果必然是质变。 因为雷达的存在， 德国空军在每

次交战中都要多损失一些飞机， 积少成多， 以至于后来德军伤及元气， 再难

雄起了。

电子战场上的另一场较量是密码战， 德国在这方面失败得更惨。 这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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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边倒的较量， 因为英国人早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破译了德军的密码，

而德军对此却一无所知。

德国人之所以在密码问题上如此大意， 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密码技

术非常自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德国人发明了一种名曰“艾尼格

玛”、 代号为“谜” 的新型密码机。 这种密码机编制出的密码十分复杂， 从理

论来说要破译它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一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对于“谜” 的

保密性能十分自信， 认为由于“谜” 的存在， 德军所有的机密对于德国的敌

人来说都是永远解不开的“谜”， 所以德军的高级保密通信几乎无一例外地

使用“谜” 式密码机编制的密码。

嗅觉灵敏的英国情报机关始终关注着德国人对“谜” 式密码机的研制过

★ 布莱奇雷庄园：

英国“超级机

密” 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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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无孔不入的间谍寻找一切机会窃取“谜” 式密码机情报， 然后交给英国

一流的密码专家们进行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英国人终于可以成功地

破译出“谜” 式密码机编制出的密码了。 但由于破译的运算工作量十分巨大，

所以破译工作效率很低。 为了提高密码的破译速度和破译的准确率， 英国人

研制出了一种代号为“巨人” 的大型电子运算装置， 专门用来解析和破译

“谜” 式密码机编制的密码。 这种“巨人” 机事实上是电子计算机的前身， 它

在密码破译领域的成功运用开启了人类用机器破译密码的先河。 有了破译方

法和“巨人” 机的相助， 英国人就掌握了打开德国军事机密宝库的大门。 为

了保住这个秘密， 英国人把破译“谜” 式密码机得来的情报定为国家最高级

机密， 并统一命名为“超级机密”。

不列颠空战开始后， “超级机密” 的巨大威力开始显现。 英国空军基本

上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德国空军的空袭计划、 攻击目标等重要情报。 甚至有的

时候， 德军飞行员还没有受领任务， 英国空军飞行员和地面防空部队就已经

严阵以待了。 由于“料敌机先”， 英国人总是能够及时地调配战斗机和高射炮

等防空力量， 在最佳时间和空域伏击德国的轰炸机群。 在不列颠空战开始阶

段处于相对劣势的英国空军， 由此掌握了空战的主动权。 由于“超级机密” 在

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英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守这个秘密， 并为此付

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0 年 11 月 8 日， 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名城慕尼黑进行了空袭。 为了

报复， 4 天后， 德国空军司令部制订了代号为“月光奏鸣曲” 的作战计划，

决定在 14 日夜间和 15 日凌晨， 出动 500 架轰炸机对英国内陆的工业中心实

施猛烈轰炸， 其重点目标直指考文垂， 这座在英国建筑史和军事工业上占有

重要地位的城市。

和以往一样， 英国人轻而易举地破译了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 却面临一

个棘手的两难选择： 如果提前做好防空准备， 在地面组织妥善的防护， 在空

中组织有力的反击， 那么就可能使考文垂逃过一劫， 至少也可以提前把考文

垂的居民和重要的机器设备进行紧急疏散， 把德军空袭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

度。 但是这么做就等于告诉德国人： 英国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密码。 德国人

最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直接更换新的密码机， 这样一来， 英国人手中就少了

一张克敌制胜的王牌。 但是， 如果不采取行动， 听任考文垂遭受德军的狂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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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炸， 那么这座有 800 多年历史的名城就可能毁于一旦。 到底是为保护考文

垂而放弃“超级机密” 还是使用“苦肉计” 牺牲考文垂而保住“超级机密”？

英国军方一时犯了难。

面对这一困难的抉择， 丘吉尔反复权衡， 最后拍板： 为了全局利益， 为

了保证整个战争的胜利， 只有牺牲考文垂。 于是， 15000 枚燃烧弹和 14000

枚其他炸弹像雨点一样向毫无防备的考文垂倾泻。 这一长达 10 小时的大规

模轰炸， 是英国历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空袭。 考文垂城内的 75000 幢大

楼中有 6 万幢被炸毁， 甚

至包括一座建于 14 世纪

的大教堂， 有 560 多人被

炸死， 5000 多人被炸伤，

20 多个军工厂遭到严重

破坏。

无辜的市民们并不知

道， 他们是在为英国夺取

不列颠空战的胜利， 甚

至是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做牺牲。 因为一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 德国人始终不知道

“超级机密” 的秘密， 他

们一直使用着已经被揭穿

谜底的“谜” 式密码机，

甚至希特勒也经常使用

“谜” 密码机与远在北非

的隆美尔进行联络， 英军

驻北非部队司令蒙哥马利

能和隆美尔同时看到希特

勒的电文。 密码不密， 安

得不败！

★遭遇空袭后， 考

文垂市几成废墟



雄鹰搏击英伦岛———不列颠空战

Ⅰ

7 月交手 锋芒初试

为了确保“海狮” 计划的实施， 戈林和他的助手制订了空袭计划， 把进

攻英国的战斗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进行， 目的是

击沉英国的所有商船， 打击英国海军的舰只、 基地和设施， 将企图阻止德国

这些行动的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予以消灭或驱逐。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地猛攻

英国空军， 通过庞大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综合闪击战， 摧毁皇家空军的机场、

防御工事和飞行制造厂， 使英国空军陷入瘫痪。 第三阶段， 德国空军掩护帝

国的登陆集团占领英伦三岛。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 戈林组成了攻击英国的空军集团。 该集团由第 2、

第 3、 第 5 航空队组成。 第 2 航空队驻在荷兰、 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 指挥

部设在布鲁塞尔， 前沿指挥部设在灰鼻角， 由凯塞林元帅担任航空队司令；

第 3 航空队驻在法国北部和西北部， 指挥部设在巴黎， 前沿指挥部设在多维

尔， 由施佩勒大将担任航空队司令； 第 5 航空队驻在挪威和丹麦， 由施通普

夫大将担任航空队司令。 其中， 第 2、 第 3 航空队是主力， 3 个航空队总计

有作战飞机约 2400架。

英军参加抗击德军空中进攻

的主力是战斗机航空兵， 由战斗

机指挥部总司令道丁空军上将指

挥。 道丁， 1936 年任战斗机部队

司令， 晋升为空军上将， 1940 年

不列颠空战爆发时， 他已经 58岁。

道丁滴酒不沾， 因而被皇家空军

一些人戏称为“古董”。 其实， 这

个绰号并不是很贴切， 因为道丁

的思想一点儿也不陈旧， 他对新

军事技术非常敏感， 致力于雷达

和新式战斗机的研制， 并积极探

索新的战术战法。 在不列颠之战

中， 道丁沉着稳健的指挥， 对英

★ 有空中鲨鱼之称

的 Me-110 飞临

不列颠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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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王中王·“二

战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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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道丁的战斗机指挥部下辖 4个航空队。 第 10 航

空队司令为布兰德空军少将， 下辖 4 个中队， 负责

英国的西南地区； 第 11 航空队司令为帕克空军少

将， 下辖 22 个中队， 负责英国的东南地区； 第 12

航空队司令为马洛里空军少将， 下辖 14个中队， 负

责第 10和第 11航空队以北的中部地区； 第 13 航空

队司令为索尔空军少将， 下辖 14 个中队， 负责英

国的北部地区。 英国战斗机航空兵共有 54个战斗机

中队， 约 700架战斗机。

从 1940年 6月初开始， 德国空军不断用少量飞

机对英国的空军基地、 港口和运输商船进行试探性

轰炸， 想诱使英国战斗机出战， 以查明英国空军的

兵力与部署情况， 消耗英国空军的战斗力， 试探英

国防空体系的范围和有效程度。 同时， 干扰英国的

战争准备， 为实施“海狮” 计划做准备。

★ 返回基地的轰炸

机群

★ 丘吉尔巡视轰炸

后的考文垂大教

堂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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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王中王·“二

战

”经典

兵， 包括几百名经验丰富、 身经百战的飞行和机务人员葬身大海。 这些飞行

员大都是战前经过千里挑一的高淘汰率培养出来， 有宝贵实战经验的日本海

军之宝！ 这种损失， 对日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中途岛海战， 是近代日本帝国海军建军 70 年来所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

击， 凶霸骄横、 不可一世的帝国海军自此从巅峰跌下， 开始走向没落。 中途

岛海战因此而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 日本海军凭借其对珍珠

港的偷袭取得了在太平洋上的优势， 能够为所欲为地发动攻势， 但此次海战，

使其丧失了优势和太平洋战争主动权。 而对于美军来说， 中途岛海战的胜利，

不仅大振了美国国威和军队的士气， 而且还改变了美日双方海军力量的对

比， 使美太平洋舰队从对日劣势转为势均力敌， 有了与日本海军进行大规模

海战并发起反击的能力。 正如尼米兹所言， 中途岛海战的胜利， “意味着战

争的防御阶段已经结束， 美军能够掌握某些主动权的时期已经到来”。 中途岛

战役以后， 日本帝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随后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 马里亚纳

战役等重大战役中一败再败， 直至彻底灭亡。

中途岛海战已经过去 70多年了， 然而， 这场战役仍能给我们很多有益的

启示。

中途岛海战反映了现代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在双方其他条件相差无

几的情况下， 技术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获取日本作战计划的手段并不是传统的翻墙入室、 鸡鸣狗盗， 而是

先进的无线电侦破技术。 珊瑚海海战中受伤的“约克城” 号航空母舰， 照正

常估计需 3 个月才能修复使用。 由于技术力量的雄厚， 再加上工人的干劲，

结果 48小时就恢复正常， 及时赶上了中途岛海战。 日本人的士气、 干劲绝对

不亚于美国人， 但它 2 艘受伤的航空母舰“瑞鹤” 号、 “翔鹤” 号因修理技

术的落后， 没能赶来参战， 美国军舰上有雷达设施， 日本军舰上没有雷达设

施， 因而也就无法控制升空后的战斗机群， 当它们全力攻击美鱼雷机时， 对

方的轰炸机群乘虚而入， 炸沉了航母。

后人对中途岛海战的经验教训见仁见智， 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和见解， 但

有一条为大家所公认， 那就是信息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从中途岛会战过程来

看， 日本海军的飞机质量和飞行员质量、 战斗后勤人员的训练、 兵种协同能

力、 后勤保障以及航母数量， 都占很大优势， 但日本最终还是失败了， 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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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海军走向没落———中途岛大海战

Ⅳ

要原因在于， 美国人破解了日军的通讯密码， 从而对日军的中途岛作战计划

了如指掌， 应对自如。 这说明作战机密的泄露足以丧失一切优势， 因为它使

得最卓越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变得荒谬而不合理。 在武器装备高度信息化的

今天， 夺取信息优势变得更为重要。 保证信息安全， 或许还不足以保证战争

的胜利， 但没有信息安全， 却足以丧失一切胜利的可能。

（撰稿： 陈荣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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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要点

★ ★ ★ ★ ★

★★

作战国家：

★

作战时间：

★

作战地点：

★

主要作战将领：

美国、 日本

—尼米兹— —山本五十六—

★ 改变太平洋地区日美航空母舰实力对比的海战。

★ 日本帝国海军盛极而衰， 走向没落的转折。

★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 战局出现有利于盟军的转折。

战史地位

1942 年 6月 4日至 7日

太平洋中途岛及附近海域

尼米兹———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 美国海军上将

山本五十六———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 日本海军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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