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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ought of Maritime Guerrilla Breach Warfare of the People’s Navy

人民海军海上破袭游击战思想研究
★ 吴铁民 李 艳

摘要：人民海军创建之初，根据基础薄弱、敌强我弱的实际，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

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成功运用于海上作战，发展形成海上破袭游击战作战指导思想；运用“集

中优势兵力”“十六字原则”等游击战精髓，指导人民海军取得海上游击战胜利；充分发挥岛

岸群众伟大力量，丰富和发展了海上人民战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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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破袭游击战思想，是人民海军初建阶段，根据基础薄弱、敌强我弱的实际，以积极防御战略思

想为指导，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成功运用于海上作战，逐步形成的重要作战指导思想。

一、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发展形成海上破袭游击战作战指导思想

以“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为核心的积极防御思想，是人民军队一贯的战

略指导思想，主张在防御中积极主动寻找战机，并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海军，

面临的海防形势十分严峻。创建初期，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指导下，人民海军着眼完成沿海作战任务，

坚持海上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确立了海上破袭游击战方针。

（一）把当前对敌斗争与将来作战任务结合起来

打破敌人封锁，协助陆军收复沿海岛屿，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是历史赋予刚刚诞生的人民海军的

艰巨任务。①1950 年 8 月，海军建军会议明确指出：海军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国防，解放台湾则是当

前的主要任务。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只有处理好当前对敌斗争和长远

建设的关系，才能有的放矢地实施正确的海上战略和方针。1954 年 4 月，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总结海军

初建阶段工作时指出：以当前对敌斗争为主还是以长远建设为主？这是一个明确海军任务的问题。不能

把负担当前对敌斗争任务和准备力量负担将来的任务对立起来，既不能满足于应付当前任务而停滞不前，

又不能脱离当前任务而关起门来进行长远建设。② 新中国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海上安全环境，在海上作

战中一味贪功求大，对于一个初步建立、相对弱小的海军来说不切实际，也不符合国家的海上安全战略

要求。正是由于充分考虑了收复沿海岛屿与巩固海防的统一性，人民海军以海上破袭游击战方针为指导，

发扬“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 ”等战斗精神，打出了万山群岛海战、披山岛海战、三门湾海战、“八六”

海战等一系列经典战例。

（二）坚持长期的积极的作战方针

初建的人民海军结合海上作战任务，始终坚持长期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并进一步要求部队既须防止

由于轻敌而产生的急躁情绪，又要防止由于长期斗争所可能产生的松懈疲惫情绪，而 主要的是发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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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主动的战斗精神，以改变当时沿海对敌斗争的形势。在战斗战术上，进一步要求除在统一的行动中积

极协同陆军、空军作战，还必须发挥在海上单独作战的积极性，加强海军各兵种的密切配合和统一指挥，

采取积极的小的速决的歼击战，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和歼灭敌人。

（三）坚持持久作战中的海上游击战

为了更快收复沿海岛屿、解放台湾，海军中曾一度产生过速胜论、决胜论等思想，这种思想与新中

国国情、军情特别是海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但仍然较长期地存在于一些同志思想中。为此，萧劲光曾

指出，在战争指导思想上及战略战术原则上，根据我们的优越性和缺陷性而采取持久作战方针，仍是完

全必要而正确的。① 这是当时海军领导人深入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精髓，准确把握国家军事战略，

基于海军所处的战略环境而做出的科学判断。海军在初建阶段始终坚持持久作战的海上游击战，在海上

采取积极行动，争取在战术方面尽可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以支援陆上作战。在作战方式上要求以分散的海

上游击战与在有利条件下集中打击的歼灭战相结合，即海上的破袭战与沿海抗登陆战相结合。之后，海

军作战原则进一步确立为充分利用依托海岸、岛屿的有利条件，采取机动灵活出敌不意的游击战争在海

上打击敌人，并 终确立为海上破袭游击战指导思想。这是人民海军在贯彻国家军事战略基础上，客观

分析沿海局势，立足当前和长远任务，充分考虑到大国介入未来沿海军事斗争等因素后，制定的科学审

慎的海军作战方针，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海军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作战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二、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十六字原则”等游击战精髓，指导人民海军取得海上游击战胜利

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精髓，就在于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打破敌人的封锁和控制，变被动

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人民海军创建时，沿海港口与岛屿仍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控制之下。② 朝

鲜战争后，帝国主义仍不甘心失败，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为了保卫国家生产建设，打击敌人猖狂

气焰，人民海军创造性地把游击战思想运用于海上作战实践，指导人民海军不断取得海上破袭游击战辉

煌战绩，出色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作战任务。

（一）积极主动捕捉战机战胜敌人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③“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

活地使用兵力。”④ 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创造并捕捉有利战机，对敌实施积极主动的进攻，是游击战的基

本作战形式，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陆上作战，对于打赢海上战斗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民海军成

立之初，海军部队弱、散、小，经过一段时间重点发展轻型舰艇后，其作战的主要特点和优势，概括起

来就是高度的运动性和灵活性。这一特点要求在作战时要积极主动捕捉战机战胜敌人。年轻的人民海军

继承和发扬游击战思想，克服人员、装备、后勤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困难，勇于承担党和人民交给的作战

任务，积极主动寻求战机。人民海军自成立以来进行了大小战斗1300多次，其中主要发生在海军初建阶段，

从这些实际战斗中，取得了海上斗争经验，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

（二）注重集中优势兵力避强击弱

游击战思想尤其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形势。”⑤

海上斗争同样是力量的竞赛，因此必须从敌我双方力量的发展变化上着眼，不能停留在某一时、某一点，

否则就会陷入被动。人民海军继承了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精髓要义，注重根据海军特点研究集中力量打

击敌人的军事方针。萧劲光对此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他认为，敌人不能永远集中在一起，一定会

① 海政编研室：《海军文献》第 2 册，第 240 页。

② 史滇生：《世界海军军事史概论》，第 45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11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93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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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散的机会，以我之集中对敌之分散，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我集中变强，敌分散

变弱，加上我们政治上的优越性，依托岛岸作战的优越性，我们就有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机会。①

人民海军在敌强我弱、敌集中我分散的情况下，充分运用集中优势兵力的作战策略，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经典战例。如：1954 年 3 月的三门湾海战中，参战舰艇实施攻击并击伤国民

党军舰后，发现敌人有多艘舰艇赶来增援，对于优势的敌人，编队审时度势，在有利于隐蔽的海面作灵

活机动的转移，迅速摆脱敌人，有效避免了自身作战损失，保持了战果。1954 年在檀头山岛附近海面先

后进行的两次战斗中，均采用了“双舰打单舰”的策略，两次击伤国民党军“太”字号军舰，给敌以很

大震慑。1954 年 11 月人民海军利用快艇集中攻击国民党军主力驱逐舰“太平号”的战斗，部队战前待

机六个月，确定了“敌舰不明不打，不靠我们海岸不打，出击不利不打”的作战方针，确保兵力集中、

把握战机，取得了一举击沉敌主力舰艇的辉煌战果。1965 年的“八六”海战中，首先集中多艘高速护卫

艇和快艇击沉国民党军舰“章江”号，又迅速组织调整多艘护卫艇配合原有快艇追歼敌舰“剑门”号，

同样在兵力、火力、速度上取得优势，一举击沉。

（三）打好近战、夜战、快战

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中的奇正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战法

打法，尤以近战、夜战、快战为代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人民海军成立初期，

海上力量并不强大，要想以小搏大，除了发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必须采取突然袭击的战略战术，发

挥近战、夜战、快战优势，给敌以措手不及的打击。1954 年 5 月，军委副主席彭德 巡视山东沿海设防

情况时讲道：“在海军战史中，以小艇击沉重型军舰的战例，为数甚多。”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军在海战中正确判断敌我情况，灵活机动部署战斗，寻找把握良好战机，依托

岛屿等海洋环境，乘敌不备突然进行近距离攻击，予敌以有力打击。比如：1950 年 5 月的万山群岛海战，

战役开始时以火力船队夜袭国民党军舰艇停泊场，敌舰艇之间、敌舰艇与岛上敌军之间，相互盲目射击，

出现极大混乱。在之后的战斗中，人民海军“解放”号炮艇冲进敌舰艇群，从千米左右一直打到近百米，

致使吨位大、火炮口径大、船舷高的敌舰难以发挥火力优势，而吨位小的“解放”号则灵活机动，充分

发挥机关炮、火箭筒和无后座力炮的威力，给敌舰舱面的国民党军以严重杀伤。1950年 7月的披山岛海战，

炮艇部队利用暗夜隐蔽航渡，长途奔袭，使披山岛国民党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战斗中，与敌舰

展开激烈近战甚至接弦战，指战员除使用艇上的火炮外，轻武器、手榴弹、炸药包等都充分发挥了作用，

国民党军一艘炮艇被人民海军用手榴弹、炸药包炸沉。1958 年的封锁金门、马祖作战，人民海军鱼雷快

艇部队攻其不备，给国民党军制造“错觉和不意”，迫近敌舰至 近距离才发射鱼雷，这样更准确地击

中了敌舰。1965 年在总结“八六”海战时指出：小舰不仅可以打大舰，而且也能够击沉敌舰，证明了在

海上作战更应该发扬人民军队夜战、近战的优良作风。

（四）运用诱敌、伏击等战术策略

毛泽东游击战思想，强调要善于运用地形、天气等因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以诱敌、伏击等战术，

出敌不意，攻敌不备。这些战术思想同样可以运用于海上作战，不同的是，作战环境要以海面、岛屿等

地形，或以风浪、浓雾等天气条件为屏障。这就需要指战员发挥聪明才智，寻找诱敌良机，创造伏击的

有利 势，形成利弊转化的条件，再一举歼敌于不备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采取守势，

盘踞在一些沿海岛屿，采取龟缩姿 不轻易出动，给人民海军歼敌带来一定困难。人民海军在海战中，

往往利用岛屿、海岸等天然屏障，注重运用诱敌、伏击等战术，将敌引入对其不利的海域，然后集中兵

力有效歼敌。如：1951 年 6 月的头门山海面战斗，人民海军快艇部队提前六个月就秘密进入伏击海区，

天天进行紧张准备，忍受一切艰苦困难， 终捕捉到有利战机。战斗中，海军舰艇隐蔽于头门山北占据

① 海政编研室：《海军文献》第 1 册，第 854 页。

② 海政编研室：《海军文献》第 1 册，第 741 页。



人民海军海上破袭游击战思想研究

2021年第 1期 49

有利地形，待国民军舰接近后予以突然打击，仅用约两小时便击伤敌护航舰、扫雷舰各 1 艘，胜利完成

战斗任务。1954 年 5 月，檀头山东南海面战斗，人民海军以 1 艘舰艇诱敌，将国民党军舰引入预定区域，

创造歼敌良机后再予以夹击，战斗部署灵活恰当，虽未取得战果，但对敌起到了很大威慑，使敌不敢再犯。

1958 年对金门进行封锁的一系列海战中，人民海军快艇集结时“以单车微速，使用消音器”，并通过“快

艇系于帆船内舷”进行伪装，“成功的保障了快艇行动的高度突然性”，是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

一。此外，在捕歼敌特登陆艇、交通艇、特务船等战斗中，通常以设伏待机等方式，采用“放进来打”“关

门打狗”等战术，以优势兵力围歼敌人。

三、充分发挥岛岸群众伟大力量，丰富和发展了海上人民战争思想

毛泽东曾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① 人

民海军始终坚持人民战争思想，在进行海上游击战时，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动员渔民、船民、盐民，依

靠岛岸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使初建的人民海军在万里海疆立于不败之地。

海上游击战主要是以正规部队进行单兵种或各兵种合同的战斗活动，需要岛岸群众，尤其是渔民帮

助进行侦察、掩护基地、与敌特分子斗争等工作。人民海军诞生之初，沿海一些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势力

的蒙蔽和蛊惑，对人民海军心存芥蒂。1951 年 8 月召开的海军首届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劲光指出，把“联

系群众、依靠群众，在人民群众中生根，首先是在渔民中生根”，作为海军建设的基本思想。② 人民海

军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为渔民办实事，结合完成剿匪、护渔、救生等任务，在渔民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

取得了沿海群众特别是渔民的信任与支持。在战斗中，沿海群众在收集情报、协助侦察、瞭望警戒及捕

捉偷越国境人员和国际间谍等方面，都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正面作战。如：大万山民兵仅 1952 年就配

合部队进行大小战斗近 30 次，捕获大批海匪和偷越国境者，缴获很多匪船及武器弹药等；解放蚊尾洲

岛时有渔民船 40 余只，配合部队一同勇敢登陆；东矶列岛战斗中，海门市许多渔民争相报名参加运输

部队。此外，沿海渔民在抢救受伤官兵和支持海军建设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54年 5月，当“瑞

金”舰在战斗中失事时，渔民们不顾生命危险划着小船前来营救，救出 20 余名海军官兵；在修建垃圾

尾岛营房时，群众自动帮助部队挑砖运沙。③沿海渔民、民兵，成为对敌斗争、巩固海防的一支重要力量，

是开展海上游击战的“青纱帐”“千里眼”和数不清的“活动码头”。

初建的人民海军充分认识到，仅靠海军的有限力量完成海上作战任务是不足的，民用船舶无论是在

当时的沿海作战，还是在未来战争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海军认为，在和平时期进行海上战斗力量建设的

同时，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后备力量建设，实行军民结合、劳武结合、平时建设与战时使用结合的方针。

这样，一旦爆发战争，就可以在海上出现一个全民皆兵的形势。为此，海军探索在交通航运部门和渔民

的基干民兵中，建立劳武结合的短期训练制度，并帮助地方组织相关训练。其训练内容和步骤主要包括：

从一般海洋气象知识，航海知识，排除机械故障、防风、防空、防雷、防潜知识入手，逐步增加海上战

斗训练课目。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海上运输和渔业生产技术，又为海军后备力量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

同时，在兵源的补充来源和复员退役的去向上，海军党委也认识到，应尽量做到从海员、渔民中来，回

到海员、渔民中去，这样，不仅在海员和渔民中不断增加技术力量，而且在广大的航运队伍和渔民群众中，

也为海军准备了雄厚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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