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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 琊 海 战 ，是 公 元 前
485年吴国与齐国之间爆发
的一次大规模海战，也是中
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
早一次海战。齐国凭借主
场作战的优势、钩拒等武器
的加持与丰富的海战经验，
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海上大战

自公元前 6 世纪以来，
东南方向的吴国开始崛起。
柏举之战中，吴国一举攻陷
楚国都城郢都，吴王阖闾开
始称霸中原。夫差即位后，
吴国在夫椒之战中大败越
国。野心膨胀的夫差不再满
足于偏安一隅，意图率兵北
上问鼎中原。

夫差为取得中原霸主
地位，将目标锁定中原大国
齐国身上。恰在此时，齐国
大夫鲍氏弑杀国君齐悼公，
齐国朝堂之上暗流涌动。
吴王夫差看到出兵进攻的
机会。他假意为齐悼公发
丧，而后率师讨伐齐国。夫
差亲率吴国军队并联合鲁、
邾等国，借道鲁国从陆上攻
齐；同时又派大夫徐承率领
水军，沿海路奔往齐国的南
鄙（今山东青岛琅琊一带）。

齐国尽管有内乱，但面
对吴国的强大攻势，齐国内
部暂时摒弃前嫌，同心协力
保卫家园。琅琊海战中，齐
国水军先使用火箭攻击吴
军战船，之后利用金属冲角
和钩拒对吴军战船进行撞
击围困。吴国水军难以抵
挡，损失惨重，仅有部分残
兵突出重围。主将徐承在
部将保护下杀出重围，狼狈

撤军。虽然夫差在陆上取
得一些小规模胜利，但无法
挽回海上作战的失利，不得
不撤军回国。齐吴两国这
场规模巨大的海战，最终以
齐国的完胜结束。

骄傲轻敌

琅琊海战中，此前威风
八面的吴国水军惨遭失利，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吴国的
骄傲轻敌。吴国崛起不过
百年，且人口稀少，国力财
富也不能和齐国相提并论。

吴王阖闾时期，伍子胥
等人便在太湖训练水军。
吴国水军不断壮大，各种战
船配备日益齐全。然而，夫
差忽略了一点，海上环境与
内陆江河湖泊大不相同。
大海不仅更为广阔，而且风
高浪急，礁石遍布，气候变
幻无常。与吴军相比，齐军
对当地海域环境更为熟悉。

海上大战伊始，汹涌的
海浪，让很多吴国士兵出现
晕船现象，战阵开始散乱。
之前为尽快赶赴战场，吴国
水军士兵一路上没有得到
充分休息，当时的战船大多
靠人力驱动，这让士兵疲惫
不堪。同时，吴国水军士兵
缺乏应对海上风浪的经验，
各类战船之间未能形成默

契配合，难以形成作战的合
力。战斗时，作为旗舰的

“艅艎”号缺乏其他战船的
保护，在战争中遭遇围攻，
最终被齐国水军俘获。此
外，琅琊海战发生在初春时
节，此时北方依然寒冷，习
惯于南方温暖环境的吴国
水军士兵并未配备厚衣铠
甲，冰冷的海风使他们的战
斗力大幅度下降。而齐国
水军士兵穿着铠甲手持盾
牌，这使得在接舷战中，未
做防护的吴国水军士兵被
全副武装的齐国水军士兵
大量杀伤，终致惨败。

武器适宜

此战中，齐国水军使用
了数件适宜的武器达到“善
其事”的目的，对战争的胜
利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是火箭的使用。战
争打响后，齐国水军将 300
余艘大小战船分为 3 个战
阵，一齐向吴国水军进击，同
时发射大量火箭。一时间，
吴国多艘战船中箭起火，士
气受到重创，阵型多处被齐
军舰队突破。火箭的使用反
映出当时兵家已越来越重视
发挥火的巨大威力。

其次，齐军战船上装配
的金属冲角也在海战中发

挥了巨大威力。在冷兵器
时代，战船之间的撞击是水
战的重要方式，交战双方往
往谋求通过合适的角度、力
度等将敌方战船撞翻。这
种情况下，冲角应运而生。
所谓冲角是指船艏的一种
尖角兵器，多装置在用于冲
撞敌舰的突冒船船体前部，
在海战中起突破作用。此
战中，齐国水军就装备了大
量 带 有 金 属 冲 角 的 突 冒
船。齐国水军在用火箭完
成第一轮攻势后，随即派出
突冒船向吴国水军发起撞
击，并以大翼船和数艘桥船
作战术配合，向吴军舰队深
处突击。吴军舰队阵脚大
乱，被迅速分割成几部分。

最后，在齐国水军对包
围圈中的吴军战船发动总
攻击时，使用了一种叫作钩
拒的水战武器。它是一种
带有钩子的长矛，在水战
中，既可用“钩”钩住敌军战
船，使其无法逃脱；又能在
己方处于劣势时，用“拒”抵
挡敌军战船的追击。在琅
琊海战中，齐国水军在利用
火箭和金属冲角完成前两
轮攻势后，使用钩拒钩住吴
军战船，使之无法逃脱，继
而通过接舷战的方式取得
战争的胜利。于涌泉

琅琊争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战
乾 隆 二 十 六 年（1761

年），山东德州爆发了百年不
遇的特大水灾，城里城外一
片汪洋。半个多月后，水还
没有退，老百姓家里的粮食
全吃光了，眼看着就要出现
饿死人的事了。

当时，清朝对官仓粮食
的管理非常严格，动用官仓
的粮是大事，必须要由督粮道
向上级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
开仓放粮。当时的山东督粮
道是颜希深。可是，在发大水
之前，他出差到外地去了。现
在大水围城，信息中断，却没
有人敢开粮仓放粮。

就在此时，颜希深 70多
岁的老母亲何太夫人站了出
来，她把管官仓的官员叫到
自己家中，要求放粮，但官员
还是支支吾吾地不敢做主。

老太太大声说：“我是颜
希深的母亲，我儿子不在家，我
替他做主，将来一旦出事了，由
我儿子一个人顶着，丢官、坐牢
由他一个人承担；我把我的所
有家产全部抵押给你们官府，
如果将来需要赔偿的话，将我
家所有的财产全部查封抵
偿！这样可以了吧？”

官员见何太夫人如此深
明大义，回去便打开官仓放
粮，解了燃眉之急，数十万灾
民就这样度过了灾荒。

数日后，洪水退去，“未
经请示擅动官仓”一事传到
了省府，山东巡抚上报参
劾。乾隆并未动怒，反而被
何老太太的担当所感动。他
愤然在奏折上批道：“汝为封
疆大吏，有如此贤母良吏，不
保举而反参劾耶？”随后，乾
隆降旨，对已动用的仓谷，准
许作为正项开销，无须赔补；
而且特赐给颜母三品封诰，
以资表彰。

颜希深是清代广东连平
县元善镇人，母亲何氏出身书
香门第，嫁到颜家后因家庭困
难，常以种桑织麻供子读
书。颜希深成年后进入仕途，
在任上恪尽职守、廉洁奉公，
深得乾隆帝赏识。唐宝民

乾隆为何嘉奖
小脚老太太

美莱康生欧米伽3六毛六特卖
欧米伽 3 是对人体健康十分重要的一

种营养成分，有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如
今在中老年人群中引发高度关注。

为了让读者朋友们吃上优质实惠的欧
米伽 3，老年生活报康康商城特联合威海紫
光药业批量生产现在团购价每粒只需 6 毛
6，（每人限购两年量，前50名买10瓶送2瓶

（同品），数量有限，早买早得）抢到就是幸
运，望广大读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美莱康生优质欧米伽3 三大优势
优势一：批号是产品的身份证，本次活

动供应的欧米伽3软胶囊，经过正式批准通
过，符合正规的流程。从原料的鉴定精选、
生产环节的质量把控、产品品质的检验测
试，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

优势二：欧米伽 3 精选原料，采用高科
技工艺，各项指标均符合检测标准，让您吃
到更优质的欧米伽3。

优势三：本次欧米伽 3 活动是老年生
活报康康商城甄选产品，质量有保障，价
格特惠。

鲁食健广审（文）第2021112476号

申领热线：400-8166-236
怀府草堂科技（广告）

随着季节变化，晚上睡不着，容易

醒，需要关爱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好

产品呵护中老年人的健康。

【睡石川】特有的酸枣仁成分可以

释 放 酸 枣 仁 皂 苷 ，舒 缓 压 力 ，缓 解 疲

惫。同时再搭配百合、茯苓、桔梗、枸

杞、桑葚、核桃、桂圆、莲子、大枣等成

分。可调整焦躁情绪，让身心平和安

宁，让睡眠成为自然而然的状态。睡不

着容易醒的中老年朋友可拨打电话免

费领取。

来电领睡不着 容易醒

古代古代水战中使用钩拒示意图水战中使用钩拒示意图

接舷战是冷兵器时代
水战战法之一，指在水战
中，当双方船只的船舷相互
靠近时，本方士兵跳上对方
战船，与敌方展开短兵相接
的白刃战，以求杀伤敌军并

俘获敌方战船。在热兵器
发明和广泛应用之前，远程
攻击的方式及威力都较为
单一，因此，水战通常以撞
击战的形式开始，以接舷战
的形式结束。

接舷战

趵突泉作为“天下第一
泉”而备受赞誉。很早的时
候，人们就临水修建亭台楼
阁，开辟“景区”，使这里逐渐
成为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去
处。那么，当年的趵突泉及
周边环境是什么样的？

当年的趵突泉“园区”什么样

明崇祯《历城县志》载《趵突腾空》图

1907年（晚清）的趵突泉

民国时期民国时期 上世纪上世纪7070年代初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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