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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曹操究竟有多少兵
力？曹操自己说八十万，那是虚
数。古今史学界无一认同此数。

曹操南征荆州时，从十五六
万北方军人中抽调出步兵八万
人、骑兵一万余人，但调集来南
征的军队没有全部都参战。旱
路运输限制了出战的兵力。在
一条线上，上限兵力只能是五六
万，超过此数，不仅道路拥塞，后

勤也无法保障。
至于荆州兵，总数或许可达

七八万，但长沙、桂阳、零陵、武陵
等南四郡仅仅被抚定，曹军从来
没到过那里，所能动用的就是集结
在襄阳等地的二万余人。随后，曹
操又留徐晃驻扎樊城，令曹仁镇守
江陵。如此算来，东征进抵赤壁
的曹军总兵力约七万人。

对于孙权方面，基本一致按

照《三国志》的明确记载，是孙权
给了周瑜三万人马参战，而对于
刘备方面，则多数以诸葛亮自己
说刘备一万加刘琦一万合计两
万为准。大致上均认为是孙刘
联军五万人参战。

以五万抵抗七万兵力，人们
普遍认为赤壁之战是一次以少
胜多的战例属实，但双方兵力对
比并不十分悬殊。

双方兵力悬殊不大

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
箭”的事。但“草船借箭”也并
非空穴来风，据《三国志�吴主
传》裴松之注有关记载，建安十
八年，即赤壁之战五年后，曹操
率大军南下进攻孙吴。一天，
孙权借江面有薄雾，乘轻便战
船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
察曹营部署。曹操生性多疑，
见江面水雾缭绕，孙军整肃威
严，恐怕有诈不敢出战，下令弓

弩齐发，箭射吴船。孙权的船
很快便落满了箭，船因一面受
箭偏重，渐渐倾斜即将翻沉。
孙权命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
受箭，船身平稳后，孙权指挥战
船列队，缓缓离去，曹操才明白
上了当。

这只是发生在孙权身上
的一个故事，仅仅是急中生智
之举罢了。他并没有计划“借
箭”，史书中也没说是草船。

“草船借箭”是借来的故事

揭秘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

曹操总曹操总兵力只有七万人兵力只有七万人
核心阅读

赤壁之战，是冷兵器
时代一场著名的战争。
因为它几乎包含了所有
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强弱
对比鲜明的军队，意志力
坚强的统帅，反败为胜的
曲折历程，还有气贯长虹
的英雄故事。这场被后
人认定为意义重大的战
争，是否真如人们传统认
识的那样传奇多姿？是
否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经典战
役？历史上的赤壁之战
究竟是怎样的？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
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表次
子刘琮送来的水军（极小部分，
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
出来的水军）。曹操的水军分为
两路，沿江两边顺流而下，陆军
也分成两路，沿着长江两岸，在
陆地上行进，逼近赤壁。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一月
的一天，沿着长江南岸行进的曹
军，与周瑜指挥的前锋部队刚一
接触，便受到挫折。这个接触
地，叫做“赤壁”，不叫“乌林”。

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则在南
岸，两地隔水相对。

南路的曹军，在赤壁吃了亏。
曹操立即下令，南岸的陆军全部上
船，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
行的船靠在一起，上岸扎营。

曹军退过长江后，全军龟缩
在北岸，固守陆口上游斜对岸的
乌林，安顿伤病员。从赤壁到乌
林，单就战场形势而言，曹操由
进攻转为防御，周瑜由防御转为
进攻。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第一
仗比第二仗更具决定意义。

这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
义的“赤壁之战”，应该称为“赤
壁—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
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
大烧大杀，才是决战。曹军的船
与军营是在北岸，黄盖的大火烧
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
南岸的赤壁。

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
赤壁的“赤”字与“火烧”两字联
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
是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土
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

赤壁之战应为“赤壁—乌林之战”

三国历史上并没有黄盖使
用苦肉计，但诈降确有其事。
黄盖为保证无武装的火船不被
截击而能够顺利地接近曹军水
寨，便向曹操投书诈降。

曹操很轻易地相信了黄
盖的投降，是因为曹操认为，
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
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

下，很可能心有不甘。
此外，周瑜的同郡蒋干被曹

操派去说服周瑜也确有其事，但
并非在赤壁之战中。裴松之注
《三国志》时把它记在赤壁之战
后，并且只有蒋干劝降，没有中
周瑜的反间计。而蔡瑁、张允
也没有被卷入其中，他们甚至
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

“周瑜打黄盖”子虚乌有

一直以来人们均认定，黄
盖要火攻曹军沿江停靠的船
队，必须借助东南风。如果
没有东南风，则黄盖火攻绝
不能成功，得出这个结论是很
片面的。

黄盖在建议长途火攻突
袭时，并没有提及风向问题，
而只提到曹军船只首尾相连，
就可以进行火攻。根据中国
造船工程学会理事席龙飞的
《中国造船史》一书分析，中国
风帆技术出现在战国时期，而
到汉代则已经很成熟了。其
中以三国东吴万震所撰写的
《南州异物志》中对帆船技术
的记载最为宝贵（《太平御览�
卷七七一》），这里面就详细记

载了可利用侧向风力的用卢
头木叶制成的帆，这种帆可以

“其四帆不正前向”。因此，当
时东吴水军战船装备有可利
用侧风的帆是可以确定的。
所以，黄盖的火攻船，并不是
必须正好沿风向开进，而可以
利用侧向风。加之周瑜、黄盖
多次在长江流域进行水战，周
瑜方面已经确认这个季节的
风向均可以进行火攻。

退一步说，没有风力的作
用，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
施。黄盖完全可以把装满了干
草的船，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
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倚
仗水力，而不是风力。①3
综合《郑州日报》《文史参考》

没有东风，火攻依然可实施

私房菜会所转让
大统百货对面鸿德

花园附近1楼160平方
米4雅间私房菜会所，精
装，设备齐全，有固定客
源，公司内餐兼对外月
承包费3500元，有意电
话18637732211

海之鼎钢结构
H钢加工生产、巨型广

告塔、牌、公交站亭、移动岗
亭、卫生间、市政交通设施。
求购二手剪板机，可剪
16mm以下，冲压机。

联 系 电 话 ：
18537706000

觅友世界婚介
创办18年，工作人员

均为退休干部，由于严肃
认真，诚实诚信，被南阳
电台《独山夜话》栏目选
中，作为嘉宾参与《男婚
女嫁》节目和南阳电视台
《情定宛城》节目。

地址：市人民公园西
门对面向南 100米 3楼
电话：63221207联系人：
孙大姐 QQ：3162513915

厂房出租
位于百里奚路（公路

技校对面）2000余平方
米厂院（含房屋20余间）
出租，适合办厂、仓储等，
也可分租。
电话：13633998896

制胜面试培训班
培训对象：公务员、

教师等。地址：文化路
南 头 路 东 电 话 ：
18739023133

苗木出售
现有成品红继木球、

樱花、桂花、红叶李、七叶
树、黄山栾，现退地出
售。地址：月季园附近
电话：15637733776

门面招租
市专医院（中心医

院）北大门附近临主街
门店十余间向外出租，
适：大药房、服装、婴童
奶粉、电力设备等。
电话：18337736006

出 租
△临张衡路市民服务

中心旁如意广场6号楼
（办公楼）9楼860平方
整层，适合办公、会所。
电话：18736696153
△田源新城（南邓路

口新312国道西100米
路南）1～2楼2100平方
米新门面整体或分割出
租，停车场大；另两相路
与明山路西南角福成房
地产写字楼3楼280平
方米，4间房出租。
电话：13803875918闫

△南航盛德美南100
米路西果岭19号商务酒
店楼下一楼门面600平
方米，现对外出租。
电话：15136696666

出 租
△市长江东路大型仓

库两座，面积3000平方
米，大车可直接入库。框
架楼1栋4层，面积3000
平方米，可办学校、宾馆。
电话：15038722456
△中心广场3号楼2

楼13号门面房一间（50
平方米）空房出租。
电话：18003776333
△尚城国际南门西2

楼门面350平方米。
电话：1873901999
△土地厂房出租（龙

升工业园）。
电话：13703779468

急售二手吸氧机
电话：15203772297

转 让
△中州路二高东边服

装专卖店因事转让。
电话：13633772935
△某县坤记味道餐

厅，红火经营中，欲转让
或合股经营。联系人：
李先生18736606669

△伏牛南路工业园区
承包转让营业中宾馆，
客源稳定。另二楼300
平方米框架结构出租。
电话：13937737660

15839910393

养老护理公寓
一对一全方位生活

照料，免费试住两天,专
车接送。
电话：1327137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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