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除了海军所属，大名鼎鼎的

海豹突击队之外， 陆军的绿色贝雷

帽、 三角洲特征部队也都闻名遐迩。

除此之外， 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侦查

营、陆军的游骑兵部队、航空特种兵

团，以及空军的特种中队等，都是脱

胎于传统常规部队的特种战力量。 当

美国军队使用其压制下的空军、海军

火力时，这些特种部队在渗透、侦查

与破坏作战上，成绩斐然。 但当这些

优势因素由于各种原因打了折扣，特

种部队就看上去不那么灵光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 1993 年的摩加

迪沙之战。 此战中美国先后投入了第

75 游骑兵团、 第 160 特种航空兵团、

海豹突击队、三角洲特种部队等精锐

特种作战力量，却在没有有效火力掩

护的摩加迪沙陷入苦战。 当他们完成

初步的抓捕任务后，在当地遭遇了数

千索马里军阀部队和民兵的围攻。 当

负责运输的黑鹰直升机被击落后，许

多美军的特种兵部队被分散困在摩

加迪沙的复杂城区内。 虽然最终仅有

19 名美军士兵阵亡，却由于美军士兵

尸首被当地人拖拽游街的镜头，被电

视媒体曝光而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场

美国特种兵历史上

的惨剧， 在 2001 年

被搬上银幕，成为了

至今仍被军迷们津

津乐道的电影———

《黑鹰坠落》。

在美国特种兵

折戟摩加迪沙整整

10年后，另一个以特

种作战知名的大国———法国，也在特

种作战上遭遇了“滑铁卢” 。

2013 年 1 月，在西非国家马里执

行任务的法国特工被当地的恐怖组

织武装抓捕。 惯于使用小规模突击队

和代理人军队的法国，派出了一支特

种部队前往当地进行营救任务。 结

果，没得到足够掩护与支持的法军特

种部队被恐怖分子击败。 突击队在溃

败中抛弃了指挥官，后者随后身负重

伤，死在了当地医院。 而当地武装将

阵亡指挥官的照片，曝光于全球媒体

之上。

备受挫折的法国军队不得不在

此后增派地面部队到西非，联合了当

地数国的武装一起，才将西非地区的

恐怖分子武装镇压下去。

从这些典型案例中我们不难发

现， 特种兵其实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

神，更不会有电影中表现的那么无敌。

一个国家的特种兵部队战术水平，往

往依附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军事能力之

上。 即便是在落后地区，遭遇水平有

限的地方武装，精锐的特种兵依然需

要谨慎部署，避免正面对抗。

所以，更多时候，特种部队的任务

往往是我们所难以了解和认识的。 在

一些特殊情况下，特种部队被大量用

于拯救人质，这一类细巧的小规模突

击作战。 这就决定了特种部队本身的

武器、训练与职责，并非在大难临头是

挺身而出与敌人硬扛。 真实的特种部

队也绝非吴京，更不会是兰博。

《战狼 2》的情节，永远只会存在

于银幕之上。 据凤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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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特种兵 只是“临时工” ？

随着《战狼 2》的热映，民间对于特种兵的崇拜情节再次被点燃。由于长期受到各种国内外动作、战争大片的熏陶，

很多人对于特种兵的认识已经超乎了一个正常军种所能企及的范围。 近乎超人般的无敌，类似天神下凡般的勇武，以

及圣人道德的赋予，都让特种兵的形象被无限拔高。 然而当你了解特种兵的前世今生，或许就会有一番不一样的认识。

特种兵在一些国家的军队，是

中担负破袭敌方重要的政治、经济、

军事目标和执行其他特殊任务的特

殊兵种。 单兵作战能力极强，适合在

各种恶劣条件下，完成作战任务，往

往又能成为战争中决定战局的重要

因素。 因此，今天的人们，总是将特

种兵视为一个国家中的军事精英。

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当中，

执行特种兵职责的战士往往地位不

高、不受重视。

很多古代军队的将领， 都会临

时招募有特殊技能的人来执行特种

兵任务， 将其视为不折不扣的临时

工。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主

要是因为古代战争更多的讲究大规

模正面兵力的冲突， 小规模突击队

的效果并不显著。

以中国古代为例， 军队的主体

部分不是由国家安置的军户， 就是

吃皇粮的在编人员。 他们主要担任

了军队中的步兵与骑兵。 一些具备

突出个人能力的士兵和武士， 则被

将领们临时招募，执行前哨突击、敌

后骚扰、侦查敌情，甚至煽动和暗杀

任务。 他们虽然可以发挥不小的作

用，但并非不可或缺的战争因素。 即

便在小规模冲突中占得先机， 也需

要祈祷主力大部队的一锤定音，来

锁定自己的努力成果。

在这样的局面下， 中国古代的

将领们往往喜欢招募居住在边境上

的外族士兵来担任特征兵。 这其中

既会有善于骑马射箭的游牧骑兵，

也会有习惯山地树林间作战的西南

土司村民。 他们都因为各自特殊的

生活和生产环境， 具备了普通汉族

士兵所不具备的作战技能， 因而被

视为那个时代的宝贵军事资源。

然而， 即便是这些轻骑兵与山

地游击队表现再好， 也不可能替代

正面战场上的千军万马。 当遭遇正

规军部队的攻击， 这些古代世界的

特种兵也基本不是对手。

以著名的罗马帝国为例， 无论

是拥有出色正规军的他们还是企图

击败他们的对手， 都喜欢从一些边

区招募特殊人才来担任特种部队。

比如来自希腊南部克里特岛的弓箭

手就是这些特殊人才中的佼佼者。

他们依靠自己的射箭技能与勇武精

神， 成为欧洲古代很多帝国军队都

爱不释手的特种部队。 从亚历山大

征服波斯帝国的大军， 到罗马人纵

横地中海的军团， 甚至于后来的威

尼斯共和国军队，都会招募他们。

但是， 这些地中海世界数一数

二的弓箭手， 在遭遇强大的正规军

时，就不那么管用了。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 为马

其顿王国服务的克里特人使出了浑

身解数， 在山地上阻击进攻的罗马

军团。 但组织严密且纪律严明的罗

马步兵， 还是奋力冲破了克里特人

的散兵线。 而在西方军史中著名的

狗头山战役，自己就是“特种兵” 的

克里特人成功击败了对面的罗马特

种部队， 却无法挽救马其顿主力军

队的失败。

进入火器时代后， 各国军队都

喜欢招募一些山区的猎手担任特征

部队。

这里面既有欧洲战场上的散兵

部队也有在北美对付印第安人的民

兵。 但他们同样无法在火力强大的

正规军面前讨得便宜。

这让特征兵部队在很长时间

里，只能成为其他军种的附属品，给

大军打打下手。

特种兵长期都不是固定兵种

西方世界也有同样情况

当然在复杂多变的现代战场上， 特种兵部

队由于科技进步、战术革新等因素，重要性比古

代有了很大的提升。 很多国家不仅组织了多支

专业的特种兵力量， 还将一些传统部队也逐渐

转型成为了具有特征作战能力的新式军队。

电影《黑鹰坠落》很好的表现了现代特种部队

在现代战争中的极限

电影《战狼 2》海报

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特种战王

牌———克里特弓箭手

明代的广西狼兵就是古代的典型特种部队。狼兵是起源于明朝中期，

是当时壮族土司组建的地方武装。 又叫“俍兵” 。 广西狼兵曾以保家卫国

的忠义之血，书写过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明代朝廷曾调遣

“狼兵”到江浙一带抗击倭寇和镇压广西瑶民起义。抗倭一战中，“狼兵”

在其头领瓦氏夫人率领下英勇善战，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使倭寇闻

风丧胆。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特种兵的出现

始于二战时期， 但在中国古代战争中，

早已不乏“特种兵”的身影。

秦国铁鹰锐士：铁鹰锐士是秦国

最精锐的部队，由上将军司马错创立。

东汉陷阵营：东汉末年的一支精

锐部队，“将众整齐，每战必克” ，其统

帅为吕布帐下的中郎将高顺。

东晋北府兵：是东晋孝武帝初年

谢玄组建训练的军队，又名北府军。 太

元八年（383 年），北府军在淝水之战

中一举击败前秦大军，刘牢之一度追到

邺城，由此名声大振。

隋代燕云十八骑：相传，燕云十

八骑是由罗成父亲靖边侯罗艺率领的

精锐骑兵，总共由十八个人组成。 也有

历史学者认为，燕云十八骑及其故事大

多属于“演义” 。

唐代玄甲军：是唐朝初年的一支

精锐骑兵部队，士兵身着黑铁盔甲纵横

驰骋，所向披靡。

南宋背嵬军：背嵬军是南宋抗金

英雄岳飞统领的一支精锐骑兵部队，挂

帅的是其子岳云。 张淑燕 周斌

中国古代

“特种部队”

现代特征兵依然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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