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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風波”新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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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說“甘南風波”﹐就要從“打通國際”說起 — 這是“風波乍

起”的由頭之一。 

                                                        
1 雙石﹐本名周軍﹐成都電視臺記者﹑編輯﹑計算機高級工程師﹐業餘軍∕戰史研究

學者﹐曾著有《開國第一戰 — 抗美援朝全景紀實》﹑《毛澤東的神來之筆 — 記中

央紅軍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之戰》﹑《魂作楚天雄 — 劉少卿將軍傳》。近

八年來組織考察隊自駕摩托考察長征路線﹐完成《紅軍長征過草地行軍路線的復原》

及《1935 年大渡河之役紅軍行軍路線及戰鬥考證》主題考察報告﹐填補了紅軍長征研

究史中的空白。本文係作者正在寫作中的《西路軍史話》之節選﹐文中黑體字部分亦

為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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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國際”﹐是 20 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存需

求和現實追求。 
那個時代﹐那個年代﹐他們自身的力量太弱了﹐他們面臨的對手

太強了﹐他們經歷的失敗太多了﹐他們付出的犧牲太大了﹗一句話﹐

他們太困難了﹐他們太需要來自“無產階級祖國”的實際的而不僅僅

是道義的幫助了﹗ 
實際上﹐早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就曾經嘗試在沿海地

區策劃武裝起義﹐尋求建立“打通國際”的紅色港灣﹐盼望著那些懸

掛著鐮刀鐵錘國旗的航船鳴笛靠岸﹐在送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情

誼”的同時﹐也把滿載而來的武器分發給急待武裝起來的中國工農群

眾…… 
在力量強大的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剿殺下﹐這些嘗試的結果可想

而知。 
海路不成﹐就尋找陸路 — 與蘇聯﹑蒙古接壤的陸路通道。 
這種設想第一次見諸於黨內正式文獻﹐是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川

西北會師後的 1935 年 6 月 16 日。當時﹐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

聞天在致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電報中指

出﹕ 
 

2 
 

由此可見﹐西路軍失敗後清算“國燾路線”時﹐籠統地將“西

進”說成是“逃跑主義路線”﹐的確是失之簡單也是失之偏頗的﹗

                                                        
2〈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人關於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致張國燾﹑徐向

前﹑陳昌浩電（1935 年 6 月 16 日 2 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

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 1995 年﹐第 5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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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進”的設想﹐是黨中央首先提出來的﹐反映的是當時中國共產黨

人的生存需求和現實追求﹗抽象而言﹐慨括而言﹐不放在相應環境和

特定條件下來衡量來比照﹐是不存在“錯誤”或“正確”之分的﹗— 
十多年後“解放大西北”﹐解放大軍不也一樣浩浩蕩蕩地“西進”了

麼﹖你說這是正確還是錯誤﹖ 
然而從來就沒有在“真空”中發生的戰爭﹗所以我們同時也可

以看出﹐當時的黨中央雖然提出了“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但實際

上仍然是將其作為一種“戰略遠景”來設想的 —“適當時期”﹗而

且我們還有理由認為﹐黨中央在這裡提出這種戰略設想﹐更大程度上

是對當時剛經過大失敗大逃亡的黨內軍內“打通國際”的普遍呼聲

與急迫心情的一種安撫性回應﹗因為幾個月後的 12 月 1 日﹐毛澤東

就在與張聞天的通信中﹐明確表示了對“組織遠征軍打通國際路線”

的真正態度﹕ 
 

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

用戰

爭用發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 3 
 

這是比較典型的毛氏思維﹕求人不如求己﹗既或要是求人﹐也得

先求己﹗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錢﹗赤手攥空拳上門投親﹐是很難遭人待

見的﹔手頭攥著的本錢越多越厚﹐得到的幫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 — 
銀行家只會給擁有還貨能力並充分展示了這種能力的人貸款﹗而逃

難式躲災式的投親靠友﹐是展示不出這種“還貸能力”的﹗ 

                                                        
3〈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等問題（1935 年 12 月 1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一）》﹐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第 4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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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並不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共識。 
 

 
對於朱毛周張的這個電報﹐時任紅四方面軍最高領導人的張國燾

是這樣回復的﹕ 
 

首先

集主力打 4 
 

這就不是戰略遠景﹐而是馬上就要付諸實施的近期目標了﹖﹗ 
然而﹐此間的張國燾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其實並無定見﹐這句話

也只是他猶疑不定頭緒紛繁的複雜思維之一縷。因為九天後的 6 月

26 日在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嘟嘟囔囔道出的關於戰略方向

的意見﹐就已經與這句話“北轍而南轅”了 — 史載﹐在那天的會上﹐

他“在發言中勉強表示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又同時提出也可‘向

南’﹐‘向成都打’的問題”……5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的陳述也可資佐證﹕當時的

張國燾﹑陳昌浩等﹐“是個舉棋不定的態度﹐有時說北取陝﹑甘﹐有

時說南下川西南邊﹐拿不出成熟的方案來”﹐“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

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

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說不定就打哆嗦。”6 
事實也的確如此﹕張國燾此前的“遠征”也好﹐此後的“南下”

也好﹐都談不上“成熟的方案”﹐尤其是後者﹐更近似於個人私慾未

                                                        
4〈張國燾﹑陳昌浩關於戰略方針和部署的意見致中央領導人電（1935 年 6 月 17 日）〉﹐

《紅軍長征‧文獻》第 517 頁。 
5 金沖及等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第 406 頁。 
6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 1998 年﹐第 282﹑3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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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滿足後的一種賭氣﹗— 如果還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層次的心態

就是﹕尋求逃避﹑偏安﹑託庇之所﹗而這種心態與志在“肩負起挽救

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要在風口浪尖上去為團隊的生存發展壯大尋

找機會的毛澤東等人的思維層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數十年後﹐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相當精僻地道出了這種

“不可同日而語”﹕ 
 

黨的北進方針﹐不是隨心所欲的決定﹐而是基於一定的歷史環境

和黨所面臨的任務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

黨中央和毛澤

東同志從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保存和發展紅軍力量﹐使黨和紅軍

真正成為全民族抗日鬥爭的領導力量和堅強支柱這一基本目的出發﹐

確定北進川陝甘地區﹐創造革命根據地﹐進而發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勢﹐

是完全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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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反﹐

張國燾的南下方針﹐雖然從戰術上看﹐不無可取之處﹐但從戰略上看﹐

這一方針﹐不僅會使黨和紅軍退處川康邊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發展

壯大的機會﹐而且更重要的是﹐會使黨的力量遠遠脫離全國抗日圖存

的革命高潮﹐無法負擔自己對全國革命的領導重任。張國燾反對北進﹐

堅持南下﹐是同他對整個革命形勢的右傾悲觀估計﹐即革命處在兩個

高潮之間的錯誤觀點分不開的。7 
 

這種思維層次的差異後來演變而成了激烈的爭論﹐甚至激化到了

有可能在紅軍內部誘發衝突的可能﹐從而直接導致了黨中央被迫率紅

一﹑紅三軍團單獨北上﹐也直接導致了張國燾另立中央後大舉南下。

爾後﹐紅四方面軍在南下迭撞南牆之後又不得不西進康北﹐張國燾也

不得不重新考慮曾被他斥之為“右傾逃跑”的“北上”路線…… 
而既或是在這些“激烈的爭論”時期﹐張國燾“沒有一定原則﹐

沒有一定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的本性﹐仍然時有發作。

比如 1935 年 8 月初蘆花﹑沙窩會議決定分左﹑右兩路分途北上之後﹐

率左路軍進至阿壩的張國燾又再度萌發過“西進青﹑新”之念。為此﹐

黨中央和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也曾多次去電反對和勸阻﹕“政治局

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

是極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並不拒絕並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該地

區去活動）……”﹐8“……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隊﹐不應以主力前

                                                        
7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303~305 頁。 
8〈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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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頁。 



 7

往”﹐9“……不宜分兵出西寧”﹐10“……目前主力西向或爭取西寧

不當……”11 
於是﹐張國燾在一番左扭右捏之後﹐最後還是選擇了“南下”。 
“南下”是個什麼結果﹐應該沒有什麼可置疑和爭論的吧﹖ 
其實當事人之一的徐向前的親歷感言就力透紙背﹐足以一錘定

音﹕ 
 

從原則上﹑戰略上的高度去看“北進”和“南下”之爭

結果跌了

跟頭  

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

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12 
 

徐向前這些話﹐都是在毛澤東去世多年後改革開放年代道出的。 
 

 
“南下”失敗之後﹐大傷元氣的紅四方面軍被迫西進康北舔傷裹

                                                        
9〈中央政治局就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致張國燾電（1935 年 8 月 24 日）〉﹐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133 頁。 
10〈徐向前﹑陳昌浩關於執行向洮河東岸發展的方針致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

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128 頁。 
11〈陳昌浩﹑徐向前關於以岷州為根據地向東發展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 年 8
月 21 日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129 頁。 
12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3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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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此間﹐張國燾在不得不考慮“北上”的同時﹐又再次打起了“西

進青﹑新”的主意﹐還派出邵式平﹑余洪遠到甘孜調查經德格進青海

的路線﹐但調查的結果卻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隊走不通”…… 
這個時候﹐在紅四方面軍內部﹐“北上”的議論和呼聲﹐也越來

越大。比如紅四方面軍主力西進康北準備迎接紅二﹑六軍團期間﹐徐

向前就在致朱張電中明確提出﹕“與二﹑六軍會後主要目的是北

上”。13 而在紅二﹑六軍團進至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前的 6 月

中旬﹐他更是帶著部分部隊率先啟動了北上的行程…… 
前來會合後的紅二﹑六軍團首長“謀求黨內團結”的表態﹐也使

張國燾很難再作他想。 
張國燾是不得不懷揣著彆彆扭扭的複雜心結﹐踏上了北上行程

的。 
而在當時的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中﹐懷揣複雜心結的應該遠不止

張國燾一人。 
應該說﹐有相當多的“複雜心結”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年前鬧僵了﹐分手了﹐分手後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狗屁不是﹐這

邊還另立了一個中央﹗現在哩﹐還真讓人家說著了﹕“一年後你們也

會北上的﹗”這回要是兩邊兒一照面兒﹐就是人家不給咱白眼兒瞧﹐

咱是羞也不羞﹐臊也不臊﹖羞愧﹐自慚﹐不服氣﹐不認輸﹐你們也別

太得意﹐是騾子是馬咱走著瞧﹐……等等等等﹐如此這般的情緒攪在

一起﹐一旦遇上了合適的能夠重新證明自身能力本事的機會﹐其迸發

的動力也是很強勁的…… 
然而這種心結與宗派情緒一旦摻和起來﹐也大有成倍放大其負面

效用之虞……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怕”的心態也勿需諱言和迴避﹕怕被上

                                                        
13〈徐向前關於與二﹑六軍團會合後主要目的是北上致張國燾﹑朱德電（1936 年 4 月

21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4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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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綱”﹐怕被黨內鬥爭“清算”﹗想當初﹐我們從通南巴千里轉

戰歡天喜地來迎接中央﹐想中央盼中央﹐盼來的好些中央大員卻一拉

下臉子就指責我們“軍閥”﹑“土匪”﹑“逃跑主義”。現在哩﹖我

們落了難﹐走了背字兒﹐要再遇上他們﹐被損了罵了可能還算是輕的﹐

要是再“開展黨內鬥爭”予以“清算”﹐那…… 
如何在今後的“黨內鬥爭”中自保﹐恐怕是當時紅四方面軍許多

人都在掂量的事情。 
正是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態﹐為張國燾在北上途中乃至會師

之後的“故態復萌”﹐提供了生長的環境和條件。 
 

 
幾乎就在紅二﹑四方面軍再次啟動北上行程的同時﹐黨中央也在

作“打通國際”的謀劃。 
其實這種考慮和探討早在年前他們到達到陝北後就開始了﹐但正

如前所述﹐毛澤東的基本戰略設想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

離的方針”去“接通國際”﹐而相關的預案也一直在醞釀探討之中。 
紅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之時﹐毛澤東與彭德懷也在討論“打通

國際”的路線 — 
 

 

而這一任務是必須一及十五軍團擔負  
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這一條路﹐距

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據地

二是甘涼肅三州這一

條路﹐能夠造成鞏固根據地﹐缺點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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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軍宿營恐怕有些妨礙。 

紅軍出動的時機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決渡河船

隻﹐這是最好時機。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則只好等候結冰。 

7 月下半月一及十五軍團向金積寧

安之間或寧安中衛之間行動的問題﹐及在黃河搶奪船隻的問題  

 

 
 

29 14 

 

從該電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在紅二﹑紅四方面軍是否能北上尚無

把握的時候﹐就準備以紅一方面軍的力量﹐獨立承擔“接通蘇聯”的

任務。而在“接通蘇聯”的路線選擇上﹐毛澤東比較傾向於“寧夏路

線”﹐而對“西進甘涼肅”這片地區建立“根據地”的估計﹐也比較

樂觀 —“能夠造成鞏固根據地”。 
這個估計與後來西路軍的轉戰歷程相映照﹐不能不說有“過於樂

觀”之嫌。 
一個多月後的 1936 年 8 月上旬﹐紅二﹑紅四方面軍進至甘南地

區﹐三軍大會師之前景在望﹐與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也很有成效﹐與南

京國民黨政府間的秘密談判亦在進行之中。於是﹐中共中央“接通蘇

聯”設想也提上了日程﹐而且其首選的路線﹐就是寧夏 — 據說“奪

取寧夏”是出自於張學良的建議。 

                                                        
14〈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和時機問題（1936 年 6 月 29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一）》

第 551~5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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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戰役”最初版本是這樣的 — 
 

 
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

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

並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 

上述任務可能而且必須在較短時期

內實行之  
實現全國抗日戰爭﹐首先為實現西北新局面﹐

進行部分抗日戰爭  
1

以有力一部出夏河

攻擊河州馬步芳家鄉﹐目的一在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

步芳兵力之東援﹐以便甲軍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軍之手

上述計劃﹐大概以一個半月時問實

現之

 
2 完成上述任務後﹐實行三個方面軍在甘北之會合﹐擴大甘北蘇

區﹐準備進攻寧夏。這一步驟約在 10 月到 11 月實現之。 
3 12 月起

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渡河﹐消滅馬鴻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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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寧夏﹐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 

15 
 

這是 1936 年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領導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張國

燾﹑任弼時的電報﹐其中“打通蘇聯”行動是擬與東北軍聯合進行的﹐

分作三個步聚﹕第一步﹐以在河州（今臨夏市）以“西渡佯動”配合

東北軍取得甘肅西部 — 可以簡要概括為“替東北軍盤下河西走

廊”﹔第二步﹐紅軍三大主力在甘北會師 — 這裡的“甘北”是指現

屬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海原﹑固原地區﹐準備攻寧﹔第三步﹐乘結冰期

（12 月）渡過黃河﹐奪取寧夏。 
再簡而概而言之﹐紅軍主力在實現會師圖謀寧夏之前﹐得先為他

人作一回嫁衣 — 
紅四方面軍以西進佯動﹐幫助東北軍取得甘肅西部﹐“接通蘇

聯”。 
 

— 

 
可能是張學良有張學良的難處 — 至少人家還沒有與蔣介石公

開翻臉﹐哪些便宜能佔哪些便宜不能佔不好佔﹐他肯定也有基於自身

利益的一番盤算﹐十天後﹐中共中央手中的“寧夏戰役”藍圖﹐就大

                                                        
15〈張聞天﹑林育英﹑周恩來﹑秦邦憲等關於戰略方針及統戰策略的建議（1936 年 8 月

12 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154~156
頁。另﹐《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 1991 年﹐第 359 頁）稱﹕

中共中央於“8 月 9 日向張學良提出與東北軍聯合發動抗日局面﹐佔領以蘭州為中心的

戰略樞紐地帶。從西﹑北兩個方向同時打通蘇聯。取得張學良同意”﹔《中國工農紅軍

第一方面軍史》（解放軍出版社 1993 年﹐第 666 頁）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

澤東於 8 月 9 日致張學良信中還提出﹕“對甘﹑涼﹑肅的佔領最好使用東北軍之一部﹐

留出紅軍在外面用。但如東北軍覺得有困難﹐便應以紅軍之一部用於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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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一個模樣﹕東北軍的參股沒有了﹐戰役第一步那個“為他人作嫁

衣”﹐變成了“為自己作嫁衣”﹐而且不是佯動是真動 — 在甘南的

紅四方面軍直接渡河西進﹐奪取青海和甘肅西部﹗ 
8 月 22 日﹐毛澤東拿出“打通國際”第一個昇級版本與彭德懷

蹉商 — 
 

2.  
3. 以四方面軍待機獨立攻青海

 
4. 看一﹑

四方面軍分攻寧﹑青之第一步戰果再定﹐

16 

 

次日﹐在中共中央領導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等

人的徵詢電中﹐這個意思就被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 — 
 

以

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繫新疆邊境

 
 

17 
                                                        
16〈毛澤東關於詢問寧“二馬”兵力及一﹑二﹑四方面軍戰鬥部署致彭德懷電（1936
年 8 月 2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658 頁。 
17〈中央徵詢對二﹑四方面軍行動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 年 8 月 23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6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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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徐向前回憶﹐當時張國燾打電話就“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

及甘西直至聯繫新疆邊境”方案向其徵詢意見時﹐他的回復是﹕“問

題不大﹐紅四方面軍有這個力量奪取甘肅西部﹗”18 
應該說﹐“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繫新疆邊境”

的方案﹐是很對張國燾的心思和胃口的﹐也很對紅四方面軍諸多領導

成員的心思和胃口的。而就是在基層幹部戰士中﹐如果能解除“再翻

雪山再過草地”的顧慮和擔憂 — 比如建立比較鞏固的甘南根據地

為補給後方﹐也是能夠產生積極呼應的。 
這又是為何呢﹖ 
 

 — 

 
筆者認為﹐張國燾對這個中央“分攻寧﹑青”計劃響應積極的原

因有三 — 
其一﹐要在 1936 年 12 月執行“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

直至聯繫新疆邊境”任務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在甘南地區建立相對

鞏固的根據地以為後方﹐這對剛走出草地來到這片相對安定和富裕地

區的紅四方面軍將士來說﹐是一個極其難得的舔傷裹創休養生息之所

在。 
張國燾就曾在《我的回憶》中留下過這樣的回憶文字﹕ 

 

8

                                                        
18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3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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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這不正是毛澤東浪漫詩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之散文版麼﹖ 
張國燾如果不是那麼健忘的話﹐他也應該有“悔不當初”之愧

嘆﹕要是年前就按“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根據地爾後向東發展”的

《夏洮戰役計劃》行事﹐兩大主力紅軍共同北上﹐在這方天地打一片

局面出來﹐中央何致落荒而走﹐自己也不致南下碰壁﹐現在又該是何

等光景﹖— 那時節﹐徐﹑陳所率的右路軍﹐距此間不過幾天的行程﹐

卻嘎然止步﹐令人扼腕﹗而那會兒的自己哩﹖還預言人家“不拖死也

會凍死”﹐可笑啊﹗ 

這當然是夢境中事了﹐張國燾是從來不會作這種反思的﹐要不他

就不是張國燾了 — 他在同一篇回憶文字中是以這樣的理由為自己

“南下”開脫和辯白的﹕“……如果在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爾

蓋去到陝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20 

這個辯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即或從“無罪推定”的前提出發

而不對此言作“立場”和“路線”方面的過多批評﹐這位“張主席”

也實在是太健忘了 — 或許因為身在國外無法查閱當年的原始文獻

資料作參照之故﹖當時黨中央在沙窩會議和此後毛爾蓋會議上擬定

的“北出陝甘”的方針是一個“川陝甘計劃”﹐具體而言就是全軍進

至夏河洮河流域與敵決戰並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根據地的方針﹐向陝

北或陝南或川北發展只是夏洮戰役計劃實現後依託“以岷洲為中心

的根據地”的“下一步方針”。當時這個地域敵軍力量薄弱﹐人口較

多產出相對豐富﹐紅一﹑四方面軍集全軍之力打出實現這個計劃的勝

算極大﹐相較於“南下”或“西進康北”﹐“吃飯問題”也更容易解

                                                        
19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東方出版社 2004 年﹐第 508 頁。 
20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 5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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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而黨中央在俄界會議上之所以決定直奔陝北﹐那是因為僅幾千人

馬的中央紅軍一﹑三軍團已無法獨立完成“夏洮戰役”與敵決戰的計

劃﹐落難之人投靠窮親戚那是別無選擇﹗ 
再者說了﹐“張主席”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間的幾度徘徊﹐

“早就餓死了”多少人﹖ 
其實更為可悲和可笑的還是當代人﹕有些二百五“磚家”“學

者”不從“全部事實的總和”中去細作研判﹐卻在“張主席”可悲又

可笑的自辯中尋章摘句找來這句話要為“張主席”洗清“冤枉”﹐還

印成了鉛字兒﹐擺出一副要“還歷史於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無意

地要硬把“張主席”的頑冥不化固執己見與紅四方面軍廣大將士奮

鬥經歷混作一談﹗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面對紅四方面軍留在雪山草

地中的那些紅色英靈的 — 這些人中好多就是紅四方面軍中最能打

仗的一批人﹗ 
可嘆啊可嘆﹗ 
其二﹐執行該案﹐就意味著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要各自完成

自己的戰略任務後才能會師﹐這對於剛走出失敗陰影的紅四方面軍將

士來說﹐既能在會師前的相對獨立創業過程中獲得重新證明自己機

會﹐又不致於與國民黨軍主力硬碰﹐那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其三﹐對於年前力主“南下”而且摻和了“另立中央”的許多人

來說﹐這樣可以暫時避免雙方再次會面後的尷尬。待到各自任務達成

後再照面時﹐大家都帶著各自的功勞苦勞﹐大家都執行的是“國際路

線”﹐湊足了本錢再說話﹐誰也不比誰矮三分﹐過去的一切不快也必

將被時間沖淡﹐誰還好意思去“清算”誰的“錯誤”﹖ 
據諸多當事人回憶﹐此間的張國燾﹐就是“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

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繫新疆邊境”最積極的鼓吹者 — 當然也是作為

該案前提的“甘南根據地”的積極主張者 — 他的糾結心理﹐應該是

所有人中最為嚴重甚至最為極端的﹕“另立中央”是個什麼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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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這個“錯誤”有多嚴重﹐他心中非常清楚明白﹗如此﹐只

有在會師前盡力自創一片天地﹐才有可能獲得以實力說話﹐“誰也不

比誰矮三分”的對話地位 — 也就是在黨內鬥爭中保全自己的地

位﹗ 
他自己留下的回憶文字或可佐證一二﹕ 

 

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

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

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  

內爭

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後再談黨內問題

四方面軍如果能

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並不會將我們視作

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21 
 

而這個很對張國燾心思的方案﹐後來的西路軍基本上踐行了 — 
除了“進取青海”。 

 

 
1936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將紅軍行動方針電告共產國際 — 

 

 

 

                                                        
21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 505~5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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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2

非借助從外蒙來之飛機與炮

兵沒有攻克之把握 12
寧夏佔領則陝北與甘北蘇區均有保障﹐如不能及

時佔領則紅軍須乘河冰未解之際退回甘北﹐以後發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

南與陝南﹐

 
以四方面軍 12 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佔領青海之若干地



 19

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約於夏季達到肅州

附近﹐沿途堅城置之不攻﹐待從外蒙或新疆到來之技術兵種配合攻取。 

如果蘇聯不贊成目前直接援助

之方針﹐而我們與南京之談判不能及時成立協定﹐或協定中不能達到

使寧夏甘土著統治者自動讓防之程度﹐紅軍攻取不克結冰渡河時機又

已過去﹐則我們只好決心作黃河以東之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

向放到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

劃  
 

紅軍發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攻方向迎頭﹐而是在相反方向﹐

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 

因此也就無法避免與南京在軍事行動上發生衝突。 

 

 

 
22 

 

                                                        
22〈中央關於紅軍行動方針致王明電（1936 年 8 月 25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

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661~6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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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中共中央在形成這個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時﹐是充分考慮了

紅四方面軍當前地理位置及現實狀況的﹐或許還多多少少也考慮或顧

及到了張國燾等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成員可能會產生的複雜心境 — 
當然﹐最主要最重要的方案設計依據﹐還是共產國際方面此前給出的

信息﹕“……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和北方發展﹐並不反對

靠攏蘇聯。”23 
“靠攏蘇聯”的概念很寬泛﹐按中共方面的理解﹐這應該包括了

外蒙與新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的這個方案中﹐戰役

步聚是﹕先取寧夏﹐後圖甘西 — 取甘西的日程預計是“明年春暖”。 
 

 
如果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得到的是毫不含糊完全肯定的答

復﹐那麼不管後來這“打通國際”是成敗如何﹐是得也好是失也好﹐

說“從前”還是說“當今”﹐這筆責任賬都是非常清楚的﹕“組織遠

征軍佔領新疆”也好﹐“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繫新

疆邊境”也好﹐都是出自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原始動議與自主策劃﹐

始動議者﹐始作俑者﹐都至少包括這樣的指向 — 黨中央﹐毛主席﹗ 
成敗與否﹐他們的擔戴都小不了﹗ 
然而半個月後的 9 月 11 日﹐共產國際給出的是這樣的答復﹕ 

 

寧夏區域 甘肅西部 不能

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 佔領寧

                                                        
23〈林育英﹑張聞天關於國際指示要點及戰略方針問題〉﹐《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

獻卷（上）》第 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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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區域以後﹐將給你們幫助 24 

 

“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也就是說﹐共產國際已對

“並不反對靠攏蘇聯”之內涵作出了重新定義﹗而如果“不能向新

疆方面前進”﹐那“佔領甘肅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何在﹖“佔

領甘肅西部”的必要性迫切性沒多少了﹐好幾萬人馬的一支紅軍主力

還窩在甘南一隅幹嘛哩﹖— 那個年頭共產黨軍隊﹐還遠沒到人馬多

得在啥地方都要安營紮寨的地步吧﹖ 
於是﹐中共中央“分攻寧﹑青”的設計﹐不得不作出重大調整。 
接到共產國際的回復電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醞釀蹉商了好

幾天﹐才為這個“重大調整”定下盤子。9 月 14 日 18 時﹐他們將這

個重大調整電告中共西北局朱德﹑張國燾﹑任弼時﹕ 
 

 
國際來電同意佔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後﹐

即可給我們以幫助。 
10

18

 

 
1 9 10 10

11 12
 

2 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佔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

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靠近﹐阻止
                                                        
24〈共產國際書記處關於同意佔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計劃致中央電（1936 年 9 月 11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6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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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西進﹐並相機打擊之﹐10 月底或 11 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

及寧安堡之線﹐以便 12 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 
3

 
4

 
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便胡宗南切斷

並不便妨礙爾後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

至於佔領甘肅西部﹐候寧夏佔領取得國際幫助後﹐

再分兵略取之

 

 
 

25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向下傳達共產國際

指示時（包括向彭德懷這一層次的高級軍事指揮員傳達時）﹐都略去

了“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

要區域”這一帶有強烈禁行意義的祈使句 — 要知道﹐在那個年頭﹐

在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共產國際”和“無產階級祖國蘇

聯”的形象都是神聖偉大且至高無上的﹐任何有可能對其形象產生負

面影響的信息卻只能局限在最小的範圍內。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和

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攏蘇聯”與“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

                                                        
25〈中央關於佔領寧夏的部署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 年 9 月 14 日 18 時）〉﹐

《紅軍長征‧文獻》第 1124~1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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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這類信息﹐有“出爾反爾”

之嫌而且自相矛盾﹐肯定會損及紅軍將士對共產國際和“無產階級祖

國”的篤定信心﹐也極有可能不利於激勵他們對“打通國際”軍事行

動的高昂士氣…… 
畢竟﹐這是在求人﹐主動權﹐它不可能完全操在自己手裡﹗ 
於是﹐中共中央領導層只能轉而先求己 — 自己重新調整部署。 
中共中央的部署調整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一﹑四方面軍各自獨立奪取寧夏和甘肅西部”﹐調整為

“一﹑四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爾後再分兵略取甘肅西部”— 既然

共產國際不同意紅軍“向新疆方向前進”﹐那麼“奪取甘肅西部”的

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為降低。為此﹐四方面軍主力須“立即佔領隆

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

硝河城地區之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西進﹐並相機打擊之”﹐並且

與紅一方面軍實現會合。 
二﹑根據共產國際批復的精神﹐改變了“四方面軍在蘭州以南渡

河”的原設想﹐紅四方面軍參加寧夏戰役的渡河點改在蘭州以北之

“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 
三﹑建立甘南根據地以作為“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

聯繫新疆邊境”前進基地及戰略後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隨之降低﹐

“一﹑四方面軍主力在靜﹑會地區會師”則取而代之﹐成為當務之急。 
 

 

而就在中共在籌劃這個“重大調整”期間﹐尚未得知共產國際批

復和中共中央籌措“分攻寧青”的中共西北局朱德﹑張國燾﹑陳昌浩

在岷州三十里鋪蹉商集議後﹐提出了一個旨在“牽制打擊胡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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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打通一方面軍”的“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 
 

一﹑四方面軍乘胡敵在西北公路上運動之時機﹐協同消

滅其一部。二方面軍盡力阻止和遲滯胡敵西進  

 
我一方面軍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區向靜寧﹑會寧以北地區

活動﹐南同四方面軍在靜﹑會段以襲擊方式側擊運動之胡敵﹐並阻止

其停滯靜寧以東。 

二﹑四方面軍除以九十三師主力即向靜﹑會段以南地區活動外﹐以一

部機動兵力集結隴西﹑武山﹐並適時以八團以上兵力打擊靜﹑會間之

胡敵﹐相機打通一方面軍 26

 

因為這個建議並沒有改變“分攻寧﹑青”的計劃﹐“打通一方面

軍”也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出擊行動﹐對“甘南根據地”的營造以及年

底“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繫新疆邊境”的行動並

無重大影響﹐所以張國燾並未對此表示異議。 
這從他當天給徐向前﹑周純全的電報中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大計以快向西北進為宜

 

                                                        
26〈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關於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致毛澤東等電（1936 年 9
月 13 日 20 時）〉﹐《紅軍長征‧文獻》第 1121~1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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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根本仍照毛計  
我們目前一面加速準備﹐一面大動員打胡敵

即向會寧﹑靜寧大道﹑音家鎮或界石鋪突擊﹐截擊交通與解決資

材。以隴西川﹑義崗川﹑雷陽鎮﹑蔡家鎮為主要活動地區﹐誘靜寧敵

出來﹐夜襲與伏擊
27 

 

看見沒有﹐“大計”仍然是“快向西北進”— 請參照當時紅四

方面軍主力所在位置。 
 

 
然而﹐徐向前在其回憶中卻稱﹐當時他就對朱張陳此案不以為然﹐

且頗有“微辭”— 
 

9 13  — 

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我們佔不到便

宜 18

戰場選在西蘭公路附近﹐敵人運

輸方便﹐調兵迅速﹐我軍南北夾擊不成﹐反會遭到敵人的左右夾擊

同時﹐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中﹐那裡人口稀少﹐就糧困難﹐不便

大部隊久駐﹐也是嚴重問題。28 

                                                        
27〈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迅向西北進之大計方針指示致徐向前﹑周純全電（1936 年 9
月 13 日）〉﹐《紅軍長征‧文獻》第 1123 頁。 
28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3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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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徐向前所述﹐當時他對朱張陳“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

的“微辭”是基於這樣兩個理由﹕ 
（一）西北局朱張陳 9 月 13 日建議的“主要問題是在西蘭通道

地區與敵決戰﹐我們佔不了便宜”﹔ 
（二）“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中﹐那裡人口稀少﹐就糧困難﹐

不便大部隊久駐”。 

然而我們在朱張陳 13 日建議及同一天裡張國燾致徐向前﹑周純

全電報的原版文字中﹐無論如何都讀不出“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

戰”或“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中”的意圖來﹕朱張陳策劃的

“三軍協同作戰”﹐實際上就是一次襲擾遲滯敵軍的行動﹐動用兵力

及規模都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中”的意

思…… 
那麼﹐徐向前的“微辭”﹐究竟是對什麼有感而發的呢﹖ 
如果我們能夠確認徐向前的這些“微辭”的確就是他當時所思

所想的話﹐那倒更像是針對中共中央領導人於 9 月 14 日 18 時致西北

局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的內容 — 也就是中共中央將“分攻寧﹑

青”變作“合取寧夏”的那個電報的內容。 
9 月 15 日﹐收悉了西北局 13 日建議後的中革軍委復電朱德﹑張

國燾﹑陳昌浩﹐更進一步強調﹕“彼此意見大致一致﹐惟我們意見四

方面軍宜迅以主力佔領以界石鋪為中心之隆﹑靜﹑會﹑定段公路及其

附近地區﹐不讓胡敵佔領該線﹐此是最重要著……”﹐“我們已派一

個師向靜寧線出動。如此當可滯阻胡宗南之西進﹐而便於四方面軍之

出到隴定大道﹐並準備作戰。一方面軍主力如南下作戰﹐則定﹑鹽﹑

豫三城必被馬敵奪去﹐於爾後向寧夏進攻不利﹐故在未給馬敵以相當

嚴重打擊以前﹐不宜離甘寧邊境。對東敵作戰宜以二﹑四方面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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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方面軍在必要時可增至一個軍協助之。”29 
同日﹐中革軍委還致電西北局﹐建議“四方面軍宜在五天至七天

內以主力出至隆德﹑靜寧﹑會寧﹑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鋪為中心之

有利基點﹐遲則界石鋪通渭大道有隔斷之虞。”30 

中央這兩天前前後後三個電報﹐有兩個字強調得最多 — 主力﹗ 
這也是中央部署與西北局朱張陳建議最大的不同之一 — 這才

更像是要組織“決戰”（其實中央並無此意 — 幾天後中央即有專電

釋“決戰”之疑）﹐這才更像是“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中”（其

實也不是﹐當時中央部署說得很清楚﹐雖然後來因形勢及敵情變化作

出了改變﹕“當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時﹐二方面軍仍在西蘭大道

以南﹐包括陝甘邊與甘南﹐擔負箝制敵軍之任務”）﹗ 
而中央的這個“部署調整”﹐與張國燾對“西進”執著糾結的心

態﹐肯定是對不上的。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這一點。 
9 月 15 日 19 時﹐在漳縣前線的徐向前提出了一個向相反方向行

動的建議﹕ 
 

 
A

27 61 13 13
5.5 20  
B 建議我軍出青馬敵後﹐宜速集兵取或圍河州﹐搶蓮花渡﹐便

                                                        
29〈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於滯阻胡宗南部西進對三個方面軍的行動部署復朱德等

電（1936 年 9 月 15 日）〉﹐《紅軍長征‧文獻》第 1126 頁。另﹕《中國工農紅軍第

四方面軍戰史》（第 362 頁）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第 695 頁）將該電簽發時間誤判作“1936 年 9 月 13 日”。 
30〈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於紅四方面軍宜以主力控制隆靜會定大道致朱德﹑張國

燾﹑任弼時電（1936 年 9 月 15 日）〉﹐《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中

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6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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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行動。  
C

 
D

 
31 

 

這個建議比較簡潔扼要﹐基本上沒有言及戰略方針問題。可以認

為﹐這是作為軍事指揮員的建議者是根據自己所處環境以及能夠得到

的信息﹐所作出的他自己認為最合理的行動方向選擇的建議 — 建議

者本人一直在前線﹐並沒有直接參與西北局朱﹑張﹑任﹑陳與中共中

央之間關於紅軍戰略行動方針的醞釀蹉商。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稱﹐他的這個建議﹐是針對西北局朱

張陳 13 日電的內容提出來的﹐而中共中央通報共產國際指示及相應

部署調整的電報都是發給西北局朱張任或朱張陳的（有的電報包括賀

龍﹑劉伯承）﹐所以筆者暫時還無法確認﹕正在漳縣前線的徐向前在

如此動議之前﹐是否已得悉中央部署調整的基本內容﹖其動議究竟是

針對中央部署而提出來的﹖還是如其數十年後的回憶文字所言﹐是針

對朱張陳“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而提出來的﹖ 

然而﹐徐向前這個建議的確是出自於中央部署調整傳達至西北局

之後。 
而且﹐馬上被懷揣著小九九的張國燾利用了。 
張國燾﹐他變臉了﹗ 

 

 
 

                                                        
31〈徐向前對作戰部署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電（1936 年 9 月 15 日 19 時）〉﹐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6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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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變臉的原因﹐官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是這

樣敘述的﹕根據中央部署﹐“紅四方面軍便需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

在通﹑會﹑靜﹑海地區堅持兩個多月。中央雖連電督促紅四方面軍迅

速控制以界石鋪為中心的定﹑會地段﹐張國燾卻躊躇不決。”32 
這或許是原因之一﹐但遠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這部官版權威史著的這種解讀﹐是因為其作者對〈毛澤東﹑周

恩來﹑彭德懷關於滯阻胡宗南部西進對三個方面軍的行動部署復朱德

等電（1936 年 9 月 15 日）〉簽發日期的判讀錯誤（將 9 月 15 日判

讀為 9 月 13 日）﹐以為張國燾 9 月 13 日致徐向前﹑周純全“我們大

計仍然快向西北進為宜﹐同時有利時機不放棄迎擊胡敵”那個電報﹐

是對中央這個電報的贊同反應 — 而且很多讀者有可能把“快向西

北進”中的那個“西北”﹐解讀成包括陝甘寧青新地區的那個“大西

北”﹐而不是根據紅四方面軍主力當時所在位置而確定的﹑有著具體

指向的“西北”。 
其實﹐張國燾變臉的真正原因﹐是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而對行

動方針作出的重要調整。張國燾的這個“變臉”﹐應該是從接到中央

的這個“重要調整”（即中央 9 月 14 日 18 時“佔領寧夏部署電”）

開始的﹕中央來電中的“重要部署調整”﹐不僅是把三軍會師的日程

提前了﹐更重要的﹐是將“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繫新

疆邊境”﹐變成了“一﹑四方面軍合力攻取寧夏﹐再分兵略取甘肅西

部”。 
如此﹐如前所述的張國燾出於糾結心結的種種考慮﹐俱有落空之

可能。 

                                                        
32《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第 362~3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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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改變出自中央﹐源自共產國際﹐張國燾要想獨自一人唱反

調﹐底氣仍顯不足。 
9 月 16~18 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開會討論中央部署﹐參加會議

的有張國燾﹑朱德﹑陳昌浩﹑傅鐘﹑曾傳六﹑李卓然﹑何畏﹑肖克﹑

劉少文等人（徐向前﹑周純全等在漳縣前線未能與會）。關於會議情

況﹐與會者傅鐘有一段回憶﹕ 
 

情緒有了微妙的變化 有同意中央來電部

署的意思

 

9 13
9 14  — 33 

 

然而﹐一進入具體方案制定時﹐張國燾的底氣就變得很足了﹕ 
在做靜﹑會戰役具體方案時﹐張國燾與中央鬧獨立的故態

又惡性發作

斷

送紅軍

34 
 

陳昌浩也有相類回憶文字﹕ 
 

                                                        
33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

期》第 781 頁。 
34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

期》第 7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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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們有理由認為﹐張國燾增加的底氣﹐至少有可能部分來自於未

能與會的徐向前 9 月 15 日的那個“西進”建議 — 張國燾有可能是

在岷州會議開會後的 9 月 16 日收悉徐向前這個建議電的﹐而張國燾

反對並推翻西北局根據中央的部署調整而策劃“靜會戰役”的理由﹐

恰好就是數十年後徐向前的“微辭”— 對其當年動議“西進”所作

出的解釋﹗而會議為此發生了激烈爭論後﹐代表爭論雙方的朱德﹑張

國燾﹑陳昌浩還於會議第二天（9 月 17 日）傍晚﹐致電毛澤東﹑周

恩來﹑彭德懷﹐詢證中央 14 日部署電的有關內容﹕ 
 

 

 

36 
 

像“攻寧夏與甘西‧何為重點”這類問題﹐就是中央出於“可

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完整向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而產生的負

面效應﹐雖然既或沒有這句話﹐也並不影響這個“指示”基本意思的

解讀 —“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後（不是甘西﹗﹗﹗— 筆者註）﹐即可

給我們以幫助”…… 
中央復電是在會議結束後的 9 月 19 日 15 時才發出的﹐故而未能

及時在會議上傳達。 

                                                        
35 陳昌浩﹕〈北上和西進的爭論〉﹐《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

時期》第 763 頁。 
36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 1134 頁之註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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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而﹐岷州會議的大多數與會者在沒有得到中央進一步解釋的情

況下﹐還是表現出了前所未有黨性﹐還是根據中央部署調整的精神作

出了決議﹕執行黨中央的既定方針﹐組織實施靜會戰役計劃。9 月 18
日﹐西北局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名義致電前線徐向前﹑周純全﹐

下達《靜會戰役綱領》。 
據當時在紅軍總部任警衛班長的潘開文回憶﹕ 

 

9 18  — 

37 
 

據朱德稱﹐張國燾還在會議形成的決定 —《靜會戰役綱領》上

簽了字。38 
中央的那個“答疑解惑電”雖然沒有趕上趟﹐但其內容還是很重

要的﹐有必要在此全文引出 — 中央在此電中詳陳利害﹐實際上也回

復了包括徐向前在內的一些當事人數十年後仍然糾結於胸以至於繼

續被人利用發揮的那些“微辭”﹕ 
 

 
19 12  

                                                        
37 潘開文﹕〈臨大節而不辱〉﹐《工人日報》1979 年 3 月 2 日。 
38〈朱德在西北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 年 9 月 23 日）〉﹐轉引自《朱德傳》﹐人

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5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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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陝﹑

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

區後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 

 

鄧小平同志亦親從定遠營汽車路走過﹐他們從外蒙

接濟﹐我們當先佔領定遠營  

四方面軍佔領

寧夏南部後﹐應屯駐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

從中衛到紅水﹑

永登﹐沿黃河西岸並不通過沙漠。 
12

70 此 70 天內四方面軍佔領靜寧﹑通渭﹑會寧﹑靖遠﹑

海原﹑中寧（中寧縣在金積縣西南）及金積之一部﹐糧食不成問題﹐

一方面軍則佔領固原﹑靈武﹑同心城及金積之一部﹐準備 12 月初渡河  
20

一方面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如使胡宗南確佔靜﹑

會﹑定區會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強馬鴻逵﹐使我們攻寧夏計劃失敗﹐

又可加強馬步青﹐使你們攻甘西計劃失敗﹐如此有各個擊破之虞﹐只

有集中先佔領寧夏方免此失  
 

目前對胡宗南不宜進行決戰﹐只須速進靜寧以西﹐佔領廣

大陣地﹐讓他展開築碉。我在 70 天內逐步北移﹐至 12 月一﹑四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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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軍各以一部拒止南敵﹐各以一主力北進攻寧﹐配合蘇聯幫助﹐奪取

寧城﹐至明年春暖再行決定分路西進﹑南進﹑北進。 

在當前一瞬間則

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

 
39 

 

中央此電的相當內容﹐是得到了隨即而來的事實映證的﹗雖然因

為因“甘南風波”延誤了時日﹐三大主力會師之際敵胡﹑毛﹑王各軍

也已抱成了團﹐“通莊靜會戰役”也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但至少也

證明了北上靜﹑會完全不像張國燾嚷嚷的那麼可怕﹐也是“斷送”不

了紅軍的﹗而看似龐然大物的胡﹑毛﹑王各路敵軍﹐只要是三軍同心﹐

指揮統一﹐也並不是不可以找到各個擊破的機會的﹗ 
後來在極度險惡環境中一戰而改變局面的山城堡之役﹐證明了這一點﹗ 
 

黨 —
 
然而已在岷州會議決定上簽了字的張國燾心有不甘﹐遂連夜策馬

趕往漳縣前線。21 日﹐召集徐向前﹑李先念等前線軍事指揮員重新

計議。計議的結果是“槍桿子指揮了黨”﹕推翻西北局岷州會議決

議﹐紅四方面軍全軍掉頭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線渡河西進 — 也就

是徐向前 15 日建議內容。更有甚者﹐張國燾還電令岷縣的紅軍總部

通訊部門負責人﹕“未經我簽字的電報一律不准發出”40— 封鎖朱

                                                        
39〈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於集中先佔領寧夏問題復朱德等電（1936 年 9 月 19 日）〉﹐

《紅軍長征‧文獻》第 1134~1135 頁。 
40〈張國燾關於未經他簽字的電報一定不准發出致周子昆等電（1936 年 9 月 21 日）〉﹐

《紅軍長征‧文獻》第 1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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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等向黨中央彙報的渠道。 
幸而紅軍總部還有黨性未泯的領導人﹐幸而總部通訊部門還有黨

性未泯的負責人﹐幸而朱總司令一年以來身處逆境卻依然忍辱負重顧

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動感染了諸多紅四方面軍將士﹐朱總司令終於突

破封鎖向黨中央彙報了這個重大變故 — 更重要的﹐是表達了西北局

乃至紅四方面軍內部擁護中央部署反對張國燾“變臉”的意見﹕ 
 

 

 
 

 
41 

 

然而﹐獲得了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支持而有了底氣的張國燾這回

是鐵了心﹗朱德總司令突破封鎖迭電勸阻不果﹐趕至漳縣勸阻仍不

果﹐紅二方面軍任﹑賀﹑關﹑劉來電勸阻還是不果﹐中央迭電再陳利

害仍然不果 — 張國燾擺出的就是一副“九頭牛都拉不回來”的架

勢（竟然還聲稱是因為“完全同意國際指示”）﹗大概他覺得此番出

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分裂前一樣﹐勁頭很足﹐口氣也很衝﹐一

口一個倘如按中央意圖辦就要“斷送紅軍”…… 
為瞭解除張國燾﹑徐向前等“四方面軍主力將獨立迎擊胡敵”的

顧慮 —《歷史的回顧》曾經有過表述﹐彭德懷還於 9 月 25 日電請毛

澤東轉致朱德﹑張國燾﹕“奉毛主席電令﹐一方面軍主力配合四方面

軍夾擊胡宗南北進部隊﹐27 日開向將軍鋪﹑單家集出動。”42 
                                                        
41〈朱德關於少數同志擬推翻西北局決定之靜會戰役計劃原案致林育英等電（1936 年 9
月 22 日）〉﹐《紅軍長征‧文獻》第 1142 頁。 
42〈彭德懷關於配合紅四方面軍夾擊胡宗南北進部隊致毛澤東轉朱德﹑張國燾電（1936
年 9 月 25 日）〉﹐《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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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張國燾仍然要一意孤行。 
最後是老天爺出面說了話才有了“果”— 徐向前等返回洮州向

西偵察的結果是﹕黃河彼岸已進入大雪封山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

行……43 
就這樣了張國燾仍然固執己見﹐在 9 月 27 日的洮州會議上﹐又

提出“繞道而行”。 
與會者傅鐘回憶道﹕ 

 

說前面不通﹐可以繞道西進  
 

打到迪化（今烏魯

木齊）﹐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裝備再打回來﹐與一方面軍會合也不遲

 — 

 

 
徐向前同志也語重心長地勸說﹕鄂豫皖出來的同志不想再折騰

了。 

 

44 
                                                                                                                                                                   
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 1999 年﹐第 726 頁。 
43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335 頁。 
44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

期》第 785~7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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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朱﹑張﹑徐﹑陳致電黨中央﹐決定再次北上﹐且“不

再改變”。45 
次日﹐朱德﹑張國燾下達《通莊靜會戰役計劃》。 
同日 16 時﹐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毛澤東﹑周恩

來﹑彭德懷並紅二方面軍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報告紅四

方面軍“已遵照黨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46— 這是張國燾一

年來第一次將“陝北同志”稱作“黨中央”。 
29 日﹐紅四方面軍主力又掉頭北上。 
三軍大會師前的這一段插曲﹐史稱“甘南風波”。 
 

 
紅四方面軍再次啟動北上行程後的 10 月 1 日﹐朱德﹑張國燾﹑

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黨中央”47 赫然出現在電文抬頭﹕此前

還底氣十足的張國燾﹐折騰出一場本以為可以就此遠走高飛的風波

後﹐反而又給自己增添了一個於情於理都無法交代過去的新“錯

誤”﹐如今還不得不極不情願地走向在他心目中仍然很矮小的屋

檐…… 
低頭俯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其實這在此前就已見端倪﹕張國燾擰著脖子跟中央叫板的同時﹐

也在悄然撤去“西北局與陝北同志取平行關係”這個最後的臺階 — 

                                                        
45〈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北上會合一方面軍的電報（1936 年 9 月 27 日）〉﹐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 244 頁。 
46〈朱德、張國壽等關於紅四方面軍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致毛澤東等

電（1936 年 9 月 28 日 16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736 頁。 
47〈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關於九十三師行動的電報（1936 年 10 月 1 日）〉﹐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 2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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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前幾天 9 月 26 日 12 時﹐他在致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電報中執意堅

持“西進”的同時﹐也發出了“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

們”48 這樣“預留後路”的“示好”信息…… 
還是徐向前把張國燾看得透 —“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說不定就

打哆嗦”。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張國燾在其回憶錄《我的回憶》中﹐對這段

史實﹐作出完全歪曲乃至顛覆性的陳述﹕在張國燾的回憶文字中﹐他

把“西進”說成是“陝北同志完全贊成的”﹐而會師後的“西渡”就

是為了實現這個“陝北同志完全贊成的”的“西進”﹐於是他成了北

上會師的力主者﹐陳昌浩等反而成了滯留甘南不願北上的冥頑者﹗— 
幸而﹐諸多當事人的回憶文字﹐留存了下來﹔幸而﹐諸多原始文獻檔

案﹐留存了下來﹗ 
張國燾﹐他一筆墨汁兒﹐潑黑不了天﹗ 
“甘南風波”對張國燾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擊﹐但“甘南風

波”被老天爺而不是別的什麼原因給摁了下來﹐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

軍有著相似糾結心態的一些領導人心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當然地視

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 

於是﹐但有機緣﹐這糾結的心芽﹐還要復萌﹐還會開花﹐還想結

果﹗ 

果不其然﹐在一個月後“寧夏戰役”中﹐這糾結的心芽﹐再次復

萌。 

                                                        
48〈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張國燾關於先期佔領甘北等問題（1936 年 9 月 26 日）〉﹐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 227 頁。另﹐此前的 9 月 10 日﹐朱德﹑張

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似有一電致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等﹐內容似有“以

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義統一黨與軍事方針之領導”之提議 — 參見〈賀龍﹑任弼時等

請求紅四方面軍暫停止在現地區待執行黨中央的決定致朱德等電（1936年9月25日）〉﹐

《紅軍長征‧文獻》第 114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