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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統一戰爭中的政治策略運用 

 

 

在中華民族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歷史上﹐經歷了多次統

一戰爭。其中包括由長期分裂走向統一的統一戰爭﹑伴隨改朝

換代而進行的統一戰爭﹐以及對邊疆地區的統一戰爭。縱觀歷

代統一戰爭﹐實施統一者都非常重視合理運用政治策略配合軍

事手段贏得戰爭勝利﹐實現國家統一。政治策略運用得當﹐對

於獲得廣大民眾支持﹑改變戰爭力量對比﹑加快戰爭進程﹑最

終贏得戰爭勝利乃至鞏固統一成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對

中國歷代統一戰爭中的政治策略運用進行深入分析﹐探討這一

特殊鬥爭形式的特點﹑規律並總結其基本經驗﹐具有重要的現

實意義。 
 



 

統一戰爭的性質和目的決定了其有別於其他類型的戰爭﹐在

運用政治策略的具體手段和方式上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既注

重配合軍事打擊贏得戰爭﹐同時又注重戰後治理﹐並最終實現國

家統一。考察歷代統一戰爭﹐實施統一者大都採取以下政治策略

配合軍事行動﹐達成戰爭的最終目的。 
（一）懷柔策略。統一戰爭中的懷柔策略﹐是指通過對敵方

統治者和民眾釋放善意﹑施以恩惠﹐最大程度地爭取敵方民心所

採取的政治策略。實施懷柔策略﹐可以爭取敵方民心﹑瓦解敵方

軍心士氣﹔同時﹐也可以麻痹敵方統治者﹐使其內政不修﹐對實

施統一者的討伐放鬆警惕。但必須注意到﹐以懷柔手段通過爭取

敵方民心瓦解敵方軍心士氣﹐需要長期的實行方能顯出效果。實

施統一者不僅需要有長遠的戰略規劃﹐同時也要有長期作戰的氣

魄﹐才能真正發揮懷柔策略的重大作用。懷柔的具體手段主要有﹕

對敵方民眾實行優厚的經濟政策﹐使敵方民眾獲益﹐形成對我依

賴的利益關係﹔通過佈施恩德﹐講求信義﹐籠絡敵方民眾﹐消除

其敵視心理﹐進而爭取他們的同情與信任﹔在積極備戰的同時﹐

通過派遣使者主動示好﹐並通過主動減少駐防兵力等方式﹐表達

友好誠意﹐使敵方統治者放鬆警惕等。西晉在滅吳戰爭之前﹐對

吳國實施長達十年的懷柔政策﹕經常派遣使者通好吳國﹐以消除

吳人敵意﹔善待吳國降俘﹐以瓦解吳軍鬥志﹔與東吳民眾以禮相

待﹐以爭取民心等。尤其是西晉大將羊祜鎮守荊州期間﹐他在處

理與吳人的關係上﹐主動採取懷柔政策﹕行軍中﹐若有軍隊誤入

吳國境內﹐損毀其莊稼必用絹帛等價賠償﹔對比鄰而處的吳國大

將陸抗友好相待﹐常派人通信問好﹐並互贈禮物以昭信義等。於

是吳人都心悅誠服地稱他為羊公。懷柔策略的實行﹐逐步麻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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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主孫皓的防備思想﹐使其對晉的討伐放鬆警惕﹔消除了吳國軍

民的敵意﹐爭取了吳國的民心﹐為日後伐吳統一全國創造了條件。

其後的伐吳戰爭中﹐吳國士氣渙散﹑軍事要衝江陵等地皆不戰而

下等事實﹐充分證明了懷柔策略的強大威力。 
（二）和談策略。統一戰爭中的和談策略﹐是利用強大的軍

事威懾或軍事打擊的階段性勝利﹐通過談判與敵方簽訂和約﹐達

成戰爭最終目的的策略。和談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談判結束戰爭﹐

實現統一。此外﹐和談還可以有效地配合軍事行動﹐以“和談”

為幌子﹐掩蓋真實意圖﹐為軍事打擊創造有利條件﹕一是利用和

談為戰爭準備爭取時間﹔二是利用和談麻痹對方﹐以達成軍事行

動的突然性﹔三是利用和談進行政治欺騙﹐以獲取輿論支持。實

施和談策略的具體方法﹐主要是通過軍事威懾和軍事打擊脅迫敵

方進行和談﹐逼迫敵方全盤接受己方的條件。清政府為徹底解決

臺灣問題﹐從西元 1662 年鄭經在臺灣即位﹐到西元 1683 年清政

府統一臺灣﹐其間與鄭氏集團先後開展十次和談﹐顯示了充分的

誠意。但是﹐在前九次和談中﹐由於缺乏軍事威懾和軍事打擊行

動的緊密配合﹐致使和談失敗。雙方的第十次和談﹐是在清軍攻

克澎湖﹐形成大兵壓境之勢後﹐最終通過以戰逼和的方式取得成

功。由此可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有利的戰場態勢是談判成功的

首要條件。以和談欺騙對手的策略也常用於統一戰爭。劉邦在統

一戰爭中﹐與項羽相持不下﹐於是運用和談策略﹐提出雙方和解﹐

並訂立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的和約﹐之後利用項羽的麻痹疏忽﹐

突然對其回撤之兵實施打擊﹐奪取了戰爭主動權。 
（三）輿論策略。統一戰爭中的輿論策略﹐是綜合運用各種

輿論手段﹐激勵己方士氣﹑瓦解敵方鬥志﹐為爭取政治主動營造

有利輿論環境的政治策略。通過輿論造勢﹐宣示己方的正統地位

及統一戰爭的正義性﹐以此激勵士氣﹐贏得民心﹔向敵方顯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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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軍事力量和戰爭決心﹐震懾對手﹐先聲奪人。此外﹐通過揭

露敵方的黑暗政治﹐譴責敵方的倒行逆施﹐還能達到攻心﹑奪氣

的目的。輿論策略的實施方式﹐主要是通過發表檄文或頒佈討伐

詔書﹑散發傳單﹑發佈誓詞等形式﹐聲討敵人的罪行﹐宣示統一

政令﹔通過戰書﹑閱兵﹑會盟等展示軍事實力的形式﹐震懾對手﹐

削弱其抵抗意志﹐動搖其戰爭決心﹔通過在民間廣泛散播歌謠﹑

童謠或者佈道傳教等形式﹐製造不利於敵方的社會輿論等。朱元

璋在北上滅元時﹐發表了一篇討元檄文﹐提出“驅逐胡虜﹐恢復

中華”和“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政治號召﹐宣稱北伐的目的

是恢復國家統一和恢復舊有的封建思想與文化﹐安定並拯救生民﹐

同時揭露元廷實行的民族歧視政策。這篇檄文發佈以後﹐在北方

產生了廣泛影響﹐基本消除了元王朝治下的官僚﹑地主對朱軍原

本懷有的恐懼和疑忌心理﹐不僅起到瓦解敵方軍心﹑爭取北方官

僚與地主支持的作用﹐而且利用民族矛盾﹐贏得了中原漢族人民

對統一戰爭的支持﹐大大地孤立了元朝統治集團﹔此外﹐還通過

嚴明軍紀﹐贏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北伐軍所到之處﹐許多州縣

不攻自破﹐紛紛歸附﹐有的元朝守將不戰而降﹐甚至棄城而逃﹐

充分顯示了檄文這一輿論工具所產生的強大政治效應。 
（四）離間策略。統一戰爭中的離間策略﹐是指在戰爭中通

過激化敵方內部矛盾或者製造新矛盾﹐使其內部關係失和而採取

的政治策略。離間策略的作用在於破壞敵方內部團結﹐使其君臣

相互猜疑﹑上下離心﹐促使敵方統治集團分崩離析。離間策略的

實施方式﹐主要是針對敵方統治者的猜忌心理﹐主動派遣間諜散

佈不利於敵方內部團結的言論﹐或利用敵方統治者內部的矛盾﹐

賄賂其權臣讒言害賢﹐離間其內部關係﹐引發其內訌等。秦王嬴

政在統一戰爭中﹐成功地運用離間策略﹐除掉了那些力主抗秦的

名將﹑大臣﹐大大減少了戰爭阻力。在秦滅趙之戰中﹐被趙國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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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城的李牧﹐率軍抵禦秦軍的進攻﹐雙方相持一年之久﹐秦軍

未能取得突破。為除掉李牧這一心腹大患﹐秦國實施離間策略﹐

派人攜帶財寶賄賂趙王親信郭開﹐讓其離間趙王與趙軍主帥李牧

的關係﹐並誣告李牧謀反﹐最終趙王下令賜死李牧。趙軍將士為

李牧蒙冤而死憤憤不平﹐軍心浮動﹐趙國再也無人能夠領兵抗秦。

秦軍趁機向其發起猛攻﹐很快就大破趙軍滅了趙國。在西漢統一

戰爭中﹐楚漢在滎陽﹑成皋一線形成相持局面﹐楚軍數次切斷漢

軍甬道﹐使漢軍產生補給困難。為扭轉不利態勢﹐劉邦遂採納陳

平的離間策略﹐針對項羽為人忌才並且容易聽信讒言的弱點﹐極

力挑撥其與謀士范增的關係﹐並派出間諜散播謠言﹐傳言鐘離昧

等將領因未被項羽封王而想投奔劉邦。項羽果然中計﹐懷疑范增

與劉邦有私約﹐並且不再信任鐘離昧等將領。受到項羽猜疑的範

增憤而離去﹐病死途中﹐楚軍領導核心趨於分裂﹐項羽開始陷於

眾叛親離的不利境地﹐招致最終的滅亡。 
（五）收買策略。統一戰爭中的收買策略﹐主要是針對敵方

內部高層人員的物質欲望和性格弱點﹐利用各種手段滿足收買物

件的需求﹐使其政治立場發生改變﹐從而為我所用。通過收買策

反﹐培植內應﹐可以達到亂敵方略﹑殺敵良將的目的。收買策略

普遍運用於歷代統一戰爭﹐貫穿於統一戰爭的始終。收買策略運

用的方式方法多種多樣﹐最常用的是向收買物件承諾或直接給予

金錢﹑地位﹑良田美宅等﹐以投其所好。秦始皇在統一天下的戰

爭中﹐採納尉繚“賂其豪臣﹐以亂其謀”的建議﹐指派姚賈﹑頓

弱等人攜帶重金珠寶﹐分別到趙﹑燕﹑楚﹑齊等六國活動﹐賄賂

諸侯﹐收買六國大臣作為內應﹐使其在本國讒言害賢﹑剪除忠臣﹑

敗壞政治。這一策略的運用﹐在不同程度上為秦統一六國掃除了

障礙。例如﹐秦為了穩住和孤立主要對手齊國﹐派人重金收買齊

相後勝﹐使齊國不僅在秦攻滅其他五國中保持中立﹐而且在秦滅

 5



了五國後才與之斷交﹔當秦軍從北部進入齊境時﹐齊王在後勝的

勸說下﹐不戰而降。收買策略的運用在歷代統一戰爭中發揮了重

要的作用﹐它不僅有利於弱化對方的抵抗力量﹐也有利於減少戰

爭損失﹐縮短戰爭進程。 
（六）聯盟策略。統一戰爭中的聯盟策略﹐是實施統一者為

了增強自身實力﹐聯合其他政治集團打擊主要敵人所採取的政治

策略。《兵法百言》指出﹕“勝天下者用天下﹐未聞己力之獨恃

也。”在統一戰爭中﹐實施統一者面臨的絕非單一勢力集團﹐為

避免四面受敵﹐並在戰爭中獲得最有利的戰爭態勢﹐往往採取聯

盟策略。一方面盡可能多地聯合有關力量﹐增強自身實力﹐另一

方面盡可能拆散敵方聯盟﹐以分化敵人﹐目的是使自身始終處於

聯盟對抗中較為有利的地位。具體而言﹕通過宣示正統或以維護

正統為號召﹐以利益為導向﹐最大限度爭取同盟者﹔利用敵方陣

營中的利益糾葛與矛盾﹐因勢利導﹐採取離間﹑收買等手段﹐分

化敵方聯盟等。楚漢戰爭中﹐劉邦始終堅持運用聯盟策略﹐並通

過對這一策略的靈活運用﹐最終造成了項羽孤軍奮戰的局面。首

先﹐劉邦為了增強自身實力﹐積極爭取各諸侯勢力的支持﹐對項

羽發起強大的政治攻勢﹐譴責項羽殺死天下共主義帝是大逆不道﹐

號召諸侯追討殺滅義帝的項羽﹐激起各地諸侯憎恨﹐得到了五路

諸侯的回應﹐並出兵相助。其次﹐劉邦還利用對方陣營中的矛盾﹐

乘隙而進﹐分化爭取。項羽的殘暴兇狠﹐使許多諸侯望而生畏﹐

畏而生怨。劉邦則利用九江王英布與項羽的矛盾﹐最終使英布“提

劍而歸漢”﹐使項羽失去一個重要盟友﹐從此楚軍基本上處於孤

軍奮戰的局面。楚軍由強轉弱直至徹底覆滅﹐漢軍由弱轉強直至

取得天下﹐很大程度上要歸於劉邦聯盟策略的成功實施。 
（七）招撫策略。統一戰爭中的招撫策略﹐主要指在軍事威

懾或打擊的同時﹐採取多種手段勸使敵人歸順投降的策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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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撫可以吸納敵方具有影響力的名臣﹑良將為己所用﹐並通過他

們的示範效應﹐化解敵方的抵抗力量﹐實現小戰乃至不戰而屈人

之兵的目的。招撫策略主要運用於統一戰爭的準備或實施階段。

招撫策略的實施方式包括﹕一是以高官厚祿誘使敵方將士歸順己

方﹔二是以強大的軍威震懾對手﹐勸其歸降﹔三是以經濟貿易﹑

文化滲透等方式影響吸引敵方﹐使其歸附己方。如西漢統一戰爭

中﹐劉邦在包圍宛城（今南陽）時﹐採納了敵方幕僚陳恢的招撫

建議﹐封宛城守將為殷侯﹐封陳恢本人為千戶。這一策略的實施﹐

使劉邦得以順利領兵西行﹐沿途各地守將紛紛歸降。後金皇太極

也常常採取招撫策略﹐寬待明朝名臣﹑良將﹐吸納他們為己所用。

如西元 1641 年﹐明朝重要將領洪承疇被俘後﹐皇太極針對其掌握

明朝軍政要情的特點﹐親赴獄中勸降招撫﹐委以重任﹐使其在滿

清入主中原的作戰中發揮了重要的“引路人”作用。在歷代統一

戰爭中﹐招撫策略的運用均以軍事實力為後盾﹐自身實力越強﹐

政治招撫的效果就越顯著。清朝王夫之認為﹕僅靠威望﹑重賜﹑

好話﹑安置﹑拆散等措施都不能從根本上招撫敵人﹐重要的是己

方的力量比敵方強大。 
（八）用降策略。用降策略是指對投降和歸附的敵將以誠

相待﹐委以重任﹐進而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政治策略。通過

重用降將﹐可以動搖敵方其他將領的鬥志﹐使之放棄抵抗﹐利

用降將所產生的示範效應﹐驅動更多的敵將歸降。此外﹐由於

降將來自敵對陣營﹐對敵方軍情較為瞭解﹐能夠提供有價值的

情報以及切實可行的作戰建議﹐對其予以重用﹐可以有針對性

地對敵實施致命打擊。用降策略的實施方法包括﹕以高官厚祿

收買人心﹐推心置腹以誠感人等。在統一戰爭中﹐實施統一者

大都敢於破格提拔﹑重用具有傑出才能的降將﹐充分發揮其在

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忽必烈在南下滅宋的統一戰爭中﹐繼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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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吉思汗以來蒙元政權一貫採取的用降策略﹐以此分化瓦解

敵方上層統治集團﹐使南宋不少大將倒戈降元﹐從而減少了征

戰阻力﹐加快了統一進程。先重用南宋降將劉整﹐對其委以重

任。劉整為感其恩﹐為蒙元滅南宋提出兩條重要建議﹕一是建

議忽必烈改變戰略主攻方向﹐集中力量實施中央突破﹔二是針

對同宋軍進行水戰的弱勢﹐提出加強水師建設的建議。忽必烈

採納了他的這兩條建議﹐對元軍的行動進行戰略調整﹐為元軍

消滅南宋奠定了基礎。之後﹐忽必烈又竭盡全力招降並重用呂

文煥﹐在元軍南下的征戰中﹐總是讓其充當先鋒。呂文煥是南

宋重要的統兵將領﹐沿江守將多為其舊部﹐在沿途招降宋軍的

過程中﹐充分發揮自身的示範效應﹐促使黃州﹑蘄州﹑安慶府﹑

江州﹑池州等守將未經抵抗均紛紛降元。 
（九）優俘策略。統一戰爭中的優俘策略﹐是通過優待戰俘﹐

給予其應有的尊重﹑待遇和信任﹐從而動搖敵方鬥志的政治策略。

實施優俘策略不僅可以感化戰俘﹐使其為己所用﹐壯大自己﹐還

可以向世人展示己方仁義之師形象﹐贏得敵方將士的好感﹐瓦解

其士氣﹐削弱其戰鬥意志。統一戰爭中的優俘方式包括﹕不濫殺

俘虜﹐不虐待俘虜﹐給予其應有的尊重﹔提供生活保障﹐給予其

應有的待遇﹔對願意留用的降俘﹐給予其充分的信任﹔善待戰俘

親屬﹐從而感化對手。歷代實施統一者大都重視執行並宣傳優俘

政策﹐充分發揮這一政治策略對瓦解敵軍的重要作用。如隋滅陳

統一戰爭中﹐賀若弼在攻下京口後﹐對俘虜的六千餘人全部釋放﹐

並發給糧食﹐慰勞遣返﹐每人還發給優待俘虜的敕書﹐讓戰俘分

道宣傳﹐結果使隋軍所向披靡﹐所到之處敵軍紛紛歸降﹐顯示了

實施優俘策略在平陳戰爭中的強大威力。朱元璋在統一全國的過

程中﹐對被俘的敵方將士均採取聽其去留的策略﹐願留的委以原

職﹐並讓其繼續率領原來的官兵﹐願走的不加阻止。為了打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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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官兵害怕被殺害的顧慮﹐朱元璋甚至從降兵中挑選貼身警衛﹐

自己卸甲酣睡﹐以示信任。這些警衛和其餘投降官兵都深受感動﹐

在攻打城池時均誓死效命﹐顯示出朱元璋以至誠之心感化戰俘的

膽識和智慧。 
（十）安民策略。安民策略是針對戰爭造成的混亂和破壞﹐

為安定民眾情緒﹐恢復或維護統一地區生產﹑生活秩序﹐爭取民

心﹐鞏固統一成果等所採取的政治策略。戰爭爆發後﹐在敵境上

會造成敵方民眾生命﹑財產損害﹐加上敵方的反面宣傳﹐容易挑

起當地民眾的對立情緒﹐給戰後的穩定留下隱患。及時實施安民

策略﹐可以化解民眾對統一戰爭的疑慮﹑恐懼和仇恨﹐減緩其對

立情緒﹐有利於戰後治理。在統一戰爭中﹐實施統一者大都注重

實施安民策略﹐解決民眾困難﹐維護民眾利益﹐具體措施主要有﹕

對難民進行物質救濟和醫療救護﹐解決其生存困難﹐發還其田地﹐

保護其私產﹐幫助其重建家園﹑恢復生產﹔禁止殺害﹑擄掠﹑騷

擾民眾﹐維護其生命財產安全﹐控制謠言傳播﹐緩和社會緊張﹑

恐怖氛圍﹔廢除原統治者的苛政﹐實行便民利民新政﹐促進當地

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等。左宗棠在收復新疆後﹐立即打開糧

倉﹐調撥糧食﹐發放救濟物資﹐進行醫療救護﹐以賑濟飢民﹐並

招徠流亡﹐分發糧種﹑耕牛和農具﹐幫助當地民眾儘快恢復生產。

新疆民眾多感其恩德﹐簞食壺漿歡迎左軍﹐還積極提供叛亂分子

的線索﹐協助穩定社會秩序。朱元璋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立下

嚴明的軍紀﹐要求部下在攻陷城池之後﹐以愛民為本﹐對民眾實

行寬厚之政﹐“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

殺耕牛﹐勿驚人子女”。百姓聞知其仁﹐在戰爭結束後﹐得知朱

元璋軍隊獲勝﹐對原統治者的煽動﹑挑撥置之不理﹐依然固守田

園﹐從事生產﹑貿易﹐安穩等待朱元璋軍隊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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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代統一戰爭實踐中﹐政治策略的運用方式是多種多

樣的﹐其中有一些基本經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規律性。通過對

這些基本經驗進行認真的分析與總結﹐我們可得出有規律性的認

識﹐並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 
（一）攻心奪志是政治策略運用的核心。軍心士氣是戰鬥力

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戰爭勝負的基本要素。因此﹐打擊敵

人的軍心士氣﹑摧毀敵人的抵抗意志能夠有效地削弱敵方的戰鬥

力﹐對於政治策略運用在配合軍事鬥爭過程中能否取得顯著效應

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圍繞攻心奪志對敵實施政治打擊﹐是配合軍

事行動贏得戰爭勝利的根本保證。只有以攻心奪志為核心﹐政治

策略運用才能在統一戰爭過程中發揮出自身獨特的作用﹐實現奪

取政治主動和軍事勝利的最終目標。為了減少敵方的抵抗﹐政治

策略運用緊緊圍繞動搖敵方戰鬥意志而展開﹐將對敵心理優勢最

大限度地轉化為戰場優勢﹐為軍事行動創造有利態勢﹔為了降低

戰爭代價﹐政治策略運用著眼於摧垮敵方心理防線而施行﹐加快

統一戰爭進程﹔為了鞏固和擴大戰果﹐政治策略運用以徹底征服

敵方意志為終極目標﹐消除不安定因素﹐為戰後重建奠定堅實基

礎。由此可見﹐攻心奪志在政治策略運用中起著主導作用。在北

宋統一戰爭中﹐宋軍主帥曹彬對金陵城內的南唐軍民展開強大的

輿論攻勢﹐使其抵抗意志喪失殆盡﹐為之後順利破城創造了有利

態勢。實施統一者的基本經驗證明﹐只有以攻心奪志為核心﹐政

治策略的運用才能實現預期目標﹐獲得最佳效果。 
（二）緊密配合軍事行動是政治策略運用的重心。歷代統一

戰爭的成功實踐證明﹐運用政治策略和使用軍事打擊如同車之兩

輪﹐鳥之兩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實施統一者在對敵實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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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打擊的同時﹐從更深的層次和更大的範圍採取政治手段與之緊

密配合﹐由此形成的整體作戰優勢﹐為加速改變敵我雙方力量對

比﹐乃至贏得政治主動及軍事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在歷代統一

戰爭中﹐實施統一者在運用政治策略時大都注重﹕根據作戰任務﹐

緊貼作戰進程﹐使政治策略運用與軍事行動融為一體﹐保持這兩

種打擊手段在目標上的高度一致性﹔與作戰行動相配合﹐把政治

策略運用貫穿於統一戰爭的全過程中﹔根據軍事行動的目標調整

相應的政治策略﹐針對不同的戰爭階段﹐突出政治策略運用的重

心等。實施統一者為了緊密配合對敵軍事威懾﹐常常以輿論手段

討伐敵方統治者的倒行逆施﹐以懷柔手段爭取敵方民心﹐以伐交

手段分化敵方的軍事同盟等﹔為了緊密配合軍事打擊﹐常常對敵

方上層關鍵人員運用收買﹑離間﹑用降等政治策略﹔為了充分利

用軍事打擊取得階段性勝利﹐以最小的代價實現統一﹐常常不失

時機地對敵開展政治和談﹐迫敵投降等等。這充分表明﹐圍繞軍

事行動﹐服務軍事行動﹐是歷代實施統一者運用政治策略對敵實

施打擊﹐發揮其作戰效能的重心所在。 
（三）借助軍事壓力和軍事勝利是政治策略運用成功的關

鍵。戰爭是雙方實力的對抗﹐沒有軍事實力作後盾﹐不借助武力

手段﹐政治策略運用難以單獨發揮作用。以強大的武力為後盾﹐

以軍事打擊為主導﹐政治招降為輔助﹐採取先戰後和﹐以戰促和

的手段﹐迫使敵人放棄抵抗﹐是歷代實施統一者完成統一大業的

成功經驗。抗拒統一的一方憑藉一定的抵抗資本﹐為了本集團的

利益﹐絕不可能輕易地以和平方式接受統一。在此情形下﹐必須

以強大的武力對其實施打擊﹐打消其所憑藉的抵抗資本﹐才能成

功運用政治策略﹐實現戰爭目的。在歷代統一戰爭中﹐實施統一

者借助強大的軍事壓力﹐對各方勢力展開伐交﹐分化敵方聯盟﹐

擴大己方同盟﹐迫使其他勢力保持中立﹐就能為打擊主要敵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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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利的戰爭態勢﹔借助軍事打擊的階段性勝利﹐通過攻心﹑奪

氣對敵實施招降策略﹐往往可以達到以較小的代價贏得戰爭勝利

的效果。如魏滅蜀漢之役中﹐鄧艾借助殲滅諸葛瞻的階段性勝利﹐

逼迫後主劉禪自縛出降﹔又如西晉滅吳之役中﹐晉軍借助連戰皆

捷﹑兵臨城下的軍事態勢﹐迫使吳主孫皓乞降等。這些戰爭實踐

表明﹐借助軍事壓力和軍事打擊的階段性勝利﹐是歷代實施統一

者運用政治策略成功的關鍵。 
（四）敵方的政治弱點是己方政治策略運用的突破口。統一

戰爭中﹐敵方的政治弱點是實施統一者制定和運用政治策略的依

據。敵方的政治弱點通常包括其社會矛盾﹑政策缺陷﹑政治黑暗

面﹑統治集團內部紛爭﹐以及敵方人員的心理﹑意志﹑性格上的

弱點等。敵方的這些政治弱點是實施統一者運用政治策略的突破

口和對敵進行政治打擊的重點。在戰爭實踐中﹐實施統一者十分

注重找準並抓住敵方政治弱點﹐實施針對性打擊。這主要包括﹕

一是針對敵方長期統治積累的社會不滿情緒﹐運用輿論宣傳﹑挑

撥離間等手段﹐激化敵方統治集團與民眾之間的矛盾﹐孤立敵方

統治集團﹔二是針對敵方暴政﹐通過輿論聲討等手段﹐破壞敵方

政治形象﹐降低敵方政治威信﹔三是針對敵方統治集團內部的紛

爭﹐採取收買﹑離間等手段﹐破壞敵方的內部關係﹔四是針對敵

方官員的物質欲望或性格弱點﹐採取收買﹑策反﹑散佈謠言等手

段﹐培植己方內應﹐破壞對方方略﹐剷除對方良將﹐使其自毀長

城。正是由於找準和利用敵方的政治弱點﹐歷代實施統一者才得

以通過對敵進行針對性的打擊﹐確保政治策略運用的成功施行。 
（五）瓦解敵軍與爭取民心必須雙管齊下。歷代統一戰爭的

成功實踐證明﹐瓦解敵軍與爭取民心必須雙管齊下﹐才能為奪取

戰爭勝利和鞏固勝利成果提供根本保證。單純地進行瓦解敵軍而

不注重爭取民心﹐不僅得不到敵方民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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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與擴大戰果﹔若單純地爭取民心而不注重瓦解敵軍﹐就不能

從根本上降低戰爭的對抗強度﹐從而延緩統一進程。二者只有相

互配合﹐才能在戰爭中發揮攻心奪志的作用。實施統一者在瓦解

敵軍的同時﹐大都非常重視爭取民心﹐通過實施輿論﹑懷柔等策

略﹐最大程度地爭取敵方民眾對統一大業的理解與支持﹐促使民

眾以實際行動來反抗敵方的統治﹐使敵陷入被動﹐極大地動搖其

軍心士氣﹐從而對瓦解敵軍給予有力的配合﹐以加快戰爭進程。

實施統一者在爭取民心的同時﹐也非常注重瓦解敵軍﹐通過實施

優俘﹑招撫等策略﹐充分彰顯實施統一者的強大政治優勢﹐由此

產生廣泛的示範效應﹐可以贏得敵方民眾的好感﹐為爭取民心奠

定堅實的基礎。因此﹐瓦解敵軍與爭取民心只有雙管齊下﹐才能

充分發揮政治策略的作用﹐徹底贏得統一戰爭的勝利。在明初統

一戰爭中﹐朱元璋在對陳友諒實施軍事打擊的同時﹐既注重實行

優俘策略﹐通過遣返全部戰俘以瓦解敵軍﹐又注重施行安民策略﹐

通過開倉賑濟﹑慰問當地父老以爭取民心﹐從而使漢﹑沔﹑荊﹑

嶽等地相繼歸降﹐收到了“兵不鈍而利可全”的良好效果。 
（六）根據不同戰爭階段的任務運用相應的政治策略。尋求

以代價更小的政治手段實現利益目標﹐是歷代實施統一者運用政

治策略的根本動因。為了在統一戰爭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敵方的威

脅﹐實現對敵方的有效控制﹐實施統一者自覺地將政治策略的運

用貫穿於統一戰爭的始終。實施統一者在不同戰爭階段追求的目

標不同﹐由此帶來政治策略運用的內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在戰

爭實踐中﹐歷代實施統一者都十分注重根據戰爭不同發展階段的

任務及時調整運用相應的政治策略﹐緊密配合不同階段的軍事鬥

爭﹐以發揮政治策略運用的時效性。如根據戰爭準備階段孤立敵

方和降低對己威脅的需求﹐實施統一者常常採取懷柔﹑輿論﹑聯

盟等策略﹐製造敵方內部混亂﹐動搖其統治基礎﹑拆散其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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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戰爭實施階段以最小代價贏得戰爭勝利的需求﹐實施統一者

常常採取招撫﹑收買﹑用降﹑和談等策略﹐減少乃至消除敵方的

抵抗行為﹔根據戰後鞏固並擴大戰果的需求﹐實施統一者常常採

取安民﹑優俘等策略﹐緩解和消除民眾對立情緒﹐穩定社會秩序。

根據戰爭各階段的目標與任務﹐制定和運用相應的政治策略配合

軍事行動﹐是實施統一者贏得戰爭勝利的關鍵。 
（七）多種政治策略綜合運用才能形成強大的政治攻勢。在

統一戰爭中﹐由於戰爭環境複雜﹑敵我勢力交錯﹑戰爭持續時間

長且戰場範圍廣﹐一方面增加了政治策略運用的難度﹐另一方面

也為多種政治策略的綜合運用提供了廣闊空間。中國歷代統一戰

爭的成功實踐表明﹐多種政治策略綜合運用對加快統一戰爭進程﹑

實現統一目標均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如果單純運用一種政治

策略﹐由於它所針對的打擊物件與所達成的目標通常是單一的﹐

所以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只有針對敵方的上層統治集團﹑

中下層將士﹑普通民眾等不同物件的實際情況﹐同時或先後運用

多種政治策略﹐才能從不同方面打擊敵人﹐才能將不同的政治策

略所產生的不同作用形成合力﹐從而實現諸如爭取敵方民心﹑分

化其統治集團﹑拆散其聯盟﹑瓦解其鬥志﹑挑撥其內訌﹑收買其

權臣﹑招撫其將士等多個目標。由此可見﹐只有多種政治策略綜

合運用﹐才能對敵方形成強大的政治攻勢﹐獲取最佳的綜合效應。

在楚漢戰爭中﹐長時期內處於軍事劣勢的劉邦緊緊抓住項羽弒君﹑

多疑等政治弱點﹐成功地實施了輿論﹑聯盟﹑離間﹑和談等多種

政治策略﹐對項羽集團形成了強大的政治攻勢﹐逐漸扭轉了最初

的不利態勢﹐出現了此長彼消的變化﹐最終戰勝了實力強大的項

羽﹐成為綜合運用多種政治策略完成國家統一的成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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