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美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军事家# 1940 年在德国同

法国的战斗中$他率领的第七装甲师进攻神速$神出鬼没$被法国人

敬畏的称作% 幽灵师& ’在北非战场上$他在兵力占劣势$战场环境

不利的情况下$指挥军队屡败英军$被送上了% 沙漠之狐& 的美誉’
在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大反攻时$ 他巧妙地组织了千里大撤退$保

存了非洲军团的有生力量’在担任 B 集团军总司令时$他又领导了

抵抗盟军登陆的行动#虽然隆美尔为纳粹德国的侵略行动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个军事天才#本文拟就隆美尔的军

事统帅艺术作一粗略的探讨#
一(深谋远虑的战略大师

占领北非中东 腰斩大英帝国

传统的观点认为隆美尔只是单纯的战术家$缺乏战略眼光# 笔

者并不这么认为#隆美尔同德国最高统帅部轻视非洲战场的看法不

同#他认为只要使用相当少的兵力$即足以在近东地区大获全胜#夺

取中东% 从战略和经济上的价值来说$要比征服苏联南部的顿河河

湾划算的多# 在我们面前的领土蕴藏了大量的原料# 而征服中东足

以解除我们的石油荒$ 假使我这个军团能够在增加几个师的兵力$
并且保证供给充足$就可以击败在近东地区的整个英军部队# & 此

外占领中东可以切断美国军火和物资进入苏联的途径$因为当时绝

大多数的援助都是同过波斯湾的巴士拉流入苏联’占领中东还可以

作为向苏联南部发动进攻的基地$夺取苏联南部的油田$将会把苏

联置于死地$而此时英国人也不再掌握地中海的制海权$补给不会

再有任何困难’ 占领中东也迫使英国的物资必须要绕过好望角$航

行一万多英里才能够到达目的地$这样就要受到德国潜艇的严重威

胁$将使英国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占领中东可以和日本相呼应$形

成对印度的东西夹击之势$澳大利亚也是岌岌可危$而拥有丰富资

源的南非也处在轴心国势力的威胁之下# 此时% 就算是丘吉尔$也

恐怕不得不考虑是否应当与德国讲和& #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参

战也很难说结果会怎样#只是德军的最高统帅部始终认为战争的中

心在欧洲$没有采纳隆美尔的意见#
二( 出神入化的战术大师

隆美尔是一位出色的战术家# % 孙子兵法& 曰)% 兵者$ 诡道

也# & 隆美尔就是这样一位高手# 他的战术运用最突出的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隆美尔善于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薄弱环节

隆美尔认为)在战术方面$必须用最高度的机动性$最主要的努

力就是要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使己方的兵力能够集中$同时更要设

法找到敌人的空隙$趁机分裂敌人的兵力$以便把他们逐一击毁#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战场$ 突破科罗弗拉阵地的进攻中$德

军的进攻异常猛烈$但久攻不下# 隆美尔仔细侦察了意军的防御工

事$发现了一个突破口#于是在第二天凌晨$隆美尔的先遣部队迅速

插入了意军布防阵地的前沿$ 接下来仅用三个小时攻占了库克山#
随之$意军的整个防线开始崩溃$德国步兵从突破口蜂拥而入$成功

占领了科罗弗拉阵地#在 1941 年北非战场英军发动的% 战斧作战&
中$英军在坦克和飞机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拥有 300 辆坦克$116

架战斗机和 128 架轰炸机# 而隆美尔仅有 150 辆坦克$60 架战斗机

和 79 架轰炸机#英军火炮的数量也远远多于德军#隆美尔在抵挡住

英军第一天的进攻后$第二天拂晓指挥德军发起了反攻# 而由于德

军坦克数量的劣势以及英军强大火力的狙击$德军收效甚微# 在此

时$ 隆美尔果断命令两个装甲师在第三天拂晓前插入敌军侧翼$然

后冲向哈勒法亚海岸#这样既解除了英军对关键阵地哈勒法亚的包

围$也切断了英军的整个部队#果然$英军面对冲向其侧翼的德军惊

恐不已$很快陷入了一片混乱$隆美尔趁势继续推进$将英军赶回了

原阵地# 在这次战斗中$隆美尔仅仅损失了 20 辆坦克$却摧毁了英

军 100 多辆坦克$其中包括极难对付的英国% 马蒂尔达& 式坦克#
第二$隆美尔总是采取奇袭的战术

在奇袭的战术运用中$隆美尔认为)% 速度第一$一旦敌人被击

败$应该尽量追击以扩张战果#并设法彻底摧毁敌人的战力$使敌人

永远没有重整兵力的机会#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战场攻

占蒙特山的战斗中$隆美尔初次向人们展示了他对奇袭战术的巧妙

运用#隆美尔带领自己的士兵全速行军$经过几个小时的连续激战$
在黄昏时分$隆美尔终于来到了蒙特山最后一个山峰的脚下# 意军

在这里的防守十分严密$几乎每块岩石的后面都埋伏着一名意大利

士兵和一挺机枪#而此时的隆美尔已全速行军了 53 个小时$他的部

下早已疲惫不堪#但隆美尔坚持让大家悄无声息地爬近了意军的阵

地$随后进行了一阵突然且猛烈的机枪扫射$这阵扫射来势凶猛$把

意大利士兵吓住了$吓得本能的向后撤退# 当他们看到隆美尔冲到

面前时$只好一个接一个的投降了#凭着这样奇袭的方式$隆美尔一

鼓作气$到第二天上午占领了最高峰#而这次神速的胜利中$隆美尔

只牺牲了一个士兵的生命#在 1940 年的欧洲战场$隆美尔所率领的

第七装甲师在五个星期里长驱直入$深入法国境内# 由于突然出现

和突然消失$隆美尔的部队被称为% 幽灵师& # 一次$第七装甲师突

袭了法军的兵营$而当地居民根本就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一位老

妇人拉着隆美尔的手问道)% 你是英国人么* & 隆美尔礼貌的回答

说)% 不$妇人$我是德国人# & 老妇人听完后尖叫一声逃回家中# 隆

美尔的% 幽灵师& 一路打到英吉利海峡$然后又挥师西进$沿着海岸

线攻占瑟堡$并创下了一天推进 150 英里的纪录#
第三$隆美尔善于创新和利用欺骗的战术

隆美尔认为)为了获得奇袭的效果$使敌人感到迅雷不及掩耳$
我方的意图一定要尽量保密# 为了使敌人的指挥官狐疑不决(犹豫

化的战术大师$体现在善于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薄弱环节(奇袭战术的巧妙运用和善于创新和利用欺骗的战术’他是身先士卒的勇

猛斗士$体现在他冲锋陷阵(治军严明#

关键词 隆美尔 战略战术 统帅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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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前#应该善用一切欺敌手段$ 在 1940 年的欧洲战场#隆美尔率领

的第七装甲师不断运用它的新发明和新创造#而且屡建奇功$ 在度

过马斯河时#他为了让渡河的德军得到烟雾的掩护#点燃了河岸上

的所有房屋#飘荡在马斯河上的浓烟使法军无法找到目标所在$ 在

用无线电向坦克指挥官下达命令时# 他为了保证命令不被对手截

获#发明了安全性很高的延伸网$在前进过程中#为了找出哪些村庄

有敌人驻守#他采取利用一个装甲团一起开火的方法引诱对方暴露

自己的位置#如果对手是驻守在一片树林中#隆美尔就会长驱直入#
各种武器一起齐射#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就直冲进去$这种做法颇为

有效#虽然消耗了弹药#但却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在这种突袭的打

击下#法军精神很快崩溃#甚至连比隆美尔的坦克装甲厚得多的重

型坦克也纷纷投降$在隆美尔初抵北非时#为了给英国人以威慑#他

把自己少的可怜的坦克在的黎波里的街道上作巡回表演#让英国间

谍误以为德国的非洲军团有强大的坦克部队$而在向英军发起进攻

时#为了使德国军队看起来强大#他用木头和帆布在大众汽车的底

盘上作了大批的仿真坦克#来迷惑英军$虽然这些坦克是哑巴坦克#
但是他们的轮廓加上后面的卡车制造的尘土#使得这些坦克颇有威

慑力$ 英国的% 战斧& 行动被隆美尔挫败后#英军十分不解#隆美尔

到底是用什么武器将英军令人骄傲的% 马蒂尔达& 式坦克击坏的$
一名被俘的英军少校在德国军营执意要看一看摧毁他们坦克的德

国武器$ 满面笑容的隆美尔很痛快地满足了这名少校的要求#当

88mm 高射炮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位少校以一副混杂着愕然和愤

怒的表情说’% 这太不公平了# 你们居然用打飞机的高射炮来对付

我们的坦克$ &
三(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

冲锋陷阵 治军严明

隆美尔曾对随军记者指着自己总是位于冲锋最前线的坦克说’
% 在这场战争中#指挥官的位置就在这里#就在前线) & 在进军时#隆

美尔总是冲在最前面#经常处于炮火的威胁之下$ 在指挥坦克进攻

时#他经常从一辆坦克跳入另一辆坦克#指挥军队前进$ 在西欧战

场#由于隆美尔冲得太快#一度和自己的后续部队失去了联系*在北

非战场#由于他经常巡视战场#几度遇到生命危险$ 有一次视察归

来#突然遭到英国皇家空军袭击$ 两架战斗机突然猛扑过来#用机枪

向他的指挥车扫射$ 他的司机被子弹击中受重伤#一名卡车驾驶员

和助手当场毙命#电台车也被击毁$ 飞机飞走后#隆美尔爬到驾驶员

的座位上#开了一夜#黎明时才将受伤的司机送到战地医院$
在前线视察时#他要滴水不漏地过问每一件事情#是个严厉的

指挥官$可当他休息时#又是个招人喜欢的伙伴#与他的士兵们保持

着亲密的联系$ 冯+埃斯贝克少将回忆道’% 他与年轻人在一起交谈

时总是很愉快$ 他微笑着与每一个工作的士兵开玩笑$ & 梅林津少

校说’% 在隆美尔与他的部下之间# 有一种难以解释和无法分析的

神交#这是上天赠予的$ & 正是因为有了隆美尔这种身先士卒的榜

样和治军严明的纪律#所以他所率领的部队才能战绩辉煌#屡创胜

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隆美尔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大师#出神

入化的战术大师以及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正如丘吉尔这样评价隆

美尔’% 若撇开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不谈# 我可以说他是一位伟大

的将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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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全面的设计和完善$ 首先能够实现多种支付方式#应对多种患

者#在系统中患者取得磁卡! 或智能卡" 后即在本院建立了一个个

人账户#可以存入现金#存入现金后#即可以选择使用% 账户支付&

的方式消费$ 对于顾客和医院来说#这都可成为一个安全快速的结

算方式$ 其次可以实现收款不用找零#任意转存账户$ 在现金付款

时#系统可直接经交费人的意愿#把全部或部分% 找零额& 转存到患

者个人账户中$ 比如交费人可以只取回应找金额的整数部分#系统

自动计算并将其余部分自动转存账户$ 这样不但方便了病人#还可

以大幅提高收费工作的效率#使医患双方都免去零钱的困扰$

3.4 管理模式系统,,,支持基于磁卡或智能卡的% 一卡通& 模式

% 一卡通& 是现代医院的明显标志之一$ 磁卡是智能卡中的一

种#最大的优点是成本低廉#以因医院业务量大的特点#易于推广*

配以用户密码使用#可以保证安全性$ 在% 一卡通& 的医院系统中#

磁卡是病人的身份载体#患者凭卡就医(凭卡检查(凭卡检验(凭卡

结算费用(凭卡查询#能提高工作效率(明显缩短病人侯诊时间#最

大限度的减少差错#增加效益#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一卡通也是实

现全院无纸化医疗的基础$

4.系统特点

按照 % 以病人为中心& 的现代医院管理思想进行业务流程优

化#而通过改良完善后的系统功能更全面执行更方便#减少一些数

据流转环节#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医院运行的效率和医院管理水

平* 整个系统覆盖了医院医疗诊治各环节和医院管理各主要方面#

使各诊疗环节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信息流畅通#在医疗系统设计上

考虑到影像与图文信息一体化,为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质量提供有效

的手段*这种基于模型的设计思想是整个系统具有超强的适应性和

安全可靠性$

结语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它的建设

涉及了医院的方方面面#只有从整体出发#仔细考虑#严格论证#最

终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计算机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引入医院后#它的

基本要求是规范化和严密性# 这套系统充分体现了 % 以病人为中

心& 的现代医院管理思想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系统覆盖

了医院医疗诊治各环节和医院管理各主要方面#最大限度地提高医

院运行的效率和医院管理水平#给医院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只有建立现代医院的工作制度和医疗规程#把医院的实际管

理与应用软件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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