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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問題再考辯 第六章   河東河西，誰主沉浮？

【本章要點】

一、在徐向前、陳昌浩信心滿滿向中央報告西路
軍西進的前景時，河東紅軍的處境卻日漸困難，被迫
南下作戰以實施《作戰新計劃》的方案也提上了日程。
就在河東紅軍主力準備南下之時，彭德懷提出了“聲
援西路軍，否則他們太孤立”的建議。而毛澤東、周
恩來則力主就地堅持，即或要南下也得給予胡宗南以
打擊。

二、11 月 16 日，敵毛炳文部開始渡河追擊西路
軍，張國燾一改兩天前的信心滿滿，提出“西路軍太
孤立”。次日，徐向前、陳昌浩也致電中央，提出了“西
進”和“建立根據地”孰輕孰重的問題。

三、關鍵時刻，毛澤東指出：“只有戰勝胡軍才
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爾後，河東
紅軍主力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最後取得了山城堡戰役
的勝利，迫使已西渡追擊西路軍的敵毛炳文軍東返，
為西路軍西進解除了“後患”。

四、河東紅軍主力站穩腳跟後，西路軍卻困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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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紅九軍在古浪遭受了重大挫折。
五、山城堡之捷調動了敵毛炳文軍東返，毛澤東等

根據徐向前、陳昌浩此前通報的情況，低估了馬家軍
的力量，也產生了認識誤區：“徐、陳西路軍力量雖
減至一萬八千人，但面前無大敵，打通遠方局面大體 
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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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人都說南下必行，
遠在保安的毛澤東卻看到了戰機

而“這一天”— 11 月 14 日，對河東紅軍主力來說，

也是有 轉折意義的一天。

本來，按日前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電的內容，河東紅

軍主力已準備實施“作戰新計劃”的第三項 — 要南下作戰

了。當日 10 時，毛澤東、周恩來在致河東三軍首長的電報

中作出的部署也是南下：“二方面軍到環縣集結，糧房缺少，

不能久留，應作南進第二縱隊”，“一方面軍應迅速轉移正

面，向正寧、寧縣前進，爭取先機”，“四方面軍一個軍在

豫旺地區箝制胡敵及王以哲，一個軍向衛州、惠安出動，表

示欲北進解決糧食”，“爾後使一、二方面軍南下，胡、王

兩軍轉向固原時，四方面軍之兩個軍（由）三岔、固原鎮之

線出動，從側翼制敵，並策應前方”。①  而在 14 時前，紅軍

總部朱德、張國燾和前敵總指揮彭德懷也都分別作出了相應的

部署建議，擬在“打擊胡敵”無機可覓的情況下，開始“南下

作戰”。

但兩者的設計有所不同。

“朱張”的設計是：“各軍自行乘機消滅敵先頭部隊，不

要放過一個滅敵的機會”，但“如這一地區不便滅敵又因糧困

不能持久時，一方面軍即轉移至曲子鎮、三岔、慶陽中間地區，

肖、周所部經河連灣、環縣、曲子鎮、慶陽、太白中間地區。上

述兩個軍均準備南出。二方面軍儘量在爭取較長時間休整。必

① 〈中央軍委關於二方面軍可作南進第二縱隊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
等電（1936 年 11 月 14 日 10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
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10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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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即電三個方面軍先後南出”。②

雖然也在說“不要放過一個滅敵的機會”，但重心已在“準

備南出”上了！

而彭德懷的設想則更具“大局觀”，所以得不囿篇幅，多

引一些內容：

毛、周、朱、張、賀、任、關：

甲、黨中央及軍委根據政治上的需要和自己的力量

的可能，正確的定出奪取寧夏的戰略方針。完成上述任

務，對抗日的發動無疑的具有極大推動作用，而這一具體

任務未得完成，是在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之下喪失了寧夏計劃。

（1）是避戰，對胡敵力量過分估計。

（2）是對目前抗日的怒潮過高的估計，以為不一定要

打仗，新的革命形勢已經到來。這兩種傾向以第一種傾向來

得更危險，影響軍事上的分兵西渡，動搖堅決打擊胡宗南的

決心。

乙、目前戰略方針，原則上同意洛、毛、周、博、

林上次組織南北兩路軍第一、二步的意見，不過南路

軍是決定的方面，應以絕對優勢兵力組成之。建議以一方

面軍兩軍團、八十一師、二方面軍全部、三十一軍組成之。

第四軍、二十九軍、三十軍、二十八軍、陝甘寧獨立師為

北路軍。

丙、南路軍第一步行動以奪取鎮原、西峰鎮、合水、

慶陽、涇川、長武、淳化廣大地區，主要任務是擴大政

治影響，調動胡、王、毛及由河南、陝南方面可能來陝、

甘之蔣家部隊作戰。在這樣任務下，不放鬆擴紅、赤化

等工作。如任務的中心不是作戰，可能不易完成擴紅、

②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朱德、張國燾關於消
滅胡宗南等部的部署致彭德懷、賀龍、任弼時等電（1936 年 11 月 14 日
12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47~8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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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化和第二步到同官、中部、宜君的計劃。如第一步取

得較大的戰鬥勝利，亦有可能造成繼續北取寧夏條件。

丁、北路軍第一步應在現區域鉗敵，鞏固新蘇區，待南

路軍到達目的地，敵情變化時，向靖遠、中衛、中寧、會寧、

靜寧活動調毛敵，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於孤立。③

彭德懷該電中的甲項是批評張國燾的（半個月後毛澤東批

評他這一項寫得“過於刺目”—“今天還是不相宜的”④  ），

以後各項的內容是建議將河東主力仍分為南、北兩路軍，以及

各自的任務區分和行動部署。

此處需要留心的是，毛澤東批評彭德懷文電“過於刺目”

一事表明：中央致紅四方面軍將領的電文在堅持原則的基礎

上，有隱忍，有照顧，有遷就，有妥協。這不僅增加了西路軍

史學研究工作的難度，也是習慣於“非此即彼”、“不是就非”

簡單化思維方式的某些西路軍史學工作者誤入迷途的客觀原因

之一。

彭德懷該電中的“南路軍行動”即“作戰新計劃”之第三

項，在此無須贅述。

重要的是彭德懷該建議中對“北路軍”的行動設計以及對

其意義的解讀：“北路軍第一步應在現區域鉗敵，鞏固新蘇區，

待南路軍到達目的地，敵情變化時，向靖遠、中衛、中寧、會寧、

靜寧活動調毛敵，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於孤立”。

在翻撿和細閱此電後，筆者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歎：彭德

懷真是慧眼獨具且有大局於胸！

他看到了毛炳文部有可能西渡黃河填補西路軍西進後留下

③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彭德懷關於目前戰略方
針與今後作戰部署致毛澤東、周恩來等電（1936 年 11 月 14 日 14 時）〉，
《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
第 849~850 頁。 

④ 〈毛澤東關於一、二、四方面軍團結的方針致彭德懷電（1936 年 12 月
1 日 2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9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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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白”且尾擊西路軍，所以準備以“北路軍”的行動“調

毛敵，聲援西路軍”！而這是“徐陳”在前幾天力主“西進”

時根本沒有去想也根本沒有在意的。就是與“徐陳”的“西進”

主張關係最為密切的“朱張”，雖然在當天致“徐陳”電中也

提及到了“毛炳文準備渡河”，卻仍然認定西路軍完全可以“獨

立”應對之 ⋯⋯

而按“徐陳”此間所告河西情況，河東比他們要困難得

多 — 連吃飯喝水都成問題！

除了此間一直對“徐陳”的去向放心不下的毛澤東、周

恩來外，彭德懷是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被授予西路軍名義後，

最早提出以河東部隊的行動“聲援西路軍，否則西路軍陷於孤

立”的人！這個時候，甚至就連“朱張”和“徐陳”自己，

都還陶醉在一派樂觀之中！而彭德懷在河東主力自身都已經

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還在考慮對河西友軍的聲援，這是什麼

風範？

將彭德懷的這個風範與 11 月 4 日 8 時“徐陳”致“朱張”

電的有關內容作一對比，筆者不能不對彭德懷這種不計前嫌顧

全大局的境界和胸襟表示由衷的敬佩 — 在“徐陳”那個電報

中，可是前頭剛批評完了“本位主義”，卻又馬上來了個“本

位主義”：四、三十一軍“如不決戰，可令其過河增我方；如

只使任掩護的消耗戰，于決戰時則分散箝制，似不能鼓起指戰員

的滅敵雄心”。

兩相比較後不難看出，這當間的確存在 境界胸襟方面的

不小差距。

需要提醒讀者們注意的是，彭德懷此間所言的“北路軍行

動”，並不是他在當月 8 日提出的那個“北路軍行動”，也不

是中共中央與他同一天提出征求意見的“作戰新計劃”中的那

個“北路軍行動”。兩者的區別在於：此前的“北路軍”是向

東出擊，準備東渡黃河，而此間的“北路軍”是向西行動，擬

為“西路軍”牽制河東敵軍！

而後者的風險，要遠高於前者 — 後者，是一支孤軍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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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營壘群中遊擊！

不知“中央刻意陷西路軍於不利”的“陰謀論”製造者們，

對此作何感想？

與“陰謀論”製造者們“為了打鬼借助鍾馗”而“抬舉”

的人不同，當年的毛澤東、周恩來站得更高，胸襟視野更為寬

廣 — 當日，從彭德懷來電中得悉此前還與紅軍相持對峙中的

胡宗南部已開始積極東追，現正向豫旺一線攻進，不消滅一部

難以南進的消息後，遠在陝北保安窯洞中的毛澤東、周恩來立

即認定這是一個難得的戰機，遂于當日致電朱德、張國燾、彭

德懷：

據彭電，胡敵續向豫旺進攻，不消滅其一部不能南進。

如此有打胡敵之機會，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軍在

數日內打一仗再南進為有利，但須以一部迫阻王以哲，究

應如何，統由彭依前線實況決定可也。⑤

打！就是要南下，也得打了再南下！

這是典型的毛氏風格，退也要以進為退，走也要打了再

走！— 幾天後的 11 月 18 日，紅四軍、紅三十一軍在甜水堡

重創胡宗南部精銳第二旅後，他在致朱德、張國燾的電報中更

加清晰明白地展現了他的這種風格：“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

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⑥

對比一下月前“徐陳”在“西渡”與“打擊南敵”之間的

取捨，作何感想？

正是毛澤東、周恩來在南下作戰蓄勢待發關鍵時刻的這個

電示，改變了河東局面。

⑤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毛澤東、周恩來關於
先打胡宗南再南進的方針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電（1936 年 11 月 14
日）〉，《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年，
第 851 頁。

⑥ 〈毛澤東關於戰勝胡敵才便開展局面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 年 11
月 18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10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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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改變了這段歷史。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作為“不斷戰勝意外事

件”的統帥，“必須具有兩種特性：一是在這種茫茫黑暗中仍

能發出內在的微光把他引向真理的智力；二是敢於跟隨這種微

光前進的勇氣。前者在法語中被形象地稱為慧眼，後者就是果

斷”。⑦

還需要補充一句的是：這也說明，很多年後還被一些當事

人耿耿于懷更被某些人刻意張揚放大作“陰謀論”所依據的那

個“作戰新計劃”，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西路軍西進之前，就

已被擱置，而且最後還干脆予以放棄！

這，又是一個被人屏蔽了的歷史事實。

二、“只有戰勝胡軍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

在 11 月 14 日這一天，毛澤東、周恩來還作出了一個重要

決定：將豫旺堡讓給王以哲。

王以哲是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也是張學良的親信，

東北軍中最“親共”的將領之一。這回他也在胡宗南部的南翼

配合攻進，於是毛澤東、周恩來認為：“因胡宗南有向豫旺之

由，不如讓王以哲進豫旺”。讓出了豫旺堡，給了王以哲一個

“功勞”也給了他一個“緩進”的理由，如此，正在向心退卻

中的紅軍主力之左翼相對安全，更可以集中兵力專顧從豫旺縣

城（今下馬關鎮）追擊而來的胡宗南部主力。而既或作戰不利

時，也可從這一“相對安全”之一翼南下作戰。

這個決定對後來的“打擊胡敵”，起了很大作用。

11 月 15 日，中革軍委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

任弼時，決定在豫旺堡、山城堡地區消滅胡宗南部一部，因為

⑦ （德）卡爾．克勞塞維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爭
論》，解放軍出版社 1964 年，第 66~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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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擊破則不能南進，因敵將繼續窮追”，並準備連續作戰：

“一、四、十五、三十一共四個軍，應即在豫旺縣城以東向山城

堡迅速靠近，集結全力，準備打第一仗，消滅敵之北路縱隊。二

方面軍到環縣附近休息，準備作打第二仗主力。”⑧

同日裡，毛澤東還兩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

任弼時，對與胡宗南部的作戰打氣鼓勁並提出部署意見：“蔣

介石仍堅決打紅軍，與南京妥協一時難成，我們應堅決粉碎其

進攻”，“目前兩三天內，四方面軍即在甜水堡、保牛〔寧〕

堡集結，二方面軍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結，一方面軍在環縣西集

結，各兵團鼓動作戰準備，胡敵東進時消滅之”。⑨

當日 12 時，中革軍委再電朱、張、彭、賀、任，指出：

甲、敵既繼續向我進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

然後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我為可欺，

不但局面不能開展，與南京之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

乙、我有打破敵人之許多有利條件，敵情、地形、群

眾等方面都有利於我作戰，糧食困難是敵我共同的。

丙、一切具體布〔部〕署及作戰行動，各兵團首長

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之命令，軍委及總部不

直接指揮各兵團，以便適合情況，不影響時機，戰勝敵

人。⑩

毛氏風格啊毛氏風格 — 面對強敵，就是和，也要以打促

和。

⑧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央軍委關於在豫旺、
山城堡地區消滅敵北路縱隊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電（1936 年 11 月
15 日）〉，《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54 頁。

⑨   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中央
文獻出版社 2006 年，第 612 頁。

⑩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央軍委關於打破敵
之進攻及統一指揮各兵團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電（1936 年 11 月 15
日 12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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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時後，毛澤東、周恩來電告河西部隊徐向前、陳昌浩，

正式批准西路軍西進：

徐、陳：

（甲）同意你們向涼州進。

（乙）新疆接濟正準備中。

（丙）朱張白日來保安。

（丁）你們情況隨時電告。

毛、周 ⑪

現在可以再來說道說道所謂中央“令西路軍在永涼建立根

據地的主要企圖，是為了造成河東紅軍將與河西會合的假象，調

動蔣介石的兵力扼控，以便河東主力紅軍東出或南出，進行大規

模的戰略轉移”⑫  那個揣測了！筆者認為，這個揣測是無端的，

理由如下：

其一、“作戰新計劃”是一個醞釀中的征求意見案，征詢

意見的範圍包括了三個方面軍的代表人物，張國燾亦在被征詢

意見之列，他也未提出任何異議反而還繼續要求西路軍“獨立

開展局面”；

其二、“作戰新計劃”並沒有要求西路軍配合的內容，反

而是彭德懷、毛澤東提出和準備以河東勝利來策應西路軍；

其三、西路軍在河東建立根據地起不到掩護河東紅軍主力

南下的作用，“馬家軍”是地方軍閥，維護自身利益高於一切，

這個“高於一切”，不會被河東局面的改變而左右；

其四、“作戰新計劃”實際上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西路軍

西進之前的 11 月 14 日就已暫告擱置，後來也並沒有實施。而

既或付諸實施，河東原擬防堵西路軍東返的敵軍部隊也會被為

⑪ 〈毛澤東、周恩來同意西路軍向涼州前進和接濟問題複徐向前、陳昌
浩電（1936 年 11 月 15 日 13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
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5 頁。

⑫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 1998 年，第 3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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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動，對西路軍完成建立根據地和的西進任務反屬有利；

其五、河東紅軍主力與西路軍之間不僅隔 一條黃河，還

有敵軍重重，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難以造成“河東紅軍

將會合河西紅軍”之假象 — 除非河東紅軍主力選擇“就地堅

持”而不作他顧。

最後的事實是，河東紅軍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調動了

毛炳文軍東返。

這是誰在策應誰哩？

中央正式批准西路軍西進的同一天 — 1936 年 11 月 15

日，朱德、張國燾致電中革軍委各首長，報告西路軍情況 — 

仍然是好消息：

毛、周、彭、賀、任、關、劉：

甲、徐、陳領導西路軍勝利渡河後，數次與馬敵作戰

以少勝多，敵傷亡較我頗大。計斃馬敵旅長一、團長一，獲

輕機數架，迫炮四門。最近雖處在嚴寒結冰而缺衣環境中，

士氣仍旺。

乙、西路軍主力最近在大靖附近休整、籌資。該地人戶

近萬且豐富，糧、柴亦不缺。

丙、統一戰線成績頗好，爭取馬步青部工兵營

三百五十人，二百八十槍參加紅軍。

朱、張 ⑬

然而剛過了一天（11 月 16 日），“朱張”的口氣卻為之

一變，變得緊張起來：

毛、周：

甲、毛炳文部可於巧日（十八日）渡河完畢，對西

⑬〈朱德、張國燾關於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電（1836 年 11 月 15 日）〉，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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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軍判斷，認為我西路軍已無再東渡可能。他們只有佔領永

昌、涼州地區，與新疆辦好外交，背靠那方。

乙、我們須急設法幫助和策應他們，因他們太孤立，並

須急打通遠方，得到接濟至關重要。

朱、張 ⑭

這個情況，“朱張”兩天前致“徐陳”的那個“打氣鼓

勁”電提到了，但並沒有太當回事，還是認為西路軍能“獨

立”應對之，而彭德懷兩天前也想到了，卻提出了“幫助和

策應”的行動設計和建議。而現在“南下”暫緩，“幫助和

策應”西路軍的唯一辦法，其實就是兩天后問世的“毛主

席語錄”：“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 

好辦法。”

參見圖 6~1：敵毛炳文軍西渡追擊西路軍、河東紅軍主力

發起山城堡戰役（1936 年 11 月 16~22 日）。

而“朱張”口氣變得緊張起來那天，“徐陳”那邊傳來的

信息卻仍是一派“喜氣洋洋”：

我西路軍將古浪馬步芳步、騎各一團完全擊潰，當

即佔領古浪城，繳獲極多，正清查中。又土門馬步芳工

兵一營已向我軍投誠。⑮

當日 13 時，彭德懷定下在山城堡地區“打擊胡敵”的戰

役決心：“豫旺縣、豫旺堡以東山城堡、環縣、毛居井地域人煙

稀少，土寨亦多，地圖與實地區又不符，極有利於我軍作戰。我

們應在上述區域威脅該敵二三個師”，並開始調兵遣將：

⑭ 〈朱德、張國燾設法幫助和策應西路軍（1936 年 11 月 16 日）〉，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418 頁。

⑮ 〈西路軍佔領古浪的捷報（1936 年 11 月 16 日）〉，《中國工農紅
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
第 8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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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兵團分途在下列地區集中。

（一）三十一軍集中張鐵堡、保牛堡、小臺子至山城堡

之線，但山城堡不含。

（二）十五軍團集中山城堡、水頭、連灣堡。

（三）一軍團集中洪德城、河連灣之線及其以西。

（四）二方面軍集中環縣附近加緊整理。

（五）第四軍在甜水堡、萌城、古城堡地域，有遲滯敵

進，掩護主力集中之任務，利用該甜水堡及其東南深溝、高

山堅決抗擊，因豫旺縣到甜水堡七十七裡，完全荒山，無人

無水。

⋯⋯

由鹽池蘭參謀長率領十五軍團師、團參謀長及測圖人

員，分段繪甜水堡、山城堡、洪德城線五萬分之一詳圖，偵

察地形。一軍團由李師長率領師、團參謀長或師、團長，偵

察陳家堡、豫旺堡以東至洪德城、河連灣地形、道路，繪五

萬分之一詳圖，均限十八日完成。兩軍團高上級指揮員、偵

察團均於十八日晚到洪德城當面報告，提出意見。⑯

上述部署中的第一和第五項，第二天就初見成效。

11 月 17 日，胡宗南部第一師第二旅詹忠言部孤軍冒進至

甜水堡地區，紅四軍、紅三十一軍相互協同予以攻擊，激戰

競日，紅軍斃傷敵軍六百余人，還以步、機槍集火齊射擊落

了敵機一架，將敵軍逐出十余裡外。第二旅乃胡宗南部精銳，

連有九挺輕機槍，營有六挺重機槍，火力熾盛。黃昏時分，

肖克等戰場指揮員見已很難迅速解決該敵，遂主動撤出戰鬥，

轉入休整。

彭德懷後來感慨而言：張國燾“對胡宗南確實是怕，但四

⑯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彭德懷關於在山城堡、
環縣等地域殲敵的作戰部署致各兵團並朱德、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
電（1936 年 11 月 15 日 13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
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55~8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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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軍是不怕的”。⑰

的確也是如此，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之初，張國燾等欲渡

而不欲戰，只想過河不想打仗。早在紅三十軍的搶渡成功次日

（10 月 25 日），他就提前宣佈“控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

之任務已大體完成”，馬上就蠱惑紅四方面軍首長“三軍競渡”

甚至“全軍西渡”，而且還要他們不受河東戰局之“牽制”，

待到一有國民黨中央軍追了西路軍的尾，馬上又驚慌失措聲稱

他們“太孤立”！說他“畏敵如虎”那還真是一點也不冤枉。

可正如彭德懷所言那樣，張國燾怕國民黨中央軍，紅四方面

軍將士卻不怕！甚至就在“徐陳”率“三軍競渡”的同時，在

甘溝驛以北的宋家河畔迎擊南來北進之敵的紅四軍、紅三十一

軍將士們，就給國民黨中央軍精銳勁旅第二十五師關麟征部

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 據時任關部參謀長的姚國俊、關部第

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團團長的覃異之等人數十年後回憶，這些驍

勇善戰的紅色戰士當時差一丁點兒就抓了關部第七十三旅旅長

梁愷的俘虜：

有一位個子高大的紅軍戰士沖入第七十三旅旅部，

一把拉住梁愷的手臂，高聲大喊：“二十五師的弟兄們！

不要打內戰了，和我們一道去抗日罷！”當時在梁愷身

邊的一位文職人員，嚇得往後逃跑，當他見到關麟征時

報告說：“我們旅長被俘了。”關立即打他一記耳光，

並嚴厲責罵他：“不許你胡說八道！”據在場的姚國俊

說，當時很緊張，怕旅長被俘的消息傳出，影響軍心。

後來才知道旅部衛士從紅軍手中把梁愷搶了過來。⑱

這就是敵人眼裡看到口中道出的紅四方面軍將士：生龍活

⑰ 〈彭德懷在延安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 年 3 月 29 日）〉，
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⑱ 覃異之：〈宋家河畔遇伏記〉；姚國俊：〈關麟征部在陝甘阻擊紅軍
紀實〉，《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下）》，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1 年，
第 301~302，295~2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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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虎虎生風。

當然，甜水堡之役在戰術和指揮銜接上也存在一些問題，

戰鬥發起也比較倉促，殲敵不多，紅軍的傷亡甚至還高於敵軍

（王宏坤《我的紅軍生涯》稱：“這一仗本來可以打成一個殲

滅戰，卻打成了一個消耗仗。雖然殲敵一部，但我軍卻傷亡

七八百，其中三十一軍四五百，我們四軍二三百 ⋯⋯”⑲  ），

然而卻成功地阻滯了胡宗南部的瘋狂追擊，給胡宗南精銳部隊

以迎頭痛擊，迫使其畏縮止步，為隔斷和分散南、北兩路敵軍

以創造殲敵機會贏得了空間，也為紅一方面軍主力在山城堡佈

設伏擊戰場贏得了時間：山城堡距萌城堡、甜水堡不過一天行

程 — 這一帶嚴重干旱，只有山城堡有一股“筆管粗的泉眼”，

追至此間的胡宗南部主力干渴難耐，到山城堡安營紮寨以解饑

渴疲憊那是肯定無疑的啦！⋯⋯

爾後，紅四軍、紅三十一軍迅速撤向山城堡預伏戰場。

與此同時，紅二方面軍部隊也結束休整，迅速從環縣北

上，主力位於山城堡以南洪德城為戰役預備隊，紅一軍團一部

則與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配合，向豫旺堡方向東北軍第六十七

軍王以哲部警戒，準備阻援。

這是三軍會師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戰役協同作戰，且

已指揮統一、上下同欲。

“張總政委”再也無法上演“釜底抽薪”了。

河東戰局的轉機，終於要到來了。

三、一派樂觀之下的遊疑

—“任務次序”之詢緣自敵軍追尾

河東戰局初見起色的同一天，河西“徐陳”高昂的熱情卻

開始轉低。

⑲ 王宏坤：《我的紅軍生涯》，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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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 8 時，“徐陳”致電中央，在一派樂觀之下，

遊疑之意也開始浮顯：

洛、毛、周、朱、張：

（一）現九軍主力在古浪，一部紅涼山，五軍在大

靖、土門，三十軍在涼州附近，直指到大河驛。我們決

以打通遠方與爭取在甘、涼、肅地區建立根據地之任務，主

力須速西進，迅取甘州，九師、騎一師今晚出動向永昌進，

八師移城，五軍九軍均於十八日晚移動，二十日我軍均

到涼州以西到永昌線上，爾後即速以（八十）九師、騎

一師、五軍出甘州，再以五軍出肅州，九軍、（八十）

八師奠後，儘量控制永昌以東地區，相機擊來敵。估計

時間約十一月（二）十五日先頭部隊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

肅州。

（二）以當時情況，是否我們控制肅州、甘州在手，由

遠方負責與我們打通，還是我們主力進行玉門、安西或到新

疆才有辦法。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我在現地區創造根據

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別情況時，是否我們將去打通

遠方，請速詳示。

（三）此方已派袁烈（立）夫十日內起程經新疆土西

路到莫，如何出動，手續如何？

徐、陳 ⑳

“信心滿滿的包票”剛打了不過幾天，“徐陳”卻已開

始對這個“包票”產生了疑問，提出了兩個任務的“次序”問

題，合乎情理合乎邏輯的解釋只有一個：他們已經感到了來自

屁股後頭的壓力 — 也就是日前“朱張”電中所稱的“敵毛炳

文第三十七軍將於日後西渡完畢”，這路敵軍將對西路軍展開

⑳〈徐向前、陳昌浩關於西路軍行動方向致中央電（1936 年 11 月 17 日
8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
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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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擊！這個“壓力”未來之時，他們並無預見也並不在意（倒

是彭德懷毛澤東等人有預見很在意）；而“壓力”一旦降臨，

他們馬上就對此前“信心滿滿”的任務也產生了懷疑 — 哪怕

這個任務是他們自己孜孜以求從中央那裡爭取來的⋯⋯

趕緊跑到目的地，拿到裝備再打回來，“建立根據地”的

任務，不照樣可以完成麼？

這好像也是一合理的選擇？— 數十年後《歷史的回顧》

就是這樣敘述的。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 前面我們已經探討過分析過了。

對“徐陳”的“任務次序”問題，“朱張”在當天致“徐陳”

電中是這樣指示的：“你們兵力應相當集結，速打通遠方為要

”，㉑  至於怎麼打通，打到哪里算打通？沒有回答也不可能

回答。而中央在次日 18 時的回復則詳細和具體得多 — 顯然

已對各種情況和相關要素作過詢證和分析：

徐、陳：

甲、十七日電悉：我們已告遠方。但恐準備不及，運

輸也來不及。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占去，紅軍回旋地

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加緊軍事訓練，

恢復體力檢查政治工作，教育每個指戰員會做群眾工作與人

民發生良好關係，嚴整政治紀律，建立會計給養制度，使爾

後和遠方同志見面時煥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拒毛炳文。

丙、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

將來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間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絕無

人房，貨物要用汽車送，正辦交涉中。

丁、袁立夫不要派去，無安全保障，鄧發以公開名

㉑ 〈朱張關於敵軍行動及速打通遠方致徐陳電（1936 年 11 月 17 日）〉，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
社 1992 年，第 8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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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西行還經過五個月，新疆沒有護照不准入口。

洛、毛、周並告朱、張 ㉒

正如前面已分折過的那樣，中央的這些道理實實在在，沒

有半點虛頭巴腦。

而且，就在日前，毛澤東還曾設想了一個具體幫助西路

軍的辦法，電請張學良令駐蘭州的東北軍於學忠部從蘭州渡

河西進，以在西路軍與正渡河的敵第三十七軍毛炳文部之間

形成緩衝與屏障：“已要李毅派於軍渡河西進，遠方協助正進

行中。”㉓

但這個辦法是求人，成不成也在人而不在己。畢竟東北

軍不是紅軍，就是真擠進了西路軍與敵第三十七軍毛炳文部之

間，在蔣介石嚴令和毛炳文部壓迫之下會不會翻臉，也是說不

準的事情 — 所以兩天后中央又電示了有關“機宜”：“對於

學忠、二馬均須與談判外交，並可說明在共同抗日條件下，

共產黨給以幫助。對毛炳文則不可談到幫助事。”㉔

11 月 19 日，“徐陳”兩電中央及“朱張”，上午 9 時一

電報喜，下午 17 時一電報憂。

上午 9 時電：“八十九師、騎師昨晚占永昌，少數馬敵民團

聞風逃走，群眾全在家，熱烈歡迎。⋯⋯ 已令該部留少數固永昌

外，其余明早向甘州進，約二十二日晚可抵甘城。⋯⋯我們今到

四十裡鋪，二十一日早可到永昌再向甘州進，決用力鞏固豐樂堡、

永昌地區，以甘州為重點，爭取休補與執行黨與軍委所給予的任

㉒ 〈中央關於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 年
11 月 18 日 18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
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8~889 頁。

㉓ 〈毛澤東關於固守定鹽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 年 11 月 17 日 19 時）〉，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
社 1992 年，第 1048 頁。

㉔ 〈林育英、朱德、張國燾等對西路軍行動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1936 年 11 月 19 日 19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
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2~8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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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連日與涼州馬步青辦外交初有頭緒。土門繳獲人、槍

除自願一百六十者外，余均歡送回涼，馬及部下甚感，陳述

對蔣態度，暗示我們速進佔甘、肅、安西”。㉕

下午 17 時電：“敵集中主力猛攻古浪。九軍血戰終日，阻

擊潰敵。敵傷亡約千余。伯稚犧牲，秀鐸□□帶重傷，子彈消耗

極大。九軍收到古浪東北之定寧寨。已令其今夜續開涼州東及北

地區雙城堡一帶向永昌轉移”，“甘州有馬敵一團及民團，城

高堅，壕寬深，不易襲及。馬敵雖受重創，但仍能集新銳之

兵與我拼死戰，我方過河後人彈消耗極大，未得補充。九軍

渡河至今傷亡二千四百左右，幹部傷亡極大，更難提起”，

“估計毛敵推到大靖後，馬敵必更集兵犯永昌、甘州，我勢必與

之決戰，方能鞏固甘州、涼州”，“請轉遠方迅速準備□□，

最好能早與我們接通，並送一批子彈，按時接濟”。㉖

古浪之戰，是西路軍“西進”以來，遭受的第一次重挫。

“徐陳”已經感到，“西進”並非此前想像的那般容

易 — 這還沒有與尾追毛軍交戰哩。

當天，林育英、朱德、張國燾致電中革軍委，告以“西路

軍已占永昌，擬以主力在涼、甘之間發展，擬以一部西出肅州、

安西，要無困難年前可達”，並請中央請求共產國際“能于西

路軍到達安西控制交通後，即取得遠方初步接濟（目前彈藥

最缺），以便回攻”。㉗

當日 19 時，林、朱、張再電“徐陳”，傳達了周恩來帶

㉕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進佔永昌甘州爭取休整補充致中央及朱德、張
國燾電（1936 年 11 月 19 日 9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
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9 頁。

㉖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九軍在古浪戰鬥情況致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19 日 17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0 頁。

㉗ 〈林育英、朱德、張國燾關於西路軍主力在涼、甘之間發展一部出
肅、安與國際聯絡致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19 日）〉，《中國工農
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
第 8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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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中央意見：“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

立鞏固根據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門方面活動，在有利條件下

消滅由古浪來敵，大部向涼州、永昌前進之敵，同時以一部奪

取甘州、肅州至安西一帶地區”，“在甘州佔領後，可以五軍在

甘、肅兩州安西線活動，九、三十兩軍可在永昌以南地區活動，

大大的擴紅籌資準備滅敵”，“遠方對於經哈密接濟你方已原

則上同意，物資經濟均可接濟，正設法解決交通運輸，擬技術手

續，大約以明年開春後可望大批接濟，現正急謀小部接濟，大的

于我佔領安西後即可實現”。㉘

中央在此所言的“物資經濟均可接濟”，很可能指的就是

11 月 12 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知中共中央的“援款”計

劃：這個數額達 55 萬美元“援款”的第一筆 15 萬美元、第二

筆五萬美元於次年上半年先後匯到了上海宋慶齡處，㉙  剩下的

款項則有可能擬與援助物資一起，在安西送交西路軍。

還有一個信息是共產國際那個“禁令”的具體化 — 其實

也含有大軍在“開春”之前的就糧和冬衣方面的考慮：“你方

須在甘州以東建立根據地，決不可將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

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遠方路圖，也須調查清楚。”㉚

周恩來是 11 月 15 日離開保安來接朱德、張國燾的，18 日

那天他已經趕到了河連灣紅軍總部，在那裡和彭德懷一起制定

了山城堡戰役的作戰計劃。19 日又趕赴山城堡，幫助彭德懷

協調組織戰役的後勤供應。

20 日，張聞天、毛澤東也致電“徐陳”：

㉘ 〈林育英、朱德、張國燾等對西路軍行動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1936 年 11 月 19 日 19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
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2~893 頁。

㉙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關於提供款項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概要）
（1936 年 11 月 12 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
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新探》，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5 年，第 324~325 頁。

㉚ 〈林育英、朱德、張國燾等對西路軍行動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1936 年 11 月 19 日 19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
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2~8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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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捷電甚慰。

（乙）主力在永昌、肅州之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

以小部進佔安西敦煌，鄧發同志從迪化來電，安西、敦煌

兩縣僅有民團且無槍更無軍隊。

（丙）袁立夫可隨進佔安西之部隊同去到安西，再

向哈密接濟軍用品、彈藥及派人接洽幫助等事，正同彼

方接洽中，結果如何容後告知。

（丁）極大注意整理部隊，建立正規制度提高政治

水平發展正確的自我批評，這方面工作的指導，請昌浩

同志多注意及之。㉛

“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這是中央再次指示西路軍留

意“後路”！而且因施援方的要求，所以西路軍“更不能有到

新疆去的表示”，只能“以小部進佔安西敦煌”，“再向哈密

接濟軍用品”。

看來張聞天、毛澤東在擬就簽發該電時只收到了“徐陳” 

19 日上午 9 時的“報捷”電，尚未得悉下午 17 時的那個“告憂”

電，也不知道九軍在古浪遭受重挫的消息，所以才有“捷電甚

慰”且要求“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

古浪既失，“東邊回旋余地”也就大大被打了折扣。

“徐陳”此前滿滿的信心，從此也開始被不斷降臨的困

難，日益銷磨。

而就在這一天，河東戰場期盼已久的轉機，到來了！

四、河東一戰而改變戰局，
河西部隊卻困境初現

11 月 19 日，胡宗南第一軍第七十八師丁德隆部接近了河

㉛ 〈中央關於西路軍主力在永昌肅州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致徐向
前、陳昌浩電（1936 年 11 月 20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
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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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紅軍主力預設戰場。

當日深夜，第二三二旅廖昂部先頭部隊從預旺縣城（今下

馬關鎮）方向進入山城堡。次日晨 8 時，旅主力全部到達。第

七十八師師部亦於同日進至山城堡西北 30 余裡的保牛〔寧〕

堡，第二三四旅李用章部則進豐台堡、小臺子一線，擬于次日

“向北截擊”，與在萌城、甜水與第一師主力分進合擊，以“聚

殲”他們預計正在南撤中的紅四軍、紅三十一軍 ⋯⋯

與此同時，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主力以及紅四軍、紅

三十一軍，已在山城堡北、東、南三面完成了隱蔽集結，紅二

方面軍主力作為戰役預備隊也集結于洪德城候命待機，隨時準

備投入戰鬥。

第二三二旅在渾然不覺中，已被誘入了陷阱，裝進了籠

子。

20 日 23 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讓其大打出手：

彭：

王均部遠在同心城，王以哲已電令其豫旺堡以東地區盤

桓數日，蔣介石令胡軍向定、鹽急進，丁、周兩師為斷備〔壁〕

所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全力放手作戰，消滅丁德隆

則全部有利矣。

毛

二十日二十三時 ㉜

好機會啊好機會，自海打戰役流產以來，忍耐待機已近一

月，待的不就是這一天麼？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準備“連續作戰”，以實現更高的

期望值。21 日凌晨 3 時，毛澤東盯准了已進至保牛〔寧〕堡一

線的第四十三師周祥初部：“我本日打丁師，除周師下午或能

㉜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毛澤東關於放手消滅
丁德隆師致彭德懷電（1936 年 11 月 20 日 23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
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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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到外，余均須第三天方能趕到，到亦疲勞不堪矣。我打丁師勝

利後，須立即整頓隊勢打周師”。㉝  6 時，彭德懷亦電紅二十八

軍軍長宋時輪、政治委員宋任窮（他們正率部在北線戰場定邊

縣紅井子一線抵禦胡宗南最精銳的第一師第一旅李正先部）：

“二十八軍應以各種手段遲滯敵前進，號召群眾堅壁清野，封閉

水井，埋藏物資，盡可能保持定、鹽二十五、二十六〔日〕在我

手中”。㉞

21 日午後，戰鬥打響：紅一軍團主力與紅四軍、紅三十一

軍各一部從北、東、南三面向山城堡敵軍實施向心突擊。戰至

黃昏，敵二三二旅棄城西逃，紅一軍團一部和紅十五軍團主力

從南北兩翼分進合擊，在山城堡以西的馬哨口合攏鉗口，切斷

山城堡敵軍退路並截擊敵二三四旅一部 ⋯⋯

22 日 0 時，戰鬥大部結束，各部開始搜剿殘敵。

22 日 1 時，彭德懷致電各部首長及毛澤東：

（甲）丁德隆之廖旅，在山城堡“土圍”及隘路被

我左翼部隊二十四時全部消滅，一部潰散大山中，正搜

剿中，正繼續準備消滅胡敵全部。

（乙）各兵團首長抓緊戰鬥勝利，在全部〔隊〕中

為消滅胡宗南全部而奮鬥。㉟

22 日 12 時，殘敵全部解決，山城堡戰役勝利結束。

參見圖 6~2：山城堡戰役要圖。

㉝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毛澤東關於打丁師勝
利後立即打周師致前總電（1936 年 11 月 21 日 3 時）〉，《鞏固和發展陝
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74 頁。

㉞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彭德懷關於攻擊丁師
得手後紅二十八軍的任務致宋時輪、宋任窮等電（1936 年 11 月 21 日
6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年，
第 875 頁。

㉟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彭德懷關於消滅胡宗
南全部致宋時輪、宋任窮等電（1936 年 11 月 22 日 1 時）〉，《鞏固和發
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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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山城堡戰役要圖（1936 年 11 月 17~22 日）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圖

片》，解放軍出版社 1993 年，第 189 頁。

與此同時，在邊區群眾的大力支援下，北線定邊紅井子

一線頑強防禦的紅二十八軍也擊退了胡宗南部第一旅的多次進

攻，該旅旅長李正先呼喚飛機助戰亦無進展。毛澤東于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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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時電令宋時輪、宋任窮等：“調查大水坑、萌城、甜水之

線至鹽、〔定〕兩城之間的地形條件，並說明是否利於作戰告

彭及我”。㊱

毛澤東這是準備在山城堡戰役勝利後再戰南線之敵，爾後

移師北上，擴張戰果。

然而南線之敵已不堪再戰，迅速撤逃 — 爾後是南北兩線

敵軍全線後撤，轉取守勢。

山城堡之役，殲胡宗南部精銳一個多旅，取得三大主力會

師後第一個大勝利。雖然戰鬥發起後乃至進行時，也曾發生過

爭議，也曾因通訊聯絡不暢而發生過“鑼齊鼓不齊”問題，甚

至還一度動搖了彭德懷的戰役決心。㊲  但因戰前政治動員深入

到位，三個方面軍指戰員士氣高昂，滅敵心切，有些部隊沒有

命令也主動積極投入戰鬥，而已經集中統一的指揮系統又使戰

場指揮員決心之恢復乃至貫徹執行及時迅速，最後終於還是贏

得了這個至為寶貴的勝利。

毛澤東等原擬再打一仗鞏固勝局：“我軍仍須一面整理，

一面準備作戰，再打一仗則大局已定”，㊳  但因敵軍已全線停止

進攻轉取守勢，而再度發起攻勢之前“西安事變”爆發並很快

得以和平解決，河東紅軍主力勿需再戰而擺脫危機。山城堡之

戰，遂成為了土地革命戰爭最後一個勝利之戰。

㊱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毛澤東關於鉗制胡宗
南第一旅致宋時輪、宋任窮等電（1936 年 11 月 22 日 10 時）〉，《鞏固
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79 頁。

㊲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彭德懷關於堅決消滅
胡宗南敵於運動中的部署致毛澤東並報朱德等電（1936 年 11 月 21 日
12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76 頁。〈前敵總指揮部命令 — 關於 11 月 21 日晚作戰部
署（1936 年 11 月 21 日 13 時 40 分于俞家灣）〉；肖克：〈萌城阻擊戰〉，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1053，1062 頁。

㊳ 〈毛澤東、周恩來等關於紅軍戰鬥部署致彭德懷、任弼時電（1936 年
12 月 1 日 3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
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10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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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和環境下取得的勝利 — 一戰

而改變局面。

山城堡之役還成為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

的一個重要誘因：東北軍、十七路軍與紅軍的結盟是政治結

盟，政治結盟是利益和利害關係的結盟，這種結盟是排斥哥們

兒義氣這類純粹感情因素的！換句話說，對自己有用的朋友才

是指得上值得交的朋友，誰都願意交站得直有本事的朋友，誰

都不願意交窩囊廢沒出息的朋友，張學良、楊虎城如果不是親

歷和認識到了共產黨人具有蔣介石也難以戰勝的力量，很難相

信他們會產生出“與共產黨共進退”以“逼蔣抗日”的自覺與

自信來！

在山城堡戰役還在進行之時 11 月 21 日 21 時，已轉移至河

連灣的紅軍總部林育英、朱德、張國燾等與周恩來聯名致電紅

四方面軍首長和中革軍委，通報敵情、指示部署並鼓勵士氣：

“毛炳文部於十七日渡河完畢，現向大靖、古浪進，楊補充旅

亦歸毛敵指揮，現到何地不清”，“三十軍應占有利陣地，

堅工集糧，如遇敵決戰，須集優勢兵力，達到有把握消滅敵

人的目的”，“一、二、四方面軍現集山城堡南洪德城線，

敵周、孔、丁三個師昨到北城堡及此以西地區，準備明後日

滅敵，士氣甚旺，糧食亦不困難”，“三個方面軍已完全團

結一致，現正加強在黨中央（領導）下徹底團結一致的教育，

情況極佳”。㊴

22 日，因山城堡戰役勝利而心境大為舒展的中共中央領

導人致電西路軍首長：

四方面軍向前、卓然、昌浩同志：

來電均悉，甚為快慰。四方面軍不但保存了基本力

㊴ 〈林育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關於三個方面軍行動部署致四方面
軍、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21 日 21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
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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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且更加進步。從此，三個方面軍團結一致，從政

治上、軍事上、文化上進行有步驟的工作，使整個紅軍

推進到新階段，執行新的任務，完成抗日民族戰爭與全

國人民團結爭取的解放核心。我們面前雖擺 困難，然

而是能夠戰勝的。凡此偉大任務之完成，均為諸同志之

堅強與正確的領導是賴，特此布複。

張、毛、周、博、楊、凱 ㊵

然而這兩天裡，西路軍傳來的信息卻又是亦喜亦憂。

報喜信息：“我騎一師於昨（二十一）日完全佔領山丹縣城，

群眾全在家熱烈歡迎紅軍進入山城。該城商業極發達”㊶  — 已

抵近甘州。

報憂信息：“棉衣缺少四分之一，皮衣收集甚少。天寒，

早晚零下二三十度。擴紅共不到五十人”，“此間地區房屋為

堡寨、土圍，不便出擊與運動戰。大路兩翼平行路多，便敵

迂回，敵以集團騎兵猛犯。白天只能守圍寨，如無火力可被

敵攻破，固守則子彈消耗極大。夜出擊敵每散逃，不便消滅，

行動必多在夜間，異常疲勞。小部不能遠出活動，如稍離寨

堡，敵騎即乘機襲擊”，“群眾不如川民之苦，⋯⋯城也未下，

群眾鬥爭不易發動，擴紅籌資較難”；㊷“地方工作現暫無大開

展，敵騎活動有礙，擴紅仍不多、皮衣仍無 落”，㊸  — 與他

㊵ 〈中央關於三個方面軍團結一致完成新任務致徐向前、李卓然、陳昌
浩電（1936 年 11 月 2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
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6 頁。

㊶ 〈騎一師佔領山丹捷報（1936 年 11 月 2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
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6 頁。

㊷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西路軍近月來減員情況及對形勢分析致中央並
朱德、張國燾電（1936 年 11 月 21 日 20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
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94 頁。

㊸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四十里鋪戰況等致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22 日 20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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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十天前報告的“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後籌資擴紅都有

大的辦法”㊹  大相徑庭。

還有敵情及他們的相應措置：“估計毛敵未到前，二馬可

能以主力續犯，並以一部速向甘州集結，攔頭擾肅州；毛到後

更是迫馬前進。我們目前戰線甚長，人少彈虛，有減無增，必要

時決集主力在甘、永線上至肅、甘線上擊敵，不然敵向我攔阻，

顧慮實大”㊺ — 與八天前“朱張”向他通報的“對你們之敵現

馬步芳、青兩部，又分散，又（便）於你們各個擊破，後東追之

敵並不多，守甘、涼、肅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們各個擊破敵

人”㊻  又是大相徑庭。

對“徐陳”所稱“集主力在甘、永線上至肅、甘線上擊

敵”的措置，毛澤東等十分擔憂 — 越往西地理、氣候與群

眾條件只會越差，而且也與兩天前“朱張”向“徐陳”傳達

的“你方須在甘州以東建立根據地，決不可將主力位置于甘州

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的中央指示相悖，遂複電指

點辦法，同時也針對他們“毛到後更是迫馬前進”的憂慮，通

報了因河東戰勝胡宗南而敵第三十七軍毛炳文部有可能東調

的好消息：

甲、遠方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

疆。

乙、你們作戰方法應改變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圍

㊹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1936 年 11
月 1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1~882 頁。

㊺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1936 年 11
月 1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1~882 頁。

㊻ 〈朱德、張國燾關於西路軍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致徐向前、陳昌
浩並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14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
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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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箝制敵之余部，

如此方能從敵取得補充，方能予敵以重創，根本消滅其

戰鬥力，方能使敵知所警戒，應該力避如過去一樣的消

耗戰，提倡集中兵力包圍消滅其一部的消滅戰，如此方能解

決問題。

丙、因河東勝利，毛炳文有東調消息。

丁、 重在涼州、永昌之間，各個消滅馬部，西面僅以

五軍佔領之。㊼

而“徐陳”在回電中報告了“馬敵現傷亡已約五千以上，

但能抽大批民團壯丁迅速補充，人馬子彈均有。涼州即能抽壯

丁三萬。因此仍能繼續與我拼戰”，“敵大部以乘馬，進退均速。

我方勝利難繳獲，敗即無生還”，“敵騎到處騷擾，擴紅、弄

糧，籌資，交通均受限制。我們擬壯大騎兵，但馬不易籌，我

們現只有五百人馬之騎兵”等等不利情況後，得出的結論是：

“我們現無能集優勢兵力，彈藥太少，難在甘東地區滅敵，如何

速示”，㊽  作出的措置是：“現正尋機用伏擊戰以各個擊敵，擬

將山丹、甘州敵消滅一部後即乘勝向甘州襲擊，我受永昌正面之

敵壓迫不便滅其一部時，即將三十軍直轉到甘州以西襲臨澤、肅

州，五軍及九軍只留山丹阻敵。”㊾

數十年後，原西路軍主帥之一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

稱，這個電報是他親自起草的。

㊼ 〈中央關於西路軍作戰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 年 11 月 23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
出版社 1992 年，第 899 頁。

㊽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敵我情況致朱德、張國燾並中央電（1936 年 11
月 24 日 23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99~900 頁。

㊾ 〈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關於敵我情況致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25 日 19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9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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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徐陳”得出的與中央指示精神相反的結論和措置，“事

後諸葛亮”也好，“事後臭皮匠”也好，當然可以見仁見智，

作出各種各樣相似或相異的剖析評判。但“徐陳”該電所呈報

的情況，卻均系事實，並無誇大渲染：“馬家軍”㊿  是步、騎

混編，聯合作戰，機動能力較紅軍為強。而其裝備的槍械多為

6.5 毫米口徑的日制三八式步槍，與紅軍使用的大多數槍械口

徑不一樣（紅軍使用的槍械多為國民黨軍主流裝備的 7.92 毫米

制式），既或有繳獲也大多難以補充部隊使用。“彈藥太少”

也是實話實說。“徐陳”在此前向“朱張”報告“馬家軍”編

制裝備情況時也稱：“馬家軍”的槍械“多系三八式與單一式

槍；每槍子彈十八排，炸彈一個”⋯⋯

而此前，無論“徐陳”、“朱張”還是中央，對馬家軍實

力與戰力的估計都存在很大誤判。

五、小瞧了“馬家軍”

—“徐陳”、“朱張”和毛澤東都有誤判

“西進”之初，“徐陳”先後兩次向“朱張”、中共中

央及中革軍委報告了“馬家軍”兵力編制和裝備情況：“馬

步芳共五個旅，騎三旅，步兩旅。第五旅在肅州，三、四兩

旅在干柴窪，第一、二兩旅在一條山。編制：每旅三團，每

團三營，每營四連，每連三排；連有五十余支步槍，多系

三八式與單一式槍；每槍子彈十八排，炸彈一個；每團輕機

槍三、四挺”，�“馬步芳部三個旅共九團，馬步青三個旅共

㊿ 本文中的“馬家軍”指的是“青馬”，即馬步芳、馬步青所統轄的
武裝力量 — 作者注。

�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馬步芳部隊之編制等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
年 11 月 3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61~8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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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團”。�

而“朱張”向“徐陳”通報的情況是：“在你們周圍的敵

人是馬步芳、青兩部，馬步芳有步兵三個旅共六團，騎兵一個旅

兩團，手槍一團，炮一團；馬步青有騎兵兩旅共四團，步兵一旅

兩團，手、炮各一團。”�

雖然各說不一，但都還靠譜，出入也不大 — 這些兵力加

起來，約有 2~3 萬余人。

西路軍開始西進之時，兵力有二萬余眾。雖然敵我力量

對比仍處劣勢，但對這支白手起家開闢創建過兩大蘇區，還

走過了萬里長征的驍勇善戰之師來說，這也並不算是多麼了

不得的“懸殊”之比：想當初，在鄂豫皖，在通南巴，在長

征中，他們不是在比這更為懸殊的力量對比下，與比“馬家

軍”人更多勢更壯的地方土軍閥較量過對決過麼？不是在比

甘、涼、肅條件更困難民族隔閡更深的少數民族區域盤桓過

轉戰過麼？⋯⋯

遠的不說，就說近的：四年前他們初到川北時，不是曾以

不到兩萬人的兵力，粉碎了六萬川軍的“三路圍攻”，開創了

全國第二大紅色根據地 — 通南巴蘇區麼？他們不是繼而又以

八萬人的兵力，擊破了 20 多萬川軍的“六路圍攻”，打出了

紅四方面軍戰史上最輝煌的一頁麼？

那都是些大江大海大世面啊！“馬家軍”？嗤！⋯⋯

不光是“徐陳”、“朱張”，就是毛澤東，當時也沒把“馬

家軍”太當回事 — 不然幾個月前怎麼會把“能夠造成鞏固的

根據地”，當作取道“甘涼肅三州”以“打通國際”的優越之

處來考量呢？不就是幾萬地方土軍閥麼？能怎麼的？既然這些

�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1936 年 11
月 1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1~882 頁。

� 〈朱德、張國燾關於西路軍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致徐向前、陳昌
浩並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14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
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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驍勇將士當年幾個月時間就能打敗幾十萬川軍，如今以“一年

為限”，還不夠擺平“馬家軍”？雖然西路軍已有古浪之敗，

減員很大，但還有一萬八千之眾啊，跟從鄂豫皖初到通南巴的

那個時候相比，也差不多嘛！當初能打敗六萬川軍還整出一片

根據地來，現在打敗兩三萬“馬家軍”再整個“河西蘇維埃”

出來，難道還有什麼問題麼？⋯⋯

這些車   轆話當然是筆者個人的分析推測，但也不是沒

有任何依據。

山城堡之戰勝利後，已西渡追擊西路軍的毛炳文部東調，

毛澤東開出的“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

辦法”這張支票兌了現，西路軍“保持東邊回旋余地”的威脅

與壓力大為減輕。他當然更有理由認為：“徐陳”擺平“馬家

軍”，更有把握了！

11 月 25 日 24 時，毛澤東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再作鼓勵

與點撥：

徐、陳：

一、告指戰員書及二十五日部署電收到，甚慰。

二、毛炳文東撤利於你們發展。�  在你們打破馬敵之

後，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

三、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

奮鬥，打開局面。

四、關於作戰方面：

（一）集中兩個主力軍于一個有利陣地打馬部，不

管敵是兩三個團還是五六個團，概用此法。

（二）敵少則主力從兩翼包圍，並以有力一部迂回

�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毛炳文部於 11 月 29 日渡
河東返，向靖遠、打拉池之線集結候命。參見〈毛炳文關於西渡黃河追
擊紅西路軍的命令（1936 年 11 月 12 日）〉，轉引自《鞏固和發展陝甘蘇
區的軍事鬥爭（2）》，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8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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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敵後。

（三）敵多則以一部箝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圍其一

翼。

（四）不論敵多敵少，正面不使用全力。

（五）兩翼包圍時，不可平分兵力，應置最大兵力

於一翼。

（六）凡打兩團以上之敵，二兄均宜親自指揮，親

自看地形，親授幹部以機宜。並須十分注意隱蔽，避免

無益犧牲。

（七）估計不能打勝之仗不打。

（八）總之，不打則已，打必須有新繳獲。予（與）

其擊潰敵許多團，不如干淨消滅敵一個團。望酌行之。

澤東�

毛澤東顯然認為，毛炳文的第三十七軍，才是西路軍

“建立根據地且打通遠方”的最大威脅！現在這個威脅被解

除了，而“徐陳”那邊傳來的信息又是“二馬主力約全數三

分之二已受我打擊”！�  如此，“你們的發展”也好，“擊破

馬敵”也好，也就不應該有太多太大的障礙了。如果河西部

隊再“東進一步”以與河東主力互為呼應，那就更加沒有問

題了 ⋯⋯

有些史著就此情節很煽情地稱：“至此，西路軍據守在

永昌、山丹一線的冰天雪地，東馳西調，夜以繼日與敵浴血奮

戰”，似乎這一切都是因為毛澤東這個指示造成的。可問題是，

西路軍倘一直繼續西進，“冰天雪地”只會越來越多，就糧和

� 〈毛澤東對西路軍作戰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 年 11 月 25 日
24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
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902 頁。

� 〈徐向前、陳昌浩關於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1936 年 11
月 1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881~8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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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寒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呀！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不可能指

望解不了“近渴”的“遠方”那道遠水的，而只能靠自己“團

結奮鬥”想辦法！毛澤東要河西部隊“東進一步”，那是希望

他們“保持東邊回旋余地”與河東主力互為呼應，並借此解決

自身的生存問題！

11 月 26 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通報國際國內形勢並指

示紅軍任務，其中幾個與河東紅軍主力與河西“徐陳”所部有

關的關鍵信息是這樣的：

⋯⋯

8. 蔣介石還站在中間地位，對日仍力求妥協，但比過

去強硬了許多；對我力求縮小蘇區，打擊紅軍，但也覺得困

難，許其部下二陳為我談判。潘漢年去南京兩次，距離甚

遠，一時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面從人民、從反蔣軍閥，

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面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

迫蔣妥協。蘇區紅軍堅持打蔣，不稍放鬆。

⋯⋯

13.徐、陳西路軍力量雖減至一萬八千人，但面前無大

敵，打通遠方局面大體已定。

14.紅軍能在定、環地區熬過一個月就好。�

這些“關鍵信息”都很精闢精到 — 除了“徐、陳西路軍

⋯⋯”一句。

毛澤東認為西路軍已“面前無大敵”— 這就是筆者前述

那段“車   轆話”的推測依據。

事實證明，當年的毛澤東與“徐陳”、“朱張”一樣，都

小瞧了“馬家軍”。

� 〈毛澤東關於國際國內形勢及紅軍任務致彭德懷電（1936 年 11 月
26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
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1057~10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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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也並不是不可以理解的：當年，無論是“徐陳”、

“朱張”，還是毛澤東，就是所有的紅軍領袖乃至所有的紅軍

將士，此前都不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和閱歷：在一個有 一支強

悍的正規武裝力量支撐的、以宗教信仰為號召的、少數民族上

層封建反動統治相對統一而穩固的區域輾轉作戰，開闢和創建

革命根據地。

不管是失敗的教訓，還是成功的經驗，都不曾有過！

紅四方面軍年前“西進康北”盤桓過的那片區域，應該

算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所經過的民族隔閡最深、人煙最稀

少、自然環境最惡劣之所在了。但那裡卻沒有一支像“馬家軍”

一樣以“家族統制和宗教意識”維繫的正規武裝力量，少數反

動喇嘛武裝和游雜土司藏騎多系烏合之眾，在紅軍主力面前基

本上就是不堪一擊！紅四方面軍在康北、康南活動期間也基本

上沒有打過大仗硬仗，所有單位的“一號首長”最操心的問題

不是打仗而是“籌糧”⋯⋯

而在“馬家軍”統治下的甘、肅、涼地區就大為不同：作

為正規武裝力量的“馬家軍”的“兩三萬人”它只是一個“基

數”。除了這支正規武裝力量，“馬家軍”還有一支以地方保

安團、民團為基幹的“預備役部隊”或准軍事力量，除了隨時

可以補入被消耗的正規部隊外，本身也可以直接投入戰場，其

人數竟達十萬之眾。

時任馬步青部騎兵第五師參謀主任的吳輯癢提供的“馬家

軍”參戰正規軍兵力為：

馬步青騎五師參戰部隊騎兵兩個旅、步兵一個旅，

一個手槍團，共計 9000 余人，青海參戰部隊（注：指馬

步芳部）三個旅又四個團，共計 16000 人，以上總計兩

萬余。

⋯⋯

紅軍缺乏補充，損失逐漸增大；馬軍陸續補充，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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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保持在一萬人馬以上。�

時任青海電訊社長的陳秉淵先生當年曾全程採訪西路軍

西進過程的戰事，後來還曾在馬步芳部的國民黨特別黨部任

書記長。據他估算：馬步芳部當時參戰的有正規軍和地方部

隊三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及手槍團、炮兵團各一，計 1.4 萬

余人，馬 7 千余匹。參戰民團有 7.9 萬余人，馬 4.7 萬余匹；

而馬步青部參戰兵力有騎五師兩個騎兵旅一個步兵旅，手槍

團和炮兵團各一，共計一萬人，馬 6 千余匹。參戰民團 6 千

余人。

總計兵力竟有 11.5 萬余眾，馬 6 萬余匹。�

陳老先生是記者出身，可能說得略顯誇張。而時任的馬家

軍河西前線總指揮部參謀長的張時之先生、青海海南警備司令

部騎兵第一旅參謀長常正先生皆為行伍中人，他們的計算顯得

要更加精准一些：

馬步芳部參戰兵力：第一百師三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另一

個手槍團，計 1.27 萬余人，加上輜重等後勤單位，實際參戰人

數為 16058 名；海南警備司令部參戰部隊為兩個騎兵旅共 4 千

余人。馬步青部參戰兵力：騎兵第五師兩個騎兵旅一個步兵旅

和手槍、炮兵、工兵團各一，計有 11140 人。

以上參戰正規軍人數共計 27198 人。

參戰民團人數：青海民團：四萬余人；甘肅民團〔涼州（武

威）1800 余人、甘州（甘州）5000 余人、肅州（酒泉）民團

2624 人〕：9424 人。共計 5 萬余人。

�  吳輯癢：〈河西戰役中紅軍同馬家軍實力對比情況（摘錄）〉，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回憶錄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第 589~590 頁。

� 陳秉淵：〈馬步芳阻擊北上抗日紅軍的始末〉，《青海文史資料》
第 3 輯第 9~12 頁。作者系時任青海電訊社社長，後曾任馬步芳第一百
師特別黨部書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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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軍”正規軍和民團參戰人員總計為 77198 人。�

無論哪一個數字，于西路軍都是很具殺傷力的。

解放戰爭初期，“馬家軍”的正規軍曾經擴張到 15 萬人，

民團等也達七萬。

這在當時人口稀少的青海和河西走廊地區，是相當驚人

的。

“馬家軍”，才是西路軍的真正大敵！

關於這一點，身為原西路軍主帥之一的陳昌浩後來有了基

於失敗教訓的深刻認識：

1.馬步芳、馬步青曾得少數民族之回軍，然割據青省、

甘北多年，借地勢之優越、剝削之奇跡與頑強野蠻之回民之

團結，懷歷史上漢族統治者殺戮之痛，挾十年來“剿赤”、“防

共”，尤其對“打通國際”囈語之毒，其對我共產黨與紅軍

視為深仇大敵，特別是我們侵入其地盤無異推翻其統治，其

必然團聚一切民族的、政權的、軍事的及社會的各種“反共”

力量以對我，實為意中之事，所謂二馬在日本帝國主義、

親日派以至蔣介石策動與援助之下，積極蠻橫與我拚戰

到底毫不為怪。

2. 不能實現停戰與統一戰線之客觀性。回民的少數

民族，甘北為其生命源泉，敵在地利，社會諸條件均對

我不利。當時我們正為倡“和平統一”，“救亡抗日”，

已經宣佈不得已之自衛戰。對回族則力言不侵犯其利益，

聯回以抗日，然而我們甘北之行，都使回軍感覺我們是向他

侵犯，是背棄和平，是背約爭進，是想取甘北而滅逐回軍。

二馬這一狹隘政治觀點，並不理會我們向他的解釋，聯合與

統一戰線，即決心以主力與我激戰。

3.二馬兵力之強大，及在甘北地區作戰之優越條件：二

�  張時之、常正：〈“二馬”在河西追剿紅軍部隊情況（摘錄）〉，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回憶錄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第 593~5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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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騎兵在中國一般範圍說來並不算很多，也不算最強，然而

他以割據之勢，自強之策，在戰勝孫殿英之後，擴充實力不

遺余力，其意不只在對付我們，還想在“保持地盤”意志之

下，借以對付中央，防範新、蒙。其力之足，的確出乎我們

意外。渡河前之任何戰鬥，然最甚者，還是甘北。地形、天候、

經濟、房屋之特殊情況，剛剛便利於馬軍之活動。攻守“借

此以自衛”。因為騎兵之迅速運動，騎、步、炮兵之協同攻防，

勝則猛打猛進，敗則一舉而逃。其輕裝，其作戰力，其運動

之速，其地利之熟，其人物、資源之不竭，其彈藥糧草之有

備，戰術上長於運動戰，長於奇襲，長於封鎖，長於攻堡，

亦利於防守，民族之團結，民氣之野悍，剛剛是甘北地區作

戰之所必須，故二馬兵力在數量與技術上有其特點，其在甘

北地區作戰有其優越條件。

4. 我軍在甘北地區與二馬作戰之客觀困難條件（甘

北地形之奇特，氣候之奇寒，人煙散聚無定，沙漠之遼

闊，堡寨之堅險，山勢之荒野，飲水之缺乏，糧食之少

與被封鎖，故一般說來，不利於野外作戰，不利於遊擊

活動，不利於死守一地，不利於孤軍獨戰；以我軍之實

力，人多兵少，槍少彈缺，饑渴疲乏，行動遲緩，無補充，

無後方）與特長（長於遊擊戰遊擊集團之圍，聲東擊西，

輕裝速行，少以行箝制，多以行突擊，秘密企圖，且戰

且息 ⋯⋯），不能在此取得優勢，加之遠離主力，無任

何之策應。無任何之接濟。勝則兩傷，敗則獨敗，潰敵

雖易，滅之誠難，即不能繳械於戰場，又不能補充於當

地，故遭遇此強大野蠻之敵而自處於劣勢者甚多，這些

客觀原因在失敗數中是具有一定的地位與值得研究之價

值的，以上是客觀原因。�

� 〈陳昌浩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 年 9 月 30 日）〉，《中國工農
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
第 984~9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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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檢點和認識，都是客觀實際的反映。

而當時的紅軍領袖和紅軍將士們，對這些情況都是沒有

切身體驗和認識的：“徐陳”當初爭來“西進”任務還信心滿

滿打包票，就是因為沒有把“馬家軍”放在眼裡！而敵毛炳文

軍西渡一追尾，他們卻即刻遊疑浮現 — 這才是他們心目中的

“大敵”；而毛澤東等在因河東勝利迫使毛炳文軍東返後即認

為“西路軍面前已無大敵”，也是緣於他們對“馬家軍”真實

狀況缺乏深入瞭解和清醒認識。

還有，西路軍是作為“客軍”在這片區域轉戰的，本身是

不具備對手所擁有的這些條件的，“擴紅”與“籌糧”也並不

如事前想像的那般容易，沒有耐心細緻艱苦深入的工作並輔以

戰場上的不斷勝利來支撐，那是不可能信手就能拈來的！如果

“政治紀律”和“群眾紀律”再發生問題，那就是“惡性循環”，

環境也只會越來越惡劣。

也正是基於對“求人”結果種種不確定性的全面預想，毛

澤東才力主“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去“打

通國際”，取得援助。而在這些問題上，西路軍乃至整個紅四

方面軍部隊，的確存在 “先天不足”— 這也是“國燾路線”

種下的惡果之一 ⋯⋯

幾天後，陳昌浩、李卓然曾向總政治部和“朱張”彙報過

西路軍“在政治紀律方面一般的很差，甚至有些幹部只顧解決部

隊的物質，不顧政治影響”，� 爾後，中央也曾多次去電提醒“徐

陳”對此加以注意並及時改善之，甚至還到了語氣非常強烈的

地步：“你們的政治紀律，究竟有無確定的基本上的轉變沒有

呢？從蘭州方面來的人員與新聞記者都詳報你們部隊與群眾的關

� 〈陳昌浩、李卓然關於西路軍政治工作的報告（摘要）（1936 年 12
月 2 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459~4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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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不好，究竟實況如何呢？”�

時任紅九軍參謀長的李聚奎將軍在西路軍失敗後也有過檢

點：西路軍“對群眾紀律是很壞的。所經過的地方豬羊糧食搶

盡。群眾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燒殺政策。永昌城北門外房子

燒盡，大寨子附近亦燒得不少，到最後還把康隆寺的喇嘛寺燒

下，其余可見一般〔斑〕”。�

“陰溝裡也會翻大船”，西路軍不能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

地乃至走向覆滅，不能不說有 內在的成因。

� 〈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關於西路軍戰略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
（1937 年 2 月 17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
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945 頁。

�  李聚奎：〈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轉引自青海民族學院政治系
中共黨史教研組：《紅西路軍在青海有關情況調查材料彙編（四）》，
1980 年 3 月印發，第 588 頁。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