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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开集团军番号

军事评论员吴健认为，公开集团军番
号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军提高透明度的一系
列举措之一。随着我国在军事科技方面取
得一系列成就，我军现在的装备水平与国
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某些方面甚
至还超过了一些传统的军事强国。中国已
经不再需要靠“神秘感”来威慑潜在的对
手，而是可以用实实在在的先进装备与强
大军事力量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提升人民
的信心和自豪感。

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光认为，这是水到
渠成的事情，是正常的发展过程。过去是
从保密的角度考虑，老用代号，用“某”。
在机械化战争时期，这种保密是维护国家
安全的需要。如今是信息化战争时期，集
团军番号已经不算什么秘密。

18个集团军是如何形成的

从纵队到军 我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
纪里，曾多次整编，今天 !"个集团军的番
号，都是历经变革而来的。在土地革命战
争和抗战时期，我军编制或沿用旧军队编
制，或自行建立编制，或接受国民革命军
编制。例如八路军，正式番号就是国民革
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到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区普遍以
“纵队”为主要战役编制。每个纵队下辖 #

至 $ 个师或旅，相当于美军的“军”级单
位。到 %&'"年 &月的西柏坡会议，中央制
定了新的军事计划，准备在接下来的 $ 年
中，把现有的 (%个纵队 #")万人逐步扩展
到 *)个纵队 ())万人。

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于 %&'"

年 %% 月 % 日颁发了 《关于统
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
定》。规定称：“番号排列数
目为 *) 个军 #%) 个师，内中
空额，留待今后建立新的军和
师时补足。”这就是解放军历
史上 *)个军的番号由来。

从 %&'" 年 %% 月至 %&'&

年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
实施统一番号，全军使用了 (%

个军番号。后来又陆续使用了
%+个军番号，至今尚未使用过
的有 $个，它们是：第 (+ 军、
第 (*军和第 (&军。

精简整编 解放军曾进行
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先后有 $)多个军番号
被撤销，有的转业为建设兵团，有的改编
为海空军部队，有的改为地方军区。到
%&+%年，陆军总共还有 $%个军的编制。
“文革”时期，又恢复了 ( 个军的编

制，使陆军番号扩为 $+个。此期间，对这

$+ 个军下属的 %)" 个师番号也进行了统一
调整。

北京军区的 #* 军和 $" 军两支精锐部
队，率先升级为摩托化军。“文革”末期，
军内增编了坦克团，炮兵、高炮、运输车
辆等兵器数量也大为提高，向多兵种合成
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到 %&"'年，$"军和
$&军开始机械化编制。

从军到集团军 %&"( 年，我国向全世
界宣布进行“百万大裁军”。我军保留 #'

个军，在原先基础上，编入了装甲师、炮
兵旅、工兵团、通信团及防化、运输、陆
航、电子部队。这么一来，原先步兵为主
的陆军军，升级成为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
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战斗力得到进一步
优化。与百万大裁军同步的军升级为集团
军，标志着中国陆军正式走向现代化军兵
种合成。

上世纪 &)年代，我军再次改革，撤并
了 $ 个集团军，并将一批师缩编为旅。
#))$年，我军再次撤销 $个集团军。至此，
我军的集团军个数为 %"个。

我军现在这 %"个集团军中，五大野
战军现今都留有火种：有当年第一野战
军中的 %个军、第二野战军中的 '个军、
第三野战军中的 ( 个军、第四野战军中
的 *个军、华北军区野战军中的 %个军。
部队编制和人数减少了，但集团军下属
的机械化步兵师、旅，两栖机械化步兵
师以及陆航团、电子对抗团、特种大队
等部队蓬勃发展，集团军的现代化综
合作战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集团军是怎样部署的

%" 个集团军分属七大军区，即北
京军区 （#*、$"、+(），沈阳军区
（%+、$&、')），济南军区 （#)、#+、
('），南京军区 （%、%#、$%），广州
军区 （'%、 '#），成都军区 （%$、
%'），兰州军区（#%、'*）。

从集团军部署图看，负责北京
周边防卫的是北京军区第 $"、第
#*、第 +( 集团军，济南军区第
('、第 #)、第 #+集团军，沈阳军
区第 $&、第 ')集团军。其中，第
$"、第 #*、第 $&、第 (' 是甲类
集团军。 （%" 个集团军中，有
甲类集团军和乙类集团军之
分。甲类集团军配备人员比
较齐备，是相对完善的集
团军。）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8个集团军的番号正式解密。从此，我陆军集团军番号可以对

外公开使用，集团军番号不再以“某”替代。这预示着中国军队将更加开放透明。那么，我国

为什么要公开18个集团军的番号？这些集团军是如何形成的？其分布是怎样的？本报综

合了《长江日报》、《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媒体的报道，为读者一一解读。 ———编者
#)%#年 %#月 +日，外交部副部长谢杭生与阿

根廷代外长苏瓦因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关
于便利商务人员签证手续的协议》。近日，笔者从外
交部领事司了解到，上述协议将于今年 %月 $%日生
效，中国公民赴阿商务旅行签证手续将大大简化。

近年来，中阿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入
发展。#)%%年，双边人员往来达到约 '万人次，
但中国企业人员赴阿签证难办却成为长期制约中
方在阿投资、经贸活动的瓶颈。相关人员在申
请赴阿签证时，面临申请材料范围不明确，提
交的文件必须经过公证、认证以及办理时间
过长等问题。即使获发了签证，由于签证的
有效期及停留期较短，中方人员抵阿后多数
又面临向阿移民局申请居留的复杂手续。

那么，即将生效的上述协议将为中国商
务人员赴阿带来哪些便利呢？外交部领事司
的主管官员告知：

一是申请签证的手续简化了

中国赴阿商务人员除需按一般要求提交
签证申请表、照片、有效护照外，只需提交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致阿根廷驻华使领馆的照
会，或经领事司授权单位出具的公函，或阿
根廷外交与宗教事务部发出的通知函。

上述文件无需办理公证或认证。

二是获发签证的时间缩短了

只要符合条件，中国赴阿商务人员在递
交签证申请后 (个工作日内即可获得签证。

三是签证的有效期及停留期延长了

中国赴阿商务人员将获得两年多次入境
有效、每次停留 &)天的商务签证。

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
廷共和国政府关于便利商务人员签证手续的协
议》的签署和生效，将有效解决长期困扰中国
企业赴阿人员的签证难问题，对中阿双方扩大

经贸、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签证烦恼既已消除，拟赴阿根廷商务旅行的

朋友们，在规划好商务活动之余，准备尽情享受
阿根廷的阳光、足球、探戈、红酒和烤肉吧。

31日起中国商务人员赴阿根廷

签证手续将
大幅简化

陆楚政

每逢春节，我国大陆、港
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唐人街、华人社

区，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我
驻外使领馆也很重视这个节日，一般都举
行春节招待会、联欢会，把当地的华侨、
华人请到馆里一同欢度佳节。

我曾在布拉格、列宁格勒、杜尚别的
中国使领馆工作过 %) 多年，多次与华侨
华人一起过春节，那种浓浓的中国情给我
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过中国年

每到春节临近，我驻外使领馆便开始
忙碌起来，扫房子、擦玻璃、贴春联，在
正门前挂上 ' 个直径超过 % 米的大红宫
灯，在走廊两边，挂满栩栩如生的走马
灯，节日气氛一下子就烘托出来了。

除夕那天天刚擦黑，我驻布拉格使馆
灯光便全部亮起来，正门前 '个直径超过
% 米的大红宫灯特别引人注目。进入大
楼，富有民间风情的走马灯，挂在走廊两
边，人物、鸟兽、鱼虫，无不栩栩如生，
活龙活现，奇妙无穷，让人不得不驻足。

大年三十下午，以大使为首的使馆主
要官员，身着笔挺的中山装，满面春风地
恭候在使馆大厅入口处迎接来客。客人多
为同胞，他们都是使馆的熟人，也有金发
碧眼的洋女婿、洋媳妇、洋娃娃，即“华
属”。有的华侨华人或家属，特意穿上富
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对襟衣衫，女士也有穿
旗袍的。见面问候时，一改平时的“您
好”，而是满口的“春节快乐”、“恭喜发
财”。所行礼节，除了握手之外，也常见

拱手或鞠躬礼。

吃中国饭

准备几百人的筵席，光靠使馆里的厨
师难以完成，常常安排人帮厨，有时全馆
齐上阵。筵席上鸡鸭鱼肉自不必说，而富
于民族特色的春节传统食品，如饺子、春
卷等是必不可少的。包饺子大家都会，而
做春卷却相当复杂。先说春卷皮，只见厨
师将面搅成糊团，在加热的平底锅上一划
一转，%,- 秒钟，一张直径约 %( 厘米的
薄皮就做好了。包春卷与包饺子完全不
同，先在春卷皮上放上馅 （如鸡丝、豆
芽、肉末等），将皮卷成筒状，再把两头
叠进去，皮与皮之间用面糊粘住。下锅炸
制，需有经验的厨师亲自掌握。

迎春招待会的餐桌上既准备了筷子，
也摆放了刀叉。然而，这一餐几乎没什么
人使用刀叉，老外也自觉遵从中国传统文
化，学习使用筷子。

招待会上，饮酒是少不了的。由于是
春节聚餐，不必拘泥于外交礼节，气氛相
当活跃，像“哥俩好”、“六六六”等划
拳、行酒令很常见。不过，大家只是为了
助兴，当场喝醉、耍酒疯者并不多见。

说中国话

华侨华人多使用当地语言，中文水准
降低，是普遍现象。而使用中文和当地语
言的双语家庭，中文水平一般比较高；即
使平时用当地语言，但同国内联系较多
者，在语言、文字交流上也没什么问题；
而大多数第二代和儿童，口语能力普遍较
低，更不用说阅读了；洋女婿、洋媳妇，
由于多年同会讲中文的人一起生活，耳闻
目染，也多少能讲几句中国话，但是常闹
笑话，如分不清贬义、褒义，想表达自己
只是个普通小人物，却说成“我是小人”。
我记得有一次，夸一个人中文说得好时，
他竟回答说：“我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来。”我们不会讥笑他们，试想，我们说
外语时，也免不了会有类似的笑话。

享中国乐

各国过年过节都有自己的乐法，如有
人在聚会上，互掷蛋糕打“蛋糕战”，也
有人高兴时以砸盘子取乐。我国春节娱
乐，则是燃放烟花爆竹，舞狮子、划旱
船、踩高跷等。而使馆处在国外环境下，

有诸多不便，我国的某些传统
娱乐形式无法照搬过来，因而在使
馆过春节有不少遗憾。使馆春节的
“乐”，主要是年夜饭后联欢节目，通常是
在室内的唱、跳、玩等。

使馆为喜欢跳舞的人准备了舞场，交
谊舞、民族舞都可以。我记得，当时国内
正流行扇舞，使馆还专门准备道具———折
叠纸扇。京剧、豫剧、黄梅戏等，尽管没
有伴奏，大家也唱得有板有眼。“沙家
浜”中“智斗”；“武家坡”之“一马离
了西凉界”，河南豫剧“谁说女子不如
男”，以及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等，
都是常见唱段。

为孩子和家长们准备的娱乐项目有：
蒙眼点鼻子，即将自己的头像画在板上，
而鼻子则需被蒙住眼睛后，往上补充，一
般很难找准位置，有的把鼻子画到耳朵、
眼睛上等，引得人们大笑。为了练习孩子
们使用筷子的技巧，娱乐节目还有：用筷
子夹玻璃球。谁在规定时间夹得多，谁就
可获奖。

喜欢安静的人常常去猜灯谜。猜灯
谜，需要一定文字水平，脑子要灵活。猜
对者，可到领奖处领取奖品。“四面不透
风，十字在当中。若是猜田字，那是白费
工。”打一繁体字。谜底：“亞”。此谜语
在华侨华人看来并不太难，因为他们中间
不少人使用繁体字。

近 %-时，人们在大厅里，扭起秧歌，
等待那神圣一刻的到来。只见大使，走到
麦克风前，郑重地宣布新春开始。人们欢
腾起来：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
康；祝愿大家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解读中国公开集团军番号

杜老师：

我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常常拿不准“晕”字的读音，不知

道应当读一声还是读四声正确，请您说说，谢谢。

江苏读者 吴 刚

吴刚读者：

“晕”在以下情况读四声

“晕”最初指太阳或月亮的光通过云层时形成的光环，
如“日晕”、“月晕”、“今天晚上月亮有晕”，读四声 .!/。由
此义引申而来，“晕”也表示“光影或色彩周围模糊的部分”，
例如“灯晕”、“墨晕”。

中心较浓，周围渐渐变淡的一团红色，可称为“红晕”，
多见于脸上，如“脸颊上泛起了红晕”。“红晕”的“晕”也读四
声 .!/。

由“日月周围的光圈”，“晕”还引申出自身或周围东西
旋转的感觉，也就是“眩（01"/）晕”的“晕”。因此，“眩晕”的
“晕”读四声 .!/。

指由于某种外界因素引起的头晕的词语中，“晕”也读
四声。例如“晕车、晕船、晕场、晕高、晕针、晕血、晕飞机”等
词语中的“晕”读四声。这些词语中，后一个语素都表示引起
头晕的原因。“眼晕”是视觉引起的，也就是因视觉模糊而
头昏，其中的“晕”也读四声。
“晕”在以下情况读一声

表“头脑不清”、“失去知觉”时，“晕”读一声 .#/。例如
“头晕”、“晕倒”、“晕厥”、“晕头晕脑”、“晕头转向”、“晕
晕乎乎”中的“晕”都读一声。
“晕眩”跟上文提到的“眩晕”不

同。“晕眩”是“头晕目眩”的缩写，实
际上是指自身头晕，所以“晕眩”中
的“晕”读一声 .$/。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晕”的两种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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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副部长谢杭生与阿根廷代外长苏瓦因正在签

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关于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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