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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西路軍”問題的幾點初步認識 

 

 
“西路軍”問題﹐是黨史和軍史研究領域﹐一個重要且又爭

議比較大的歷史問題。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以及這個問題給我們

帶來怎樣的回憶和思考﹖一直是我們在努力探索的一個重要課

題。長期以來﹐各方面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有些意見

分歧還是相當尖銳的。如果排除政治上的因素去進行分析﹐史料

的缺乏和不透明﹐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給學術研究

工作帶來了鉅大的困惑和障礙。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黨史

和軍史研究領域﹐所存在的某些偏差性。這種偏差性﹐如果不能

及時得到糾正﹐將會對黨史﹑軍史研究的科學性和社會公信力﹐

造成長遠的﹑不利的影響。因此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並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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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正確的工作方法﹐逐步加以解決。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稱《文獻卷》）的

出版﹐1 就是在這方面﹐所進行的一種積極的嘗試。這部作品不

僅為我們提供了一部研究“西路軍”問題﹐比較詳盡﹑比較客觀

的歷史史料﹐使我們有可能依據這些史料﹐對這一歷史問題﹐進

行準確的回顧和分析﹔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向我們展示了一

種科學﹑求實的研究方法。即﹕在研究黨史﹑軍史重大問題時﹐

一定要重視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始終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

唯物主義的方法﹐在認真研究史料的基礎上﹐準確地還原歷史原

貌﹐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重大歷史問題﹐及其所產生

的原因和後果﹔正確地抽象和總結歷史現象﹐科學地引導運用歷

史經驗﹔使我們的研究成果﹐不僅要為現實工作服務﹐還要對歷

史和後人負責﹐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這是一種對待史學研究工作﹐

科學﹑嚴謹的態度。 
長期以來﹐在黨史和軍史研究領域﹐也確實存在著某些錯誤

的傾向。比如﹕忽視史料的基礎作用﹔對史實隨意進行修改﹔把

科學﹑嚴肅的黨史和軍史研究﹐演繹成為一種充滿唯心主義和英

雄史觀的“戲說”之作﹐等等。這種做法的實質﹐是用唯心主義

代替唯物主義﹐以片面性﹑極端性代替辯證法。這種教訓﹐過去

曾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屢次發生過﹐應該講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

和文化背景。在“改革﹑開放”30 年後的今天﹐我們黨﹑我們軍

隊將面對更加民主﹑更加開放的發展形勢。在這一歷史背景下﹐

出版這一類的歷史文獻資料﹐公開﹑公平地向社會提供歷史信息

資源。這一做法﹐反映出我們在觀念上的轉變和進步﹔對我們逐

                                     
1 郝成銘﹑朱永光等主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3

步改進研究工作﹐規範學術行為﹐完善新時期黨史和軍史研究的

科學方法﹐將產生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西路軍”問題﹐同時還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歷史問題。其所

以複雜﹐除了上述原因外﹐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作為

一次影響重大的軍事失敗﹐長期以來﹐這一過程一直被用一種“政

治化”的方式﹐來加以解釋和宣傳﹐從而切斷了它與歷史演進過

程之間的聯繫﹔這不僅與客觀史實不相符合﹐也違背了某些辯證

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因此從結果上看﹐它不可能清晰地解讀這

一歷史事件的真正原委﹐而只能使這一問題日趨複雜化。要解決

這一難題﹐同樣也需要提供史料方面的支持﹔並且要適時調整我

們的研究方法﹐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理論﹐來指導我們的研究

思路。把我們的研究工作﹐真正轉化成為一種對歷史現象﹐全面﹑

客觀﹑鮮活﹑有連續性的思考。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研究成

果﹐堅實地建立在科學性和真實性的基礎之上﹐具有更為深刻的

認知歷史和解讀歷史的能力。 
過去我們對“西路軍”問題的認識﹐大多是建立在閱讀個人

“回憶錄”（或“傳記”）的基礎之上﹐因此認識水平常常受到

作品“主觀性”（或“片面性”）的影響﹔且大部分作品都是採

用“記敘式”的方法﹐就事論事﹐很難幫助讀者從宏觀的角度﹐

來認識和把握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這給深入進行學術

研究和探討﹐帶來了極大的局限性。可以說《文獻卷》的出版﹐

展開了“西路軍”問題研究的一個新階段。作品提供的豐富史料﹐

使我們有可能從一些全新的角度﹐來審視和研究這一歷史問題﹐

加深我們對“西路軍”問題全貌的認識和理解。這對於澄清不同

看法﹐統一思想認識﹐促進對黨史﹑軍史重大問題的研究和探討﹐

都是十分有益的﹔同時也為廣大史學工作者（或史學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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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條正確的﹑科學的研究和探索之路。筆者就是在認真閱

讀了這部作品之後﹐開始對“西路軍”問題產生了興趣﹐並有了

一些新的看法和認識。現簡述幾點感受﹐懇請各位專家和前輩們

指教。 
 

 
“西路軍”問題﹐從時空定位上看﹐是紅軍三大主力在完

成戰略轉移（長征）之後﹐即將進入陝甘寧蘇區之前﹐所進行

的一次最為重要的軍事行動。這次軍事行動是發生在紅軍歷史

上﹐若干重要的“轉變過程”之中﹔因此它對後續事態的發展﹐

影響是重大的﹐深遠的﹐有些甚至是帶有決定性的。我們可以

把這些重要的“轉變過程”﹐集中概括為以下四點﹕一是紅軍

主力即將會師陝北的“轉變過程”﹔二是紅軍主力（包括相應

的軍事指揮權）由分散趨向於集中的“轉變過程”﹔三是紅軍

各部隊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由表面化向實質化發展的“轉變過

程”﹔四是國內政局變化的“轉變過程”。如果我們把這四點

“動態”過程﹐作為背景來進行觀察﹐可以清晰看出﹐“西路

軍”的戰事活動﹐與此前紅軍各部隊﹐所進行的諸多戰鬥相比

（無論這些戰鬥﹐是發生在蘇區﹐還是發生在長征途中）﹐具

有以下幾個明顯的“不同”點﹕ 
1﹑執行的作戰任務不同。“西路軍”西渡黃河作戰﹐是執行

中央（軍委）下達的戰略性任務﹐即﹕展開“寧夏作戰”計劃﹐

打通國際路線﹐爭取外部援助。這是一個中央謀劃已久﹐指向性

很明確﹐剛性很強的作戰任務﹔同時也是當時紅軍諸多作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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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配合的主要目標之一。參戰部隊在執行這一任務過程中﹐可

供選擇的餘地和機動空間都很小﹔其“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完

全要服從於完成“戰略性任務”的要求。這意味著對參戰部隊而

言﹐要具備更高的軍事素養﹐更強的組織紀律原則﹐以及更大的

犧牲和奉獻精神。這與此前紅軍各部隊所執行的諸多戰鬥任務相

比﹐情況是不同的。此前紅軍各部隊在執行戰鬥任務時﹐由於外

部嚴酷環境的壓力﹐一般首先要考慮解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問題﹐而後才談得上配合上一級軍事組織﹐執行更高層面的戰略

性任務。這些戰事活動的特點﹐與“西路軍”所受領的作戰任務

相比﹐性質完全不同﹔其作戰目標的隨意性更為寬泛﹐指向性更

為靈活﹐機動空間也更大﹐更符合當時紅軍游擊作戰或運動作戰

的規律和特點。 
此前雖然紅軍各部隊﹐也有少數戰事活動﹐與“西路軍”的

情況比較相似。例如﹕1934 年 7﹑8 月間紅六軍團的先遣西征﹐以

及方志敏所領導的“北上抗日先遣隊”等。這些戰事活動的共同

特點﹐就是戰略意圖比較明顯﹐指向性比較強﹔但在其任務的重

要性和活動範圍﹐以及作戰方式和作戰規模等方面﹐仍然與“西

路軍”的情況有所區別。簡單地視同一般﹐也缺乏必要的根據﹐

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對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

識和理解。 
2﹑部隊的組成不同。在實行“武裝割據”的年代﹐由於敵人

的包圍和封鎖﹐以及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紅軍各部隊被孤立在

各個封閉的作戰區域內﹐單獨進行作戰﹔進而逐漸形成了本地化﹑

群體化和獨立性都很強的戰鬥實體﹐即我們後來通常所講到的

“山頭”﹔而以“山頭”為基礎組建作戰部隊﹐又成為那個時期

紅軍戰事活動的一個基本特點。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紅軍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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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才開始有所改變﹔但帶有“根本性”的改變﹐還是發生在

“三大主力”會師之後﹔而“西路軍”的組成﹐則成為這種“根

本性”改變的一個重要標誌。 
“西路軍”不是由一個“山頭”的紅軍部隊組建而成的﹔而

是由一﹑四兩個方面軍的部隊共同組建而成的﹐其中又以四方面

軍的部隊﹐為主力作戰部隊（其間﹐二方面軍的部隊和陝甘紅軍﹐

也分別參與了有關作戰的配合行動）。這種打破“山頭”界限﹐

集合紅軍主力﹐採用聯合作戰方式﹐組建作戰部隊﹐本身就說明

了其所執行的戰鬥任務﹐更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特點。這在此

前紅軍的歷史上﹐並不多見﹐因此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在紅軍主力會師之後﹐也曾有過幾次規模較

大的部隊重組活動。如﹕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後﹐成立的“左路

軍”和“右路軍”﹔二﹑四方面軍會師之後﹐組建的“三路縱

隊”﹔以及與“西路軍”相呼應﹐組建成立的“南路軍”和“北

路軍”﹐等等。但這些重組活動﹐與“西路軍”的情況都不相同﹐

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他們或者組建的戰略意圖不夠明顯﹔或者

存在的時間比較短﹔或者沒有展開什麼戰事活動﹔或者基本上保

持了原有的“山頭”狀態﹐等等。紅軍主力會師以後﹐這種頻繁

的重組和解體活動﹐一方面可以理解是﹐主力會師之後正常的工

作需要﹔另一方面恐怕“山頭”的因素﹐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

因。這恰恰從一個側面﹐更突顯出“西路軍”組成的特殊意義﹐

值得我們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 
3﹑指揮作戰的方法不同。“西路軍”作戰﹐具有指揮權高度

集中﹑統一的特點﹔特別是對一些涉及到全局性和戰略性的軍事

舉措﹐都是由中央（軍委）直接下達命令﹐進行調度和指揮的。

透過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指揮方法﹐其深刻的含義是﹕中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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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指揮系統﹐開始對紅軍主力部隊﹐執行戰略性任務﹐實行集

中﹑統一領導。這在紅軍發展史上﹐是一次重大轉變﹐在黨史和

軍史研究中﹐應佔有重要的基礎性地位。 
強化對“西路軍”（相當於“方面軍”一級）的“指揮”關

係﹐從當時情況看﹐是中央（軍委）指揮系統﹐所應該採取的一

種正確措施﹐對紅軍的長遠發展是有利的。但這種做法﹐同時也

是一把“雙刃劍”。它有利於加強對部隊的統一調度和指揮﹐卻

又容易削弱方面軍一級領導機關﹐在決策和指揮方面﹐所應有的

機斷處置權和靈活性。如果處理不好（如﹕內部缺乏充分勾通和

理解﹔沒有專業﹑技術條件保障等）﹐這種看似能夠“運籌帷幄﹐

決勝於千里之外”的用兵機制﹐常常會因為“不瞭解情況﹐脫離

實際”﹐而導致災難性的後果。這種教訓﹐在紅軍創建初期是不

少的﹔“西路軍”的失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分析原因﹐除

主觀因素外﹐應該講更多的還是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說明當時

紅軍主力部隊﹐尚不具備大兵團運動作戰的條件﹐並且也不適應

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指揮作戰的方法。 
4﹑作戰的區域不同。如果用“地緣政治”的觀點去考察﹐紅

軍主力由過去主要在長江以南或長江流域的山區﹑丘陵地帶進行

作戰﹐轉變到西北地區毗鄰蘇（聯）﹑蒙（古）邊境﹐貧瘠﹑荒

漠化的少數民族聚集區域進行作戰﹔這種作戰區域的變化﹐在當

時情況下﹐對紅軍指戰員最大的心理衝擊﹐就是儘快打通國際路

線﹐尋求外部的支持和幫助。這是凝聚全軍士氣﹐促使“西路軍”

戰事演變的最基礎原因之一。 
“西路軍”西渡黃河作戰﹐執行的是中央（軍委）下達的戰

略性任務﹔實行的則是無（後方）依託的外線作戰。戰事活動主

要是在遠離根據地的白區或新區進行。而同時期其他一些紅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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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部隊（如一方面軍﹐及後來組建的“西方野戰軍”等）﹐在先

期到達陝北後﹐也展開了一系列的戰事活動。但這些戰事活動﹐

主要是圍繞在根據地周邊地區進行﹐屬於有（後方）依託的外線

（或內﹑外線結合）作戰。我們如果對這兩種情況進行深入分析﹐

可以看出﹕（1）由於作戰的區域不同﹐決定了作戰的方式不同﹐

從而導致作戰的結果﹐也會有所不同﹔（2）自長征途中﹐紅軍主

力會師以後﹐有關下一步“戰略發展方向”的爭論﹐除了通常我

們所提到的﹐“南下”和“北上”這兩種方案外﹐還應該包括一

個“西進”的方案。提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不僅關係到準確

理解中央當時的戰略意圖﹐也關係到四方面軍﹐尤其是“西路軍”

的發展和命運﹐是“西路軍”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實踐最

終證明﹕在這三種方案選擇中﹐只有“北上”的方案是正確的﹔

而“南下”和“西進”的方案﹐都是行不通的。 
5﹑作戰的對象不同。由過去主要同敵步兵作戰﹐轉變為主

要與敵機動性較強的騎兵作戰（並有仇共﹑仇漢心理很強的部

族民團配合）﹐敵我優劣態勢發生變化﹔加之當時正處在“西

安事變”前後﹐國內政治形勢突變﹐“反共剿共”與“抗日救

國”兩種浪潮同時高漲﹐“敵﹑我﹑友”態勢也隨之發生變化﹔

反映在戰場形勢上﹐文武之道也應各顯張弛。但“西路軍”長

期在外線作戰﹐遠離中央﹐信息閉塞﹐對情況變化知之甚少﹐

無法有效利用（例如﹕未能適時調整“西進”態勢﹐擴大統一

戰線﹐“化敵為友”等）﹐只能維繫剛性運作﹐最終錯失良機﹐

導致失敗。而當時紅軍其他主力部隊﹐面對突發事件﹐都及時

採取了有效的“應變措施”（例如﹕調整政策﹐改變作戰對象

等）﹐因此能夠迅速地擺脫被動狀態﹐走出危局。兩種結果形

成鮮明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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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的河西之戰﹐是我軍歷史上一次重要的軍事失

敗。這次失敗到底給我們黨﹑我們軍隊帶來了怎樣的思考﹖這是

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我們必須回答的﹐

客觀﹑公正評價歷史的問題。恩格斯說﹕“沒有哪次鉅大的歷史

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這是一段辯證看待歷史進

程的精闢論斷。“西路軍”悲壯的戰鬥歷史﹐恰恰從一個角度驗

證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它使我們在認真總結“西路軍”失敗教

訓的同時﹐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視角﹐用另外一種境界﹐來審視和

看待這段戰鬥歷史﹐以及它所折射出來的“敗與勝”的辯證關係。 
“西路軍”是一次軍事性的失敗。但造成這次失敗的原因﹐

卻不僅僅是軍事性的﹐而是包含多方面的因素。除前述幾點“不

同”外﹐在政治上﹑體制上﹑觀念上﹐都反映出紅軍主力在會師

之初﹐相互之間所存在的隔閡﹑猜疑﹑矛盾及紛爭等﹔而“西路

軍”的軍事失敗﹐使這些隱含的﹑深層次的原因﹐完全暴露在全

黨和全軍的面前﹐從而使這些問題的解決﹐具備了一些重要的前

提條件。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失敗乃成功之母”的道理。從

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西路軍”的軍事失敗﹐對中共及紅軍今

後的命運和發展﹐是產生了深遠影響的﹔甚至可以說﹐這是一次

“轉變歷史”的軍事失敗。這種“轉變”的深刻含義﹐包含以下

幾點具體內容﹕ 
1﹑完成了黨對紅軍的統一領導。黨對紅軍的統一領導﹐無論

是從理論到實踐﹐還是從形式到內容﹐都是一個歷史漸進的過程。

而在這一過程中﹐“西路軍”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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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從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點上﹐階段性地完成了對這

一重大命題的詮釋和運用。作為當時最具戰鬥實力的作戰部隊之

一（其戰鬥實力﹐約佔當時紅軍總戰力的 40％左右）﹐“西路軍”

在這一問題上的堅定做法和突出表現﹐為日後紅軍各部隊﹐繼續

推廣和完善這一工作﹐開啟了一個很現實的局面。具體體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1）在黨內﹑軍內建立起“黨指揮槍”的集中﹑統

一的領導體制﹔（2）使中央（軍委）對紅軍各部隊的軍事指揮﹐

在總體上變得更權威﹑更清晰﹑更直接﹑更有效﹔（3）整合﹑統

一了全黨的軍事力量﹐把“黨指揮槍”這一理論原則﹐具體落實

到了每一支紅軍部隊﹐落實到了每一次具體的軍事行動上﹔（4）
使中共和紅軍部隊﹐真正成為一支新型的﹑獨立的﹑有組織﹑有

實力的政治和軍事集團﹐為日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參與

“中國命運之大變革”的角逐﹐並最終取得全國性勝利﹐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 
這一歷史性的轉變﹐我們可以從“西路軍”的組建﹑征戰﹑

失敗以及善後處理中﹐找到答案。這裡雖然也有前人成功的經驗﹐

但二萬多“西路軍”將士﹐卻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們生命

中的閃光和意義就在於﹕他們是用另外一種方式﹐續寫了這一重

要的歷史性命題﹐從而在一個階段性的歷史過程中﹐以他們堅定

的信念和頑強的戰鬥意志﹐完成了一個弱小的政黨﹐一支弱小的

軍隊﹐由弱變強的轉變。因此﹐他們的忠勇﹐他們的奮鬥﹐他們

的奉獻和犧牲﹐是不應該被歷史和我們後人所忘記的。 
2﹑推動了黨和紅軍新的精英領導集團的形成。回顧我黨和我

軍的發展歷史﹐其精英領導集團的形成過程﹐有幾個“關鍵點”

是不應該被忽視的。就本文論述的範圍而言（限於長征途中）﹐

筆者認為﹕其一是“遵義會議”﹔其二就是“西路軍”事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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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一點﹐目前黨內已有共識﹐在此不加贅述﹔對於第二點﹐筆

者則認為﹐目前尚屬於初步認識和探討階段﹐會有不同看法和分

歧。但從客觀歷史的“因果關係”上分析﹐要確立這個“關鍵點”

的學術地位﹐也是不會有多大問題的。因為上述“因果關係”的

建立﹐不是出自於某些“偶然性”的現象﹐而是出自於某些“必

然性”的規律﹐這是我們確立學術觀點的基礎。 
“西路軍”的軍事失敗﹐對推動黨和紅軍新的精英領導團隊

的形成﹐其客觀（或被動）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原因就在於﹕

面對更為複雜的局面﹐要求解決問題的主體﹐要具備更高的政治

水平和更豐富的智慧經驗﹔這必然會催生出一批新的領導人才﹐

聚合成新的精英領導團隊﹐這是一種歷史的選擇和必然。“西路

軍”當時所面臨的問題﹐應該說在很多方面﹐都已突破了中共和

紅軍所原有的局限性﹐是在一個全新的領域中展開的。這對參與

各方的領導者和決策者而言﹐都是一次全新的考驗。如何駕馭新

的﹑更為複雜的局面﹖已成為大家所共同面對的新課題。這裡我

們可以借用中共和紅軍﹐在處理“內部問題”時的做法為例。比

如﹕過去發生在紅軍內部（或黨內）的矛盾和意見紛爭﹐常常是

以本根據地（或本部隊）內部﹐或本根據地（或本部隊）與中央

之間的矛盾為特徵的﹐具有明顯的“二元化”特點﹔因此在處理

方法上﹐也相對具有“簡單化”的特點。而“西路軍”的問題則

不然﹐除了涉及到本根據地（或本部隊）與其他根據地（或其他

部隊）之間的矛盾紛爭外﹐還伴有中央（甚至國際）的因素存在﹔

因此在矛盾的特徵上﹐則更具有“多元化”的特點﹔這必然導致

其處理過程更複雜﹑更微妙﹐而處理結果則更帶有全局性和戰略

性。從這個意義上講﹐“西路軍”的軍事失敗﹐只是問題的一個

方面﹔而另一個方面﹐對這次危機的駕馭﹑總結﹐以及在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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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重新整合政治力量﹐形成新的精英領導團隊﹐因勢利導﹐努力

把“壞事變成好事”﹐則需要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和更為有效

的處理方法。應該說﹐新的精英領導集團﹐在這些方面都有非常

成功的表現。他們在化解這一危機過程中﹐進一步確立了團隊在

全黨的領導地位﹔最終順應了歷史的選擇﹐成為中國革命新的旗

手。 
3﹑對於“西路軍”軍事失敗的總結和宣傳﹐最終演變成為我

黨﹑我軍一次成功的﹑最為政治化的全面勝利。這一勝利﹐推動

了全黨﹑全軍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其歷史作用是

不容忽視的。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西

路軍”問題的看法﹐主要是通過“政治化”的手段﹐來實現定位

的。這種做法﹐必然會帶來很多局限性﹕一是壓制了正常的學術

研究和理論探討﹐致使一些重要“結論”偏離史實或根據不足﹔

二是容易把複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孤立化﹐人為地切斷了歷史

事件前後之間的必然聯繫﹐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等等。

這些局限性﹐最終會導致對“西路軍”問題的重新反思和理性回

歸。 
“政治化”的做法﹐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左右人們對歷史的

看法﹐甚至可以影響到歷史的走勢﹐因此我們說﹐這也是歷史的

一種選擇。我們尊重歷史的選擇﹐但不等於贊同用“政治化”的

方法﹐來解讀複雜的歷史問題。歷史﹐還需要進行客觀地研究﹐

來再現它的真實﹑公平與合理。“西路軍”問題﹐作為一次慘痛

的軍事失敗﹐如果又因為“政治化”的解讀﹐而使之喪失基本的

客觀與公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悲哀。因此正確的做法應

該是﹕在承認歷史選擇的前提下﹐還歷史一個“本來面貌”﹔把

換取這次勝利的代價﹐放在歷史的天平上﹐重新“稱一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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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選擇一個合適的位置﹐把其奠基在黨史和軍史的豐碑之下。給

予歷史以“真實﹑客觀的反映”﹔給予先烈和前輩﹐以應有的尊

嚴和榮譽。 
 

 
這些信息﹐一方面可以直接幫助我們開展學術研究工作﹐另

一方面還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線索﹐推動我們對這一問

題的認識﹐不斷深化。對此﹐筆者也頗有感悟﹐現提供幾點浮淺

看法﹐供各位參考﹕ 
1﹑關於張國燾在此事件中的地位問題。縱觀《文獻卷》中各

方來往的電報﹐給人明顯的感覺是﹕張國燾在處理此事過程中﹐

始終沒有處在第一線的位置﹔而處在第一線位置的﹐應該是林育

英﹑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志﹐以及他們所代表

的中央（軍委）指揮系統。處在第二線位置的﹐則應該是“西路

軍”前指的兩位主要負責人﹐即陳昌浩和徐向前。張國燾雖然當

時在黨內和軍內的職務較高﹐但就此事而言﹐特別是在軍事指揮

方面﹐他的作用﹐至多可以算做是處在第三線的位置上﹔甚至從

某種意義上講﹐他的角色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旁觀者”。 
2﹑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以後﹐中央（軍委）指揮系統﹐能夠在

短時間內迅速統領全軍﹐有二點基本原因﹕一是有“國際”的支

持﹔二是有“中央”的權威。這二點“合二為一”﹐是當時統領

紅軍三大主力﹐重要的先決條件﹔而這種先決條件的形成﹐除了

有“南下﹑北上”之爭外﹐又與當時各方﹐對討論中央蘇區“五

次反圍剿”失敗的態度﹐有著直接和密切的關係。 
3﹑作為一次帶有戰略意圖的軍事行動﹐“西路軍”失敗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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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能不從軍事指揮的角度去尋找答案。過去我們在這方面﹐

未曾做過廣泛﹑深入的討論﹐而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常常是簡

單地套用“政治化”的語言來加以定位﹐一語而帶過。這不是一

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態度。“西路軍”的失敗﹐如果從軍事的

角度進行分析﹐可以肯定地講﹐在“指揮”和“執行”這兩個層

面上﹐各有各的問題。 
（1）指揮層面的問題是﹕急於打通國際路線﹐而忽視主﹑

客觀條件﹔②戰役計劃變來變去﹐顧及一點﹐而不及其餘﹔有

唯“國際指向而是從”的傾向。這種簡單﹑生硬的指揮方法﹐明

顯有著“五次反圍剿”用兵之道的影子。 
（2）執行層面的問題是﹕軍事和政治的關係處理不好﹐軍

事受制於政治﹐干擾和影響了軍事指揮員的判斷和決心﹔②戰術

運用比較呆板﹐缺乏機動靈活的指導思想﹔兵力不夠集中﹐決心

不夠果斷﹔開始輕敵﹐後來戀戰﹐關鍵時刻部隊又徘佪不前﹐致

使戰局始終處於被動應對的局面﹔時不佔天﹐地不佔利﹐在“人

和”方面﹐內部又缺乏充分溝通和理解﹐幾乎是集“用兵之大忌”

於一身﹐終日輾轉苦戰﹐力量消耗殆盡﹐又得不到補充和增援﹐

最終焉能不敗也﹖﹗ 
“西路軍”是一支英勇的部隊﹐具有光榮的作戰傳統﹐其成

員絕大多數都是經過長征和戰火考驗的戰鬥骨幹。對於這樣一支

驍勇善戰的部隊﹐在即將完成戰略性轉移之前﹐卻意外地倒在了

祁連山下﹐折戟於戈壁大漠之中。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極大的悲痛

和惋惜﹐同時也引發了人們更多的思考和追問。《文獻卷》的出

版﹐為我們科學地回答這一問題﹐逐步還原歷史真相﹐提供了堅

實的史料基礎。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也是對二萬多浴血疆

場的“西路軍”將士﹐最好的緬懷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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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精彩﹐不會輕易地從人們身旁走過……。“西路軍”

的精彩﹐不在於它的華麗和完美﹐而在於它的深刻和曲折。如同

一曲戰士的悲歌﹐如同一段忠勇的挽唱﹐深深地震撼著人們的心

靈﹐把我們的記憶﹐永遠地留在他們日漸消逝的足跡上……。共

和國的歷史﹐將會記住這支英勇的部隊﹐以及他們所走過的悲壯

的戰鬥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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