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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北京日報》等為張國燾路線翻案
致北京市委並人民日報社信
尊敬的中共北京市委﹑人民日報社﹕
我是一位軍史愛好者﹐中共黨員﹑退役軍人﹐工餘從事改造國民
黨起義部隊等專題的史學研究和紀實文學創作﹐在採訪近二百名歷史
親歷者基礎上﹐著有解放軍出版社 2004 年 1 月出版的長篇紀實文學
《心路滄桑 — 從國民黨 60 軍到共產黨 50 軍》
（正修改﹐準備再版）
等作品。
根據黨章有關規定﹐反映以下事情和意見﹕
2011 年 3 月 28 日﹐《北京日報》刊登〈鐵血西路軍 — 從《驚
沙》說到西路軍的悲壯歷史〉﹐以“話題緣起”提問﹕“造成西路軍
血染戈壁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何在﹖”再由編輯部所擬的段落標題
給出了答案 —“戰略指揮失誤﹐是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該文
甚至公開宣稱﹕“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係”。該文

被廣為轉載﹑轉貼後﹐跟帖以指責毛澤東是“陰謀家”的留言居多。
同月﹐人民日報社所屬人民網“文史頻道”轉登《北京日報》這
篇文章時﹐編輯重擬標題〈還原西路軍的歷史真相﹕血染戈壁與張國
燾路線無關〉﹐並整理如下按語﹕“1937 年 4 月末在甘新交界的安
西紅柳園最後一戰﹐為西征的紅西路軍劃上了悲壯的句號。西路軍從
渡河﹑成軍﹑命名到進退行止﹐都經中央軍委指示或批准。150 天苦
戰中﹐張國燾只有兩封電報﹐告誡陳昌浩﹑徐向前嚴遵中央指示﹐不
得心存異議﹐不許重犯過去錯誤。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
無關係。”1
簡要地說﹐該文違背的基本史實及史學源頭如下﹕
1﹑張國燾基於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悲觀判斷﹐主張“遠離敵人政
治﹑經濟﹑軍事中心”﹐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
軍”﹐由此而生的“退卻路線”是“張國燾路線的實質”﹐並帶來了
“張國燾路線”與黨中央在戰略方向上的嚴重分歧。
2﹑除紅 30 軍外﹐紅四方面軍總部率主力西渡黃河﹐是“先斬後
奏”﹐違背了中央“先南後北”的作戰方針﹐造成了整個戰場態勢的
被動局面。
3﹑
“徐陳”率部西渡黃河之初﹐
不願執行中央“寧夏戰役計劃”
北上奪取定遠營﹐在共產國際尚未改變交貨地點之時﹐就“積極主張
西進”。
4﹑河西紅軍“照直往西打”的事後設想﹐不僅與“徐陳”西渡
之初向中央請求任務時作出的保證不洽﹐而且一廂情願 — 漠視了共
產國際的禁令及相關準備﹐漠視了新疆方向惡劣的自然生態和複雜的
政治生態﹐漠視了河東已經開始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正在興起
1

〈還原西路軍的歷史真相﹕血染戈壁與張國燾路線無關〉﹐人民網文史頻道 2011 年 3
月 28 日（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251879.html）。
2

的全民抗戰高潮。
5﹑中央關於西路軍“東返”的建議和安排被多次拒絕的主要原
因﹐是西路軍首長顧慮東面“敵人力量大”。
6﹑上述為張國燾翻案文章的史學源頭 — 1983 年 2 月 25 日李先
念送中央各位領導傳閱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所附
的 52 封電報﹐是有關著作及文章執筆人有選擇性提供的。
《人民日報》2011 年 7 月 21 日刊登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
國共產黨大事記〉和 2012 年 1 月 11 日刊登賀捷生〈以女兒的名義〉
中關於西路軍的敘述﹐也有上述問題。
對此﹐我撰寫了反駁其核心結論的〈西路軍“打通國際”戰略決策
“不存在分歧”嗎﹖—《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讀後
感兼駁夏宇立“陰謀論”〉一文﹐於 2011 年 7 月 21 日寄給《北京日報》
總編﹐正式投稿。見《北京日報》未予理睬﹐8 月 25 日後﹐我多次
致信其上級宣傳部門﹐反復請求﹕“黨的機關報既然刊登推翻中央政
治局歷史決議的文章並公開為‘張國燾路線’翻案﹐僅以公平而論﹐
就理應給他人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我黨領袖申辯的機會﹗”
也許是上書都被批轉了下去的緣故﹐《北京日報》於 2011 年 9
月 15 日以書面方式﹑11 月 7 日以匿名電話方式﹐與我取得聯繫﹐主
要告知﹕
一﹑
《北京日報》發表的〈鐵血西路軍〉一文“重點不是探討‘張
國燾路線’”。
二﹑婉拒刊登反駁〈鐵血西路軍〉核心觀點的文章﹐哪怕是“同
樣體裁﹑同樣版面”也不行。
三﹑
建議將反駁文章投給中共黨史研究室主辦的
《中共黨史研究》
等學術刊物。
四﹑商量發來《北京日報》約請的三位“專家”之一夏宇立的電

3

子郵箱﹐讓我與夏宇立直接“進行學術上的商榷”。
因為我至今未接到《北京日報》上級宣傳部門的任何回復﹐只能
猜測《北京日報》回復所述內容也許代表上級宣傳部門的意圖﹐故只
好按下面的方式陳述有關情況及意見﹕
第一﹐我遵囑於 2011 年 10 月 29 日向《中共黨史研究》投稿﹐
人家不登。
第二﹐我投稿並逐級上書的目的之一﹐是要驗證當今社會有無這
樣一種反常現象 — 黨的機關報可以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
的文章並公開為“張國燾路線”翻案﹐但主流媒體很難給他人為毛澤
東﹑周恩來﹑朱德等我黨領袖申辯的機會﹗
第三﹐要我與夏宇立直接“進行學術上的商榷”之建議﹐如果是
《北京日報》提出來的﹐我拒絕﹔如果是轉達《北京日報》上級宣傳
部門的意見﹐我正式回復﹕即便需要“商榷”﹐也應該是有組織的。
時至今日﹐也確實需要有組織地討論西路軍戰史上的重大學術分歧
了﹐
否則任由夏宇立們的“陰謀論”氾濫成災﹐
並繼續封殺反駁意見﹐
最終危及的是黨和人民的利益。我堅信﹐一旦展開西路軍史學的學術
辯論﹐
《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作者雙石（本名“周
軍”）有舌戰群儒的實力。
順便說一句﹐夏宇立已於 2012 年 2 月 3 日在我博客關於西路軍
文章下面留言﹕“都改革開放幾十年了。也老臉一個的人啦﹐何苦
呢﹖”您說﹐我咋與他“商榷”﹖
第四﹐我曾請示《北京日報》的上級宣傳部門﹐將我的反駁文章
及主流媒體的態度在網上公佈“是否有宣傳紀律方面的禁忌及理
由”﹖但至今未獲回復。估計這是默許。
我之所以請示這個問題﹐是猜測《中共黨史研究》等學術刊物受
到了相關的約束。2012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報》第 24 版刊登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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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賀捷生〈以女兒的名義〉介紹﹐“我和老伴李振軍在軍事科學院
負責《葉劍英傳》的編寫工作﹐確定選題後﹐被告知徐葉兩位老帥對
長征途中張國燾的那封密電有不同看法。他們相約當面交換了一次意
見﹐最終達成協議﹕此‘公案’宜粗不宜細。幸運的是﹐這次交換意
見的整個過程﹐我們作為項目負責人和實際操作者﹐始終在現場﹐不
禁為兩位元勛的赤誠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折服”。此事未見旁證﹐暫
且放在一邊不說。問題是﹐賀捷生大姐落筆之時﹐一方確實“粗”了﹐
另一方卻“細”得離譜。結果﹐不僅毛澤東被攻擊成“陰謀家”﹐通
過妖魔化毛澤東﹐在客觀上﹐還為反共反華勢力顛覆中國革命史進而
煽動“顏色革命”﹐
提供了他們翹首期待的“史學依據”。尤其是
《北
京日報》“約請”的那位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夏宇立﹐不
僅在境內公開誣衊毛澤東是陰謀家﹐還在境外出版了一部《史說長
征》﹐嚴重歪曲歷史不說﹐對所有批判過張國燾的我黨領導人及紅一﹑
二﹑四方面軍將領﹐他幾乎都要一一貶損 — 彭德懷“疑心到了極
端”﹔鄧穎超“人格”有問題﹔賀龍將並無“居心不良”的張國燾
的“行為渲染得那麼負面”﹐也是“沒有理由”的……2
如此﹐我們能默不作聲嗎﹖
最後﹐鑒於我遵囑向《中共黨史研究》投稿已被拒絕﹐如今只好
懇求北京市委和人民日報社﹕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和人民網既然刊
登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的文章並公開為“張國燾路線”翻案﹐咱
們不講黨性﹐僅以公平而論﹐就理應給他人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
等我黨領袖申辯的機會﹐哪怕是完全相同的體裁及版面。
我敢斷言﹕西路軍史的翻案與反翻案﹐將成為新中國史學研究史
的經典案例﹐並為中國革命史的深入研究﹐為社會學﹑心理學﹑領導

2

夏宇立﹕《史說長征》﹐（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9 年﹐第 429﹑593﹑654 頁。
5

科學等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學理創新﹐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起碼﹐能
為社會心理學“歸因偏差”理論的中國化﹐提供豐富多彩並值得深入
分析的典型實例。
我的電子信箱是 gaogeli@sina.com
附﹕〈西路軍“打通國際”戰略決策“不存在分歧”嗎﹖—《拂
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讀後感兼駁夏宇立“陰謀
論”〉第 12 稿。
此致
敬禮﹗
高戈里
2012 年 2 月 14 日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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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打通國際”戰略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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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28 日﹐《北京日報》刊登〈鐵血西路軍 — 從《驚沙》
說到西路軍的悲壯歷史〉一文﹐綜述該報“約請”三位“西路軍軍史專
家”對“造成西路軍血染戈壁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何在”等問題進行的
“深入解答”。其中﹐紅四方面軍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夏宇立稱﹕“打通
‘國際路線’……這一戰略決策本身﹐不論當時的共產國際書記處﹐還是
中共中央領導層內部﹐其中包括張國燾﹐都意見一致﹐從來沒有出現異議﹐
更不存在分歧。而張國燾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決定﹐執行中央軍委的
渡河部署以及後來堅決支持中央軍委關於西路軍在河西的行動方針﹐其出
發點也在這裡。”4
3

《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是民間史學家雙石的新作﹐待出版﹐其部分章節及
簡縮版從 2010 年 11 月 13 日起﹐已在雙石本人的博客“雙石茶莊”（http://zhoujun.blshe.com/）
和一些軍史論壇上陸續貼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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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史研究者﹐著有《開國第一戰 — 抗美援朝全景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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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出版社 2007
年）﹑《魂作楚天雄 — 劉少卿將軍傳》（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6 年）﹐曾組織考察隊自駕摩
托自費考察長征路線（其中六次實地踏勘紅軍過草地路線）﹐歷時八年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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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繪製了
包括三個方面軍所有團以上單位過草地行軍路線詳圖以及 1935 年大渡河之役紅軍行軍路線詳
圖﹐填補了紅軍長征史研究中的空白。
4
〈鐵血西路軍 — 從《驚沙》說到西路軍的悲壯歷史〉﹐《北京日報》第 20 版“理論週刊‧
文史”欄目 2011 年 3 月 28 日。
7

西路軍基本解體半個月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
的決議》中指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
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5
對於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歷史結論﹐改革開放後黨內雖有不同意見﹐但
中央至今並未行文重做結論予以否定﹐鄧小平對反映不同於中央歷史結論
的意見之最後批示﹐也只是“同意全件存檔”。6
如今﹐夏宇立等竟然借黨報公開宣稱﹕“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
線’毫無關係。”7 載有這一重要結論的文章被廣為轉載﹑轉貼後﹐跟帖
以指責毛澤東是“陰謀家”的留言居多。
針對這些年來顛覆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的種種
謬論﹐最近﹐民間史學工作者雙石在其已經脫稿並不斷修改的史學著作《拂
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依據自己從幾十本公開出版物
中“海選”近千件歷史文獻編輯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匯編》﹐參
照親手繪製的幾十張行軍路線圖﹑作戰部署圖和作戰經過示意圖﹐作了系
統批駁﹐完整還原了被顛覆了的歷史真相。
本文借用雙石的研究成果﹐簡述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在“打通國
際”戰略決策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及其歷史緣由﹐並批駁夏宇立的核心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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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承認﹐“打通國際”是黨中央基於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追求和現

5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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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954 頁。
6
〈鄧小平對李先念同志《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的批示（1983 年 3 月 22 日）〉﹐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272 頁。
7
〈軍史專家解讀西路軍歷史﹕指揮失誤是失敗原因〉﹐《北京日報》2011 年 3 月 29 日。
8

實生存需求﹐參照共產國際早些年的意見提出來的﹐其具體路徑有一個醞
釀和形成的過程﹐但同時必須指出﹐自黨中央正式提出“打通國際”後﹐
至 1937 年 11 月 30 日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與黨中央會合前﹐就戰略指
導思想和戰略方針而言﹐張國燾根本沒有與中央“意見一致”過。
中共中央最早正式提議“打通國際”的文電﹐見之於 1935 年 6 月 16
日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師後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
天致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電報﹕
ࠎԯᛂჯऄྻજ̝൴णٸдՀዮՀѣ˧۞ૄᖂ̝˯Ď̫ޢԧ˘ď
α͞ࢬᓁ۞͞੫ಶߏҫᅳ̌ੴϟˬ࠷Ďޙϲˬ࠷ᛂჯऄ߆ᝋĎ並於適當
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Ą8

對於中央這一“適當時期”的“戰略遠景”設想﹐張國燾立刻於次日
回電予以贊同﹐並提出了使用兵力和實施時間的變更意見﹕
ТॡĞຍğШ̌ੴϟ൴णĎᖐᅈفĎҫᅳܦঔďາᘟĎ首先集主
力打Ą9

徐向前曾說﹐張國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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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果然﹐九天後
的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國燾變卦了﹐“北轍而南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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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35 年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在蘆花﹑沙窩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紅
一﹑四方面軍分左﹑右兩路軍分途北上後﹐率左路軍進至阿壩的張國燾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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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紅軍長
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 1995 年﹐第 511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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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 1998 年﹐第 282﹑318 頁。
11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第 356 頁。
9

“左”忽右的機會主義本性再次發作﹐萌發了“西進青（海）﹑新（疆）”
之念。為此﹐黨中央於 8 月 20 日在毛爾蓋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並以毛澤
東發言為基礎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
明確反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寧”。中央領導和紅四方面軍徐﹑陳
首長還多次致電張國燾﹐解釋中央北上方針﹐進行規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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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疆之上﹐宜以支隊﹐不應以主力前往”﹐13“目前主力西向或爭取西
寧不當……”14
隨後不久﹐兩大紅軍主力“草地分裂”﹐張國燾率部南下﹐另立中央。
在此期間﹐有反對“毛周逃跑路線”的信﹐致彭德懷等紅一方面軍將
領﹐認為中央提出北上陝甘接近“打通國際”目標的戰略設想﹐是葬送紅
軍的死路。
“打通國際”﹐張國燾不來﹐毛澤東也打算紅一方面軍單獨幹。
1936 年 6 月 29 日﹐根據共產國際轉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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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信息﹐15 毛澤東與彭德懷商
量﹕
ČČࡓତܕᛂᓑ۞ྮѣ˟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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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ҭтਕගᕃจ
˧ͽχᑝĎ˘࣎ॡഇ۞ϲ֖ߏΞਕ۞Ą二是甘涼肅三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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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軍宿營恐怕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毛兒蓋會議）〉（1935 年 8 月 20 日政治
局通過）﹐《紅軍長征‧文獻》第 636~638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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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第 133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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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林育英﹑張聞天對四方面軍戰略方針等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 年 2 月 14 日）〉﹐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 92 頁。
16
“甘涼肅三州”分別指甘肅的甘州（今張掖）﹑涼州（今武威）和肅州（今酒泉）。
10

有些妨礙。17

雖然﹐毛澤東曾傾向於“寧夏路線”﹐但得知張國燾被迫取消另立的
“中央”﹐紅二﹑四方面軍準備北上後﹐考慮紅四方面軍所處的地理位置
等情況﹐按照中央政治局此前在“瓦窯堡會議”上達成的對張國燾“組織
上可以讓步到不一定受我們指揮”18 之“遷就”意見﹐毛澤東等於 1936
年 8 月 12 日提出了紅一﹑二﹑四方面軍“分攻寧（夏）青（海）”之部
署。19 幾經多方磋商﹐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將這一行動方針﹐電告了共
產國際﹕
ČČ!
Ğϥğͽ˘͞ࢬࡗ˘༱̣˼ˠԽှआዶፉЇܲᛂડĎ12 ͡ฟ
ؕഭګĎČČт፟ࠔਕд 12 ͡˭џٕځѐ 1 ͡ቁ၁ז྿ှआܕܢΞ̈́
ॡҫᅳှआĎှआҫᅳੴΔᄃϟΔᛂડӮѣܲᅪĎт̙ਕ̈́ॡҫᅳࡓ
ืࢷګДϏྋ̝ᅫੜаϟΔČČ
Ğ˙ğͽα͞ࢬ 12 ͡ଂᜋэͽݑഭګĎࢵАҫᅳܦঔ̝ࡶ̒г͞
үࠎॲፂгĎځޞѐߋືుՎШϟ୲ඥˬэ݈ซČČ
Ğʹğͽ˟͞ࢬҜٺϟݑĎјࠎᛂડᄃੴϟ۞ొݑᓑᘭĄ20

對於剛剛經歷了南下失敗並犯了另立中央錯誤的張國燾﹐這個“分攻
寧青”的方案是很對心思的。他在回憶錄中﹐對自己的“出發點”是這樣
坦白的﹕
ČČα͞ࢬ۞ТԠĎ˵ᛇ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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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第 551~552 頁。
18
〈毛澤東在 1936 年 5 月 28 日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轉引自程中原著﹕《張聞天傳》﹐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0 年﹐第 367 頁。
19
〈中共中央領導人關於今後戰略方針的建議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 年 8 月 12 日）〉﹐
《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597~599 頁。
20
〈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毛澤東關於紅軍行動的方針問題（1936 年 8 月 25 日）〉﹐《中
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第 164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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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
ČČ!
ᙯٺྋՙᛨ̰ۋბયᗟĄ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陝北﹐應該集
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後再談黨內問題﹐Č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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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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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進程常有意想不到的轉折。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這個報告﹐如
果得到的是毫不含糊完全肯定的答復﹐那麼不管後來“打通國際”成敗如
何﹐這筆責任賬都應由黨中央毛澤東擔待。然而﹐半個月後的 1936 年 9
月 11 日﹐這一評判歷史責任的基本前提變了﹐共產國際答復﹕
ТຍҰࣇҫᅳ寧夏區域甘肅西部۞ࢍထĄТॡĎિ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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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д佔領寧夏區域以
後﹐將給你們幫助Ą22

雙石在仔細研究了這些天的往來文電﹐並做了大量製圖﹑判圖等戰史
學基本作業後告訴讀者﹐9 月 14 日﹐經過幾天醞釀磋商後的中共中央不
得不對“分攻寧青”部署作出重大調整﹐其要點包括﹕
（一）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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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3 冊﹐東方出版社 1998 年﹐第 303﹑308~3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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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季米特洛夫當日的日
記記載﹕“提前決定在中國紅軍攻佔寧夏地區後提供 1.5~2 萬支步槍﹑八門火炮﹑十門迫擊炮
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武器將於 1936 年 12 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
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作準備”（《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 2002 年﹐第 46 頁）。
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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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共產國際的批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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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實
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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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到中央部署調整電後﹐9 月 16~18 日﹐懷揣著個人“出發點”的張
國燾在岷州主持召開了中共西北局會議﹐討論中央部署。據陳昌浩回憶﹕
ةэົᛉߏҘซᄃΔ˯۞ۋኢĄૺ઼ᕴߏ̙ົЪ۞Ąົᛉฟ˞рೀ͇Ď
ૺ઼ᕴિՙૺШܦঔ̝ҘှซĎُົЪޢಶݲᄂ˞Ąԧࣇિՙͅ၆
ҘซĎᄃۋĄ24

岷州會議的結果﹐是根據中央部署調整的精神﹐以朱德﹑張國燾﹑陳
昌浩名義致電前線的徐向前﹑周純全﹐下達了《靜會戰役綱領》。
對張國燾在此期間基於個人“出發點”的戰略指導思想﹐陳昌浩有一
段回憶﹕
ČČޢ˭΄Ďૺ઼ᕴಶۢ˞Ąஎ؆ 3 ᕇкᛗԱԧֽ˞Ďኘೀᕇē
Ğ1ğԧᝋԼត۞ࢍထĒĞ2ğߏ΄ᄱ۞Ď今天革命形勢應該保存
四方面軍ĒĞ3ğ會合後一切都完了﹐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我們黨籍﹐
軍法從事。ᄲ྆זಶ൭ֽࣵĄ2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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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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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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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基於畏懼“交出兵權”的個人“出發點”以及“今天革命形勢應該
保存四方面軍”這一戰略指導思想﹐已在岷州會議決定上簽了字的張國燾
心有不甘﹐於 20 日連夜策馬趕往漳縣前線。
21 日﹐趕到漳縣的張國燾召集前線軍事指揮員重新計議。據徐向前
的回憶﹕
ԧࣇϒѓአજฤЁΔซĎૺ઼ᕴΓѓᅁֽႉᎩĄซܝಶԯ৷Бď
ՂপďՂАهඈТԠԱֽĎᄲĎԧ࣎य̙˞ધĄឰپজӐĕČČ
ߏૺ઼ᕴᄃౘپজВְͽֽĎௐ˘Ѩ൴ϠыዟۋኢĄΐ˯ѣ࣎Ωϲ
ņ̚δŇ۞Βෙᑅд֗˯Ďٙͽଐჰޝ፬જĎᔘଫ˞ஊĄᄲēņ我是不
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
浩搞的。Ňԧᛇౘپজд࣎ॡ࣏ņૺयŇጂᆃᆉĎҬͼѣᕇ
ຐņ̝҃פŇ۞קĎ˵̙ЪዋĄ̂छҰ˘֏Ďԧ˘ᄬĎᚍ˞ૺ઼ᕴ˘
఼ĄᙯְٺҖજ͞੫યᗟĎԧࣇᄲĎΞͽᚶᜈથณĄ26

這最後“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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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
者﹐張國燾還電令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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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封鎖朱德等向黨中央彙報的渠道。
幸好﹐天公不作美﹐徐向前派人勘察西進路線的結果﹐是“黃河對岸
已進入大雪封山的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迫使張國燾在 9 月 27
日的洮州會議上放棄西進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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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這是張國燾一年來第一次將

26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333~3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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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朱德﹑張國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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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14

“陝北同志”稱作“黨中央”。
“甘南風波”落幕。

˟ďࡓˬ̂˧ົरޢĎှआጼԝһ˧ొཌ!
ņࢵАᑝݑᇲŇᄃņᆧһҘഭŇ۞̶!ڡ
由於張國燾基於個人“出發點”製造的“甘南風波”﹐令紅四方面軍
“停頓延宕﹐東馳西調﹐以至縱逝了許多寶貴的時機”﹐29 迫使中央不得
不提前發起寧夏戰役。
根據共產國際 1936 年 9 月 11 日關於“在佔領寧夏區域以後﹐將給你
們幫助”的指示﹐要“打通國際”﹐必須以主力攻佔寧夏﹐站穩腳跟後﹐
派支隊依託根據地穿越沙漠北上定遠營（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巴彥浩
特鎮）﹐取得共產國際援助的物資。實現這一戰略意圖的關鍵﹐在於“我
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30 當務之急是“集中三個方面
軍全力選擇有利機會﹐給南敵以打擊”﹐“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
隊”。31
寧夏戰役期間電報極多﹐特別在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階段﹐其內
容李先念後來都說“複雜”。
解讀這“亂麻一團”般的眾多電報﹐雙石是從梳理指揮系統下手
的 — 電報“複雜”﹐首先源於指揮系統的複雜。溯源而上﹐又緣起“克
服張國燾路線”的困難﹐因為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中央對他也沒有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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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6~977 頁。
30
〈毛澤東關於同意彭德懷寧夏戰役計劃致彭德懷並朱德﹑張國燾等電（1936 年 10 月 24 日 24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800 頁。
31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於同意紅二方面軍北渡渭水致朱德等電（1936 年 10 月 2 日 14 時）〉﹐
《紅軍長征‧文獻》第 1167 頁﹔〈通莊靜會戰役計劃〉（1935 年 9 月 28 日）﹐《紅軍長征‧文
獻》第 1160~1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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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32
由於張國燾懷揣著與中央紅軍“會合後一切都完了”的個人小算盤﹐
悲觀估計中國革命形勢﹐以為“青海﹑甘北的馬步芳﹑馬鴻逵（雙石註﹕
應為馬步青）總比胡宗南好對付”﹐曾判斷“北上會靜是斷送紅軍”﹐33
其一年多前與中央在戰略方向上的分歧很可能要在寧夏戰役中延續﹐中央
對於寧夏戰役部署能否得以貫徹﹐並無把握。
對於張國燾“可能的動搖性”﹐34 毛澤東早就看透了﹐但為了團結廣
大紅四方面軍指戰員﹐中共中央還是犯了一個“不得不犯的錯誤”— 於
1936 年 10 月 10 日 20 時﹐就三個方面軍會合後的統一作戰指揮﹐致電各
方面軍首長﹕“擬請朱（德）﹑張（國燾）兩同志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
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35
10 月 14 日﹐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專電彭
德懷﹐從更積極的角度更進一步解釋這項任命的意義和中央的良苦用心﹕
“為求黨與紅軍的真正統一與順利執行當前任務﹐對國燾及四方面軍幹部
不可求善太急﹐他們在中央指定朱﹑張任前線指揮後表示很好﹐彼任前線
指揮事實上與名義上均不能不聽中央軍委指揮﹐加上兄與弼時的贊助﹐前
線行動當無大不好處”﹐“我們政策應表示對他們信任﹐不宜使他感覺不
信任﹐準備經過長期過程﹐使國燾﹑徐﹑陳及其他幹部逐漸進步﹐估計他
們是可能進步的”。36
此後直至 1936 年 11 月 1 日﹐紅軍三大主力處在這樣一種指揮格局
下﹕

32

〈徐向前關於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的講話（1982 年 8 月 14 日）〉﹐《中國工
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 229~244 頁。
33
傅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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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785 頁。
34
〈毛澤東關於按照十月作戰綱領做好各項準備工作致彭德懷電（1936 年 10 月 13 日 17 時）〉﹐
《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783~784 頁。
35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三個方面軍會合後的統一作戰指揮決定致朱德﹑張國燾並各方面軍領
導人電（1936 年 10 月 10 日 20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777 頁。
36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 年﹐第 3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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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 位於陝北保安﹐除了以中央書記處﹑軍委﹑中央等名義
發出的電報﹐此間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署名發出的電報﹐均可以視
為代表中央意圖﹐擁有最高決策權。
紅軍總部 — 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期間﹐紅軍總部的朱德總司令和張
國燾總政委被授權“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
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
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後方聯絡”。37
前敵總指揮部 — 鑒於張國燾“忽‘左’忽右”的機會主義習性﹐10
月 28 日﹐彭德懷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受命直接指揮河東三
個方面軍﹐按中央“先南後北”方針﹐實施“打擊南敵”的計劃。由於張
國燾暗中阻撓和破壞﹐在 11 月 1 日之前﹐這個指揮權並沒有落到實處。
在這個時期﹐紅軍總部署名“朱張”的電報和部署不等於中共中央的
意圖﹐且至少有一部分因張國燾的小動作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見﹔而張國
燾封鎖朱德的發電權﹐也在三大主力會師後的部分時段失效了。
在這多重複雜的指揮關係中﹐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國燾﹑徐﹑陳及
其他幹部逐漸進步”﹐中央致紅四方面軍的電文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有
照顧﹐有隱忍﹐有遷就﹐有妥協﹐就連前敵總指揮兼政委彭德懷發電報強
調必須克服“避戰﹐對胡敵力量過分估計”38 之傾向﹐都要被毛澤東批評
在措辭上“過於刺目﹐今天還是不相宜的”。39
這種因戰略分歧不得不建立的多重複雜的指揮關係﹐營造了特殊語境下
的特殊語義和特殊語言表達方式﹐以及“陰謀強姦式”的電報署名方式﹐40

37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三個方面軍會合後的統一作戰指揮決定致朱德﹑張國燾並各方面軍領
導人電（1936 年 10 月 10 日 20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777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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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9~850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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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4 頁。
40
彭德懷 1936 年 10 月 27 日致電毛澤東等﹕“前廿五間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後
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姦式的﹐以後聯名電報作為無效”（轉引自齊德平﹕〈關於一封電報的
考證〉﹐《黨的文獻》2002 年第 3 期第 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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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又成了張國燾表達其特殊慾求的特殊手段。
為了促使張國燾回心轉意﹐並幫助紅四方面軍主要將領“克服張國燾
路線”﹐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在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後﹐
安排共產國際派回來的林育英（張浩）同志去紅四方面軍﹐以求“在政治
方面完成統一團結﹐將四方面軍的政治﹑軍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41 10
月 13 日﹐毛澤東特別致電提醒擬赴紅軍總部“按照十月作戰綱領準備﹐
作出寧夏戰役計劃綱要﹐與朱﹑張面商後提出於軍委”的彭德懷﹕要“充
分注意個別同志之可能的動搖性”。42
然而﹐未等彭德懷前來“會商”﹐“朱張”就在其下達的第一個作戰
部署中﹐將中央《十月份作戰綱領》規定“保持西蘭大道於我手”的時間
縮短了﹐將“拒止南敵”的兵力減少了﹐而將“西渡”的兵力增加了。43
於是﹐在兵力部署上﹐西渡黃河成為整個戰役的首要。
於是﹐紅 30 軍西渡黃河的時間提前了。
於是﹐有了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提議四方面軍亦須全部渡
河”﹐並強求中央“重決速示﹐萬勿坐失良機”之電報。44
於是﹐有了未經中央批准﹐紅四方面軍總部率紅 5 軍和紅 9 軍緊隨紅
30 軍西渡黃河之“三軍競渡”的既成事實﹐有了“如果不是敵情地理限
制﹐三十一軍﹑四軍均已渡河”45 之可能後果﹐有了中央追認既成事實的
電文被後人當做中央指示“三軍競渡”之誤解。
於是﹐張國燾力主西進以便通過“保存四方面軍”來求得莫斯科“支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
第 649 頁。
42
〈毛澤東關於按照十月作戰綱領做好各項準備工作致彭德懷電（1936 年 10 月 13 日 17 時）〉﹐
《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783~784 頁。
43
〈朱德﹑張國燾關於紅一﹑二﹑四方面軍部署致彭德懷﹑賀龍等電（1936 年 10 月 16 日 15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787~788 頁。
44
〈徐向前﹑
陳昌浩對實現寧夏戰役計劃及部隊渡河之意見致中央軍委電
（1936 年 10 月 27 日）
〉
﹐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46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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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9~9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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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企圖﹐有了得以實現的希望。
在這一系列有著特殊語言表達方式的電報中﹐最典型的﹐是紅軍總部
在 10 月 28 日 16~20 時四個小時內﹐連發了四封作戰部署完全互相抵觸的
電報。46
紅軍總部上演的這齣“變臉戲”﹐差點讓雙石在《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也犯了糊塗﹕
ČČČČࣆߏغаְࣴĔ֤ѐ֤֤͟͡۞ࡓᓁొ྆Ďտ
ౣѣೀ࣎ņѦૺŇબĔ࣎˘ņѦૺŇдॻĎΩ˘࣎ņѦૺŇݒдၣͫ
ࣴĔ˯৺Ď˭ᛳĎ˫տౣྍᄮࣹ࣎ņѦૺŇ۞ኮࣴĔ

對其中的原因﹐雙石是這樣解析的﹕
ņѦૺŇొཌдα࣎̈ॡ̰۞αѨតᓚ۞ࡦޢտౣ൴Ϡ˞̦ᆃĎ՟
ѣЇң༊ְˠ˭˞Їңаጸ͛фĎԧࣇ༊˵ಶଂۢፍĄҭॲፂ̏ۢ
ଐٕڶΞү˘Ъநଯീē28 ͟༊͇˘ШៃѰᖼொͷ༊̏В˘г
۞Ѧᇇďૺ઼ᕴďೆᇇᘃĎᑕྍߏ˘ኢ࿅тңેҖ̚δొཌ۞Ąೆᇇ
ᘃҋ̙υ֏Ďߏ̚δ۞ຍဦֽ۞ĎѦᇇߏ˵ؠۺᙒТ̚δొཌ۞Ď
̶ۋڡᛉ˵˘ؠ൴Ϡдૺ઼ᕴ˘ˠᄃѦᇇďೆᇇᘃ˘̝͞มĄ҃னд̏
̙ߏ˘݈͡дႉᎩĎņૺयŇ˘৽΄ಶΞͽދᗆѦᇇ۞൴ᝋĞ၁
˵՟ދᗆҝğĎѦᓁΦ΄˵ߏ̚δځ؎ࢭ̚ቁኬ̟˞೭ˬᝋ˧۞Ď
Ѧᇇᓝ̚δ۞͞إᚗᆓͽņѦૺŇЩཌྷ൴೭ࡓα͞ࢬ˜Ҍˬ
ొฤĎ֤˵ߏ͇གྷгཌྷநٙ༊۞ĕČČ
46

（1）16 時﹐令 31 軍渡河並要中央限時回復電﹐〈朱德﹑張國燾關於 31 軍應乘機渡河致徐
向前﹑陳昌浩並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0 月 28 日 16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
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48 頁﹔（2）19 時﹐執行海打戰役並要 31 軍不渡河電﹐〈朱德﹑
張國燾關於三個方面軍協殲胡敵之行動部署（1936 年 10 月 28 日 19 時）〉﹐《鞏固和發展陝
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815 頁﹔（3）19 時 15 分﹐反對海打戰役讓 31 軍渡河並再度提前
讓中央限時回復時間電﹐
〈朱德﹑張國燾關於全軍部署意見致中央軍委及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
年 10 月 28 日 19 時 15 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49
頁﹔（4）20 時﹐執行海打戰役部署並批准 5 軍渡河電﹐〈朱德﹑張國燾關於在海原以南消滅
胡敵先頭部隊致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6 年 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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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 頁。
19

тѩĎԧࣇٕΞଯീēֱరၔ̚δຍဦ۞ొཌĎໂѣΞਕߏҋ
Ѧᇇ۞͘ඊĄ

面對既成事實﹐之後的毛澤東﹑周恩來都不得不也扮起了“變臉”的
角色。而這一系列被張國燾攪和起來的“變臉戲”﹐給後來那些囫圇吞棗
不求甚解卻又自以為是的西路軍史學研究工作者帶來的誤導﹐可想而知。
鑒於張國燾所作所為給寧夏戰役部署帶來的嚴重危害﹐10 月 29 日﹐
毛澤東不得不授權彭德懷﹕“全戰役須掌握在你一人手裡。”47
即便是到了這個時候﹐“張總政委”的“變臉戲”還沒演夠。
10 月 30 日﹐在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彭德懷下達新的作戰部署後﹐
“朱張”再次致電“徐陳”﹐對彭德懷的兵力部署釜底抽薪﹐致使聚殲胡
宗南先頭部隊的海打戰役計劃流產。48
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張國燾惹翻的可不是一兩個人。同日﹐共產國際
代表林育英（張浩）將張國燾一狀告到了共產國際﹕
̚δ؎၇Ѩ઼ᕴિՙχᑝࢬݑᇲĎΪѣઃݑᇲ̝ᑝĎ͞ਕ
ΔפှआĎҭ઼ᕴࠦᇲ࿅ΠĎ̙ؕᙸેҖ΄Ď୬ΔซפତᑻޢГχ
ݑᇲĄ49

實際上﹐張國燾的思想覺悟還是被林育英他們高估了﹐他連“北進”
都不願意﹐他孜孜以求的是“西進”﹐還毫不遮掩地在《我的回憶》中宣
稱是得到了紅四方面軍“多數”領導的支持。對此﹐徐向前數十年後也未
隱諱﹕

47

〈毛澤東關於與胡宗南部作戰部署致彭德懷電（1936 年 10 月 29 日 22 時）〉﹐《鞏固和發
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817 頁。
48
〈朱德﹑張國燾關於以一﹑二方面軍主力及 31 軍集結麻城堡附近消滅突進之敵致徐向前﹑陳
昌浩電（1936 年 10 月 30 日 10 時半）〉﹐《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
期》第 856 頁﹔〈彭德懷關於消滅胡宗南等敵作戰部署（1936 年 10 月 30 日）〉﹐《鞏固和發
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821~822 頁。
49
〈林武關於紅軍部署致共產國際轉王明電（1936 年 10 月 30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
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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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ޢګĎ̚δՙؠχؠᅈᒉĄԧࣇአߤ˘˭ĎؠᅈᒉдܠٛචၮĎߏ
Ւ႐˯۞ქ߷Ďг֤͞ᆃ̈ĎᆃкొฤؠזᅈᒉĎЫďҝౌޝӧᙱĎ
ڱྋՙĎ֤྆αࢬౌߏՒ႐Ďࣹ֕྆ـબĕ所以打定遠營是不行的。我那
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50

果然﹐11 月 2 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和毛
澤東﹑周恩來﹐提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係﹐不
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後帶（待）必要
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51
對於這封以“時序”價值可以說明其西渡最初意圖背離了中央決策
進而印證“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重要電報﹐雙石一針見血地指出﹕
тڍВய઼ᅫ 50 кֽ͇݈ቁ۞ؠϹఱгᕇ̙តĎ֤ᆃĎֽޢҘྮ
εୀ۞యЇިᆃᄲౌព҃֍ٽĎЯࠎѩॡВய઼ᅫ೩ֻγ೯۞ତྻгᕇ
ᔘдΔࢬ۞ؠᅈᒉĎᔘ՟ѣԼдາᘟ۞ݣٕګҘ֕ುҘბ۞щҘĞ̫ϟ
ඥϝэğĎ̚В̚δࠎņχ఼઼ᅫŇ҃АņဳפှआŇ۞ࢍထ˵ᔘдซҖ
ॡĕ

然而﹐11 月 3 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補給了紅
四方面軍主力“西進”的理由﹐也給幾十年後掩飾張國燾“出發點”製造
西路軍戰史“陰謀論”者留下了一個得以瞞天過海的“根據”﹕
дྎࡁտ̝ޢĎԧࣇિՙᄮࠎଂγᄋ೩ֻ೯ӄ۞̙͞ߏڱΞਕ၁
ன۞ĄЯࠎĞ˘ğдᚑՒ႐۞ᒖဩ̝˭ĎҰࣇࠁᇴ˼ࡓזγᄋᙝ
ဩ᜕ਖ਼ྻᏮߏ̙Ξਕ۞ĒĞ˟ğ͟ώࢳ፟ѣ၆ࡓ̈́ՠ֘ࠓ۞ΞਕĒ
Ğˬğѣ͔͟ώᄃᛂᓑᚑࢦࡎ۞ΞਕĄЯѩĎனд̏གྷՙؠϫ݈̙
ଳϡଂγᄋ೩ֻ೯ӄ۞͞ڱĄТॡĎԧࣇϒдࡁտགྷ࿅າᘟ೩ֻ೯ӄ۞
͞ڱĄтڍԧࣇ̂ࡗ˘˼ጟݣזྻྤۏĎҰࣇਕ̙ਕҫᅳϟඥҘొ
50

〈徐向前關於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的講話（1982 年 8 月 14 日）〉﹐《中國工
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 243 頁。
51
〈徐向前﹑陳昌浩請示行動方針致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
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58~8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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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ତྻĔ֭ኛ఼ۢԧࣇତྻ۞Ᏹ̈́ͽڱҰࣇ౯ଳϡ̦ᆃᇹ۞វ۞
ྻᏮ͞ёĔ52

11 月 4 日 8 時﹐尚不知“重大變故”的“徐陳”致電“朱張”﹐在
報告了一大堆“滯留現地”的困難後﹐再次提出了“如情況不利時惟有放
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要把原擬執行“寧夏戰役”的方向
整個左旋 90 度﹐而對毛澤東﹑周恩來日前“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
守﹐並附電臺﹐以利交通後方行動”的重要指示﹐53 未作隻字應答。
11 月 5 日﹐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的消息應該已傳達到了已轉移至
同心城的朱德﹑張國燾﹑林育英等人。這個“重大變故”正好給了張國
燾一個堂而皇之再張“西進”之旗的理由。於是﹐當日 14 時﹐“朱張”
致電“徐陳”﹐對其行動方向左旋 90 度的建議完全予以確認﹐並強調
了“獨立”﹑“不受一切牽制”﹑“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
行”。54
11 月 6 日﹐“徐陳”按此電示﹐擬定並上報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
同日﹐“徐陳”致電中央﹐請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
會”之“獨立”行動的“名份”。
面對共產國際的突然變故及“徐陳”已率部“西進”的既成事實﹐中
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至 11 月 8 日才給共產國際復電﹐11 月 11 日才正式
授予了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以“西路軍”名稱。
從此﹐西路軍踏上了不歸之途。

52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 年 1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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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頁。
53
〈中央軍委關於河西部隊行動部署致朱德﹑張國燾等電（1936 年 11 月 3 日 22 時）〉﹐《中
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60 頁。
54
〈朱德﹑張國燾為河北縱隊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獨立開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
年 11 月 5 日 14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64 頁。
22

ˬďҘྮҘซޢĎņχ఼઼ᅫŇࢋ̙ࢋ!
ޙϲॲፂгඈጼரЇચ۞̶!ڡ
當下的西路軍史學研究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就是將西路軍失敗原因
歸咎於“打通國際”和創建根據地“兩副重擔同時挑”﹐超出了西路軍力
所能及的範圍。
值得深思的是﹐使這一說法得以流行的那些“西路軍軍史專家”卻迴
避或掩飾了一個基本史實 — 這兩項任務是西路軍“徐陳”信心滿懷打
包票主動要來的。
西路軍渡河後﹐在“朱張”授權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獨立”﹑“不
受一切牽制”﹑“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之初的 11 月 6
日和之前的 11 月 2 日﹐“徐陳”就在上報軍委的電報中主動承攬了“打
通國際”和創建“甘北蘇區”兩大任務。55
也正是因為過河部隊最初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河西找一塊安身之地﹐才
夾帶了“龐大直屬部隊”﹐以至於“戰鬥員至多佔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
三十八之比例率”。56
隨後的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發電正式授予“西路軍”
稱號一小時後﹐又專電詢問“徐陳”﹕“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
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57
“徐陳”次日復電報告了可以建立根據地的理由及決心﹕“敵戰鬥
力平常﹐戰術頑強（雙石註﹕原文如此）﹐指揮亦差﹐與漢回群眾關係惡

55

〈徐向前﹑陳昌浩請示行動方針致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
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58~859 頁﹔〈徐向前﹑陳昌浩﹑李特關於平大古涼戰
役計劃致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6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
征時期》第 866~867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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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6~977 頁。
57
〈中央軍委詢問西路軍情況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 年 11 月 11 日 11 時）〉﹐《中國工
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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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後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現時即
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
現決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58
11 月 17 日﹐“徐陳”致電中央﹐其最初兩大任務一肩擔的決心開始
動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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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 這是“徐陳”第一次提出“任務次序”之疑﹐而提出這個“任
務次序”的緣由﹐是因為敵中央軍毛炳文第 37 軍開始西渡黃河追擊西路
軍。
同日﹐“朱張”電示“徐陳”﹕“你們兵力應相當集結﹐速打通遠方
為要著。”60
對於“徐陳”改變“任務次序”﹐中央 11 月 18 日復電未予同意並陳
述了理由﹕
ϥď17 ͟ଉē我們已告遠方。但恐準備不及﹐運輸也來不及。т
ֹࢬڌгડࠎͨࠏ͛࿅ѝҫΝĎࡓਫ਼гব̙̈ӀĎԧࣇຍ֍дனгડ
ҝ˘ॡഇĎΐღְቚĎޭೇវ˧ᑭߤ߆̍ڼүĎିֈՏ࣎ጼࣶົ
ઇཏி̍үᄃˠϔ൴Ϡ։рᙯܼĎᚑፋ߆ޠࡔڼĎޙϲົࢍගዳޘטĎֹ
Ⴌޢᅈ͞ТԠ֍ࢬॡ˘າĄ
˙ďͽ˘ొଠטΟᐍࢋĎᅈ١ͨࠏ͛Ą
ʹ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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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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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1~882 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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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7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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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6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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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8~889 頁。
24

張國燾力主西進的一個重要緣由是畏懼國民黨中央軍。就在河西“徐
陳”難以承受追敵毛炳文部壓力的時候﹐11 月 22 日﹐河東紅軍主力在極
度困難的環境中取得了山城堡大捷。這一仗﹐正是按照毛澤東在“徐陳”
兩大任務一肩擔之決心開始動搖的次日強調的“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
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62 之戰役方針﹐迫使毛炳文軍於 11 月底
之前全部東返﹐進而大大地減輕了西路軍的壓力﹗
時任紅 9 軍參謀長的李聚奎在西路軍失敗不久的 1937 年 7 月 18 日總
結道﹕“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不是由於軍事力量不夠﹐而是由於政治
路線的錯誤與一貫的退卻路線及單純的軍事觀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李聚奎還留下了一段關於西路軍戰略指導思想的回憶﹕
ņГ࿅ֽ࣎͡Ұࢋӱՠ֘ಶѣՠ֘ĎҰ˘࣎͡ࢋϡˬȈ̮ಶˬȈ
̮ĎࢋϡαȈ̮ಶϡαȈ̮Ďາёڠጡ̄ᇅౌΞྃ·ĄŇߏдϖ۞پ
ొົ˯ᓾ۞Ą63

既然“照直往西打”有這等好事﹐費時費力集中兵力打“二馬”去建
立根據地﹐自然也就沒有必要了。
與西路軍主要將領希圖“走捷徑”的戰略指導方針截然相反﹐早在
1935 年 12 月 1 日﹐毛澤東在與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的通信中﹐
就曾明確過“打通國際”的基本戰略方針 —“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陝北
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64
對此﹐雙石的解讀非常生動﹕
ߏͧྵޥͩͨ۞ݭჯēՐˠ̙тՐ̎ĕߊٕࢋߏՐˠĎ˵АՐ
̎ĕ˵㘺կҋ̎۞ώĕ֔͘㘺۩ॉ˯ܝԸᏐĎߏޝᙱዎˠ۞֍ޞĒ͘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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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8 頁。
63
李聚奎﹕〈關於西路軍的歷史教訓〉﹐轉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參考資料》1981
年第 1 期。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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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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ᐝ۞㘺۞ώкݓĎ۞זᑒӄ̖ѣΞਕࢦ̂ — ᅙҖछΪົ
ගጾѣᔘఱਕ˧֭·̶णϯ˞ਕ˧۞ˠഠĕ҃ᙱёྴխё۞Ը
Ꮠያ̓Ďߏणϯ̙ņᔘਕ˧Ň۞ĕ

與毛澤東的戰略方針形成鮮明對照的﹐是 1936 年 9 月 27 日張國燾在
洮州會議上推翻西北局岷州會議決議時的強烈主張﹕
ČČχ̼࢚זĞ̫নጆ͢ᆅğĎχ఼઼ᅫྮቢĎז྅౯ГχаֽĎ
ᄃ˘͞ࢬົЪ˵̙ᏵĄ65

還有在他人代筆的《歷史的回顧》中﹐孜孜以求並耦合張國燾個人小
算盤的作戰方針和戰局預想﹕
ČČҘྮഭޢګĎԹҝጼ፟Ďࢷ҃ซĎۡـҘχĎڠפጡď
ᇅᘽĎтᓍĎаरፖବ҃ڌĄČČҘྮт̈́ڍѝࡦያາᘟĎχฟ
ጼԊĎଠګטҘгĎ֤ಶ̙ಏߏ˘ॡඉᑕڌګԊ๕۞યᗟĎ၆ፋ࣎ԩ͟
ጼ۞ۋซĎϺυ൴Ϡ᎕ໂ۞ᇆᜩĄˣྮಶ̙ͤበ࣎ˬטरĄ͵̖
ؠ˘̙˵ֽޢݔតĎݔត˞ԧࣇΞͽϲӈһќ߂Ą66

對此﹐雙石在《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告訴讀者﹕
在西進中“建立根據地”﹐不僅是西路軍西渡黃河後信心滿滿向中央打包
票要來的任務﹐更重要的是﹐中央在為西路軍的生存大計著想﹗— 屁股
坐穩當了﹐再去“打通國際”。
上面講過﹐就在“徐陳”致電中央﹐其最初“打通國際”和“創建根
據地”兩大任務一肩擔的決心開始動搖的次日﹐中央有一個勸其“在現地
區留住一時期”並要求“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拒毛炳文”﹐保持西路
軍東返迴旋餘地的電報﹐是這樣為西路軍著想的﹕共產國際來電通報的交
貨地點是新疆的哈密﹐中共中央回電明確表示﹕“除非你們能用汽車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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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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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373~3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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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這就帶來兩個問題﹐
一是如果共產國際不答應將交貨地點改在安西﹐中央若允許西路軍“照直
往西打”進入“1500 里荒無人煙的沙漠”﹐等於讓他們送死﹔二是即或
共產國際同意了中共中央改變交貨地點的提議﹐交貨物資從定遠營輾轉騰
挪到哈密﹐再組織運力車運到安西﹐也得要一段時間﹐部隊去早了﹐窩在
人際罕見的大戈壁裡﹐生存很困難。
當年的安西﹑敦煌﹑玉門關地區地處荒漠﹐人煙極其稀少 — 直到今
天﹐人口的分佈密度也小於 10 人∕平方公里（當年大約為 1 人∕平方公
里）。共產國際後來按中共中央請求更改了的接運地點安西縣（2006 年更
名為“瓜州縣”）﹐有“世界風庫”之稱﹐年均降水量僅 45 毫米﹐年蒸發
量卻達 3140 毫米﹐如今已建立“安西極旱荒漠自然保護區”﹐1915 年全
縣人口為 1.27 萬人﹐但因干戈離亂﹑災害頻繁﹐人口自然增長極其緩慢（直
到 1945 年整整 30 年間也才增長至 2.03 萬人）。而在西路軍西進前的
1932~1936 年期間﹐安西迭遭兵災﹑傷寒﹑地震﹑大旱﹑瘟疫和饑荒﹐死
亡和外出逃荒者眾多﹐較之於 20 年前的 1915 年﹐全縣人口基本上就沒有
什麼增長﹐而且還分散居住在兩萬多平方公里的境域內﹐最大的城鎮安西
縣城的城鎮人口也不過千餘……67
這樣的自然環境﹐如果在西進中不建立根據地﹐就算一路順風﹐兩萬
人的西路軍最遠也只能到達肅州（今酒泉）﹐再往西走就是一片戈壁荒漠﹐
兩萬大軍吃穿到哪裡解決﹖飲水怎樣保障﹖寒冬如何度過﹖兵員怎麼補
充﹖傷員何處安置﹖
還有社會環境。河西部隊只要在肅州東西地區盤桓逗留﹐就必然與馬
家軍發生衝突﹐也就必須要解決“建立根據地”問題。西路軍作為“客
軍”在“馬家軍”的地盤上轉戰﹐要“擴紅”﹑“籌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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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那麼容易信手拈來﹖
如果“政治紀律”和“群眾紀律”再發生問題﹐即或西路軍能“打到迪

67

安西縣誌編纂委員會編﹕《安西縣誌》﹐知識出版社 1992 年﹐第 16 頁﹔〈甘肅安西極旱荒
漠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468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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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回師橫掃而東指”﹐在已經惡化了的河西環境中﹐能否站穩
腳跟﹐開闢根據地﹐都要另說。就算能一時站穩﹐沒有遭受紅軍重大打擊
的馬家軍﹐是否允許西路軍與遠方的交通運輸線保持暢通安全﹐也要另說。
再如果﹐沒有根據地作依託的西路軍靠攏新疆後﹐又進不了新疆﹐隊
伍吃﹑穿﹑用只通過新疆的盛世才來接濟。這位“新疆王”當時雖然口喊
著“聯共親蘇”﹐可本質上還是一個混世軍閥﹐“臥榻之旁”豈能容忍不
歸屬自己的兩萬大軍駐紮﹖後來李先念率西路軍餘部 420 餘人進入新疆﹐
盛世才都曾心懷疑懼要求放下武器﹐連中國共產黨的旗號都不許打出﹐只
給個“新疆邊防督辦公署新兵營”的番號﹐還得對外聲稱是“從關內招來
修公路的”。68 西安事變時﹐盛世才明確表示不支持西安事變﹐並發表了
支持蔣介石的聲明﹐幾年後﹐乾脆公開投靠蔣介石並殺害陳潭秋﹑毛澤民
等共產黨人﹐設想他若叛變西路軍就可以出兵“收拾他”﹐盛世才有那麼
傻嗎﹖
這一切﹐難道不是“戰略決策”的重大“分歧”嗎﹖
由此戰略決策上的重大分歧﹐又直接導致了一系列戰役行動上的重大
分歧。
比如﹐面對中央屢電要求西路軍保持東返的“迴旋餘地”﹐“徐陳”
回電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予以回絕﹐再不就是提出中央難以滿足的條件。
特別是西安事變後﹐中央根據東北軍的提議以及西路軍可在蘭州得到東北
軍糧彈補充的承諾﹐再度動議西路軍東返。這本可使西路軍絕處逢生﹐不
料﹐“徐陳”回電表示﹕西進無問題﹐東進則需東北軍和新疆方面同時各
出六個團的兵力前往策應。69 而這兩個條件﹐中共中央當時都難以滿足。
至於為什麼不願東返﹐多年後﹐陳昌浩道出了內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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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遠﹕〈回憶赴新疆迎接紅西路軍和成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情況〉﹐昆侖網~新疆黨建
網 2010 年 6 月 24 日（http://www.xjkunlun.cn/dswx/rwcl/2010/2002672.htm）﹔趙廣平﹕〈陳雲
進疆援接西路軍左支隊〉﹐《新疆日報》2006 年 11 月 2 日。
69
〈徐向前﹑陳昌浩等認為迅速取得遠方接濟為目前迫切與極大要求致毛澤東﹑朱德﹑張國燾
電（1936 年 12 月 23 日 12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915 頁。
28

̚δֽϯԧࣇĎឰԧࣇ҂ᇋߏҘซрᔘߏڌซрĄ֤ॡԧࣇ҂ᇋ
ࢬڌѣछ۞ొฤቼ̬Ϯ۞ొฤĎᇲˠ˧ณ̂ĄҘࢬΪѣछ۞ొฤĎ
Яѩඍೇ̚δᄃڌซᔘ̙тᚶᜈҘซĎ၁ᅫ˯֤ॡᔘߏचُቼ̬Ϯ۞ొ
ฤĄ̪˘۵ـݏҘ֕Ďᔘߏܧχ఼઼ᅫྮቢ̙ΞĄඕߊڍྃ·Ď˫ཏ
ிૄᖂĎԓ୕ֽ̈˞Ą70

再比如﹐要不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分歧。毛澤東“打通國際”的戰
略方針﹐首先強調的是“用戰爭”﹐因為根據地是打出來的。張國燾呢﹖
早在三大主力會師前夕的漳縣會議上﹐他就宣稱﹕“青海﹑甘北的馬步芳﹑
馬鴻逵（雙石註﹕應為馬步青）總比胡宗南好對付﹐……要充分估計我們
的能力。”71 也正因畏懼強敵﹐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前﹐張國燾才屢
屢破壞軍委集中兵力“阻止胡宗南西進﹐並相機打擊之”72 之作戰部署。
也正因為遵循了“照直往西打”的戰略方針﹐對於中央屢電要求西路軍
“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 73 的指示﹐“徐陳”不是不
予回答﹐就是明確回復﹕“我們現無能集優勢兵力。”74
又比如﹐“徐陳”屢電中央﹐請求紅 4 軍﹑紅 31 軍歸還建制﹐增援
西路軍。且不說紅 4 軍﹑紅 31 軍加入西路軍後﹐一起“照直往西打”能
否克服惡劣的生存條件﹐就說增援﹐西路軍主力分別進駐高臺﹑撫彝（今
臨澤縣蓼泉鎮）﹑沙河堡（今臨澤縣城）﹑倪家營後﹐各駐節點彼此相距
也就是三四十里或四五十里﹐
駐守高臺的紅 5 軍於 1937 年 1 月 11 日被圍﹐
19 日﹐附近的紅 37 團二營和駐沙河堡的騎兵師與紅 88 師一部分別出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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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昌浩﹕1961 年 5 月 10 日的談話〉﹐轉引自劉統﹕《北上 — 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
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342 頁。
71
傅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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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785 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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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爭取在運動中打敵一個師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電（1936 年 11
月 8 日 12 時）〉﹐《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836 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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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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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嚴重失利﹐20 日高臺失陷﹐紅 5 軍主力三千餘眾也損失殆盡﹐相距咫
尺之遙都不能首尾相顧﹐要河東主力分兵前來“西進夾擊”﹐一個月的行
程﹐這股遠水﹐怎能解得了近憂﹖這還不說分兵西援不利於河東的抗日大
局﹐特別是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在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中肩負的歷史責
任。
順便說一句﹐對於導致西路軍失敗“戰略上的錯誤”﹐70 多年前﹐
西路軍總政委陳昌浩的《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 年 9 月 30 日）》
和紅 9 軍參謀長李聚奎的《關於西路軍的歷史教訓（1937 年 7 月 18 日）》
都有過比較詳細的總結與檢討﹐
其中陳昌浩報告編入了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 8 月公開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
但只公開了第一章和第九章﹐而李聚奎的報告則被所有公開出版的西路軍
文獻彙編“選編”掉了﹐僅僅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內部刊物《黨史參考
資料》1981 年第 1 期上﹐有過小範圍的披露。歐陽毅的專題報告《關於
西路軍問題》﹐75 也被所有公開出版的西路軍文獻彙編“選編”掉了。
官版的西路軍文獻彙編還“選編”掉了一些關鍵性的歷史文電﹐如彭
德懷 1936 年 10 月 27 日致電毛澤東等﹕“前廿五日間以朱張彭三人發電
給徐陳賀任﹐發後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姦式的﹐以後聯名電報作為無
效。”76
類似有利於揭露“張國燾路線”錯誤卻被“選編”掉了的重要歷史
文獻﹐還有。

αď၆ņૺ઼ᕴྮቢŇ۞ᄱ̈́ࣧЯྏ!ژ
近年來﹐不少西路軍史學研究者及著述者﹐以及參與西路軍史學研究
的一些領導﹐都將“張國燾路線”歸結為“分裂路線”及“另立中央”。
以此作為研究西路軍戰史的認識基點﹐來審視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
75
76

歐陽毅﹕〈關於西路軍問題〉（1937 年 9 月 26 日手稿）﹐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轉引自齊德平﹕〈關於一封電報的考證〉﹐《黨的文獻》2002 年第 3 期第 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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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
國燾路線”之歷史結論﹐的確很容易忽略“沙窩會議”對中國革命基本形
勢基本估計的爭論﹐忽略“延安會議決議”清算“張國燾路線”的基本結
論﹐進而產生“西路軍的失敗也不是因為張國燾路線”之誤讀。
而這種誤讀﹐如今已經被無度發揮成西路軍戰史“陰謀論”的史學依
據。
關於“張國燾路線”的內容﹐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
就曾有過經典的概括﹕“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
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77
理解“張國燾路線”上述三大內容的核心問題﹐是把握“張國燾路
線”的實質。
應該承認﹐有著言行軌跡的“分裂紅軍”和“另立中央”﹐確確實實
是“張國燾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絕不是“張國燾路線”的全
部﹐更不是“張國燾路線”最本質的內涵。
解開當年“張國燾路線”先反復無常後執意“西進”之謎﹐雖然﹐張
國燾包藏個人野心的“出發點”不容置疑﹐但我們不能局限於“人性論”
視角﹐囿於張國燾內心世界對“交出兵權”的恐懼﹐因為這個視角過於短
淺﹐也遠離了歷史本質的真實。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西式“人性論”視角可以將人們的視野束縛於歷
史恩怨和個人品質的狹小空間﹐進而誤導西路軍史學研究人員接二連三地
跌入尷尬的倫理陷阱及險惡的政治陷阱。
西路軍失敗後﹐1937 年 3 月 23~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
擴大會議。會議從 27 日起﹐討論第二項議程﹐即張國燾的錯誤問題。紅
四方面軍及川陝省委領導出席會議的有張國燾﹑周純全﹑何畏﹑傅鍾﹑倪
志亮﹑王維舟﹑何長工﹑邵式平﹑廖承志﹑朱光﹑羅世文﹑謝富治﹑郭潛﹑
李中權﹑羅華民。會議最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

77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第
4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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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決議》。
讓人感慨萬分的是﹐儘管因“張國燾路線”毛澤東經歷了他一生“最
黑暗的時期”﹐78 但對“張國燾路線”本質內涵的把握﹐當年中共中央政
治局沒有糾纏於狹隘的“權力之爭”﹐他們把總結失敗教訓的視野投向了
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形勢”之中﹐進而﹐得出了那高屋建瓴大氣磅礴卻
又被當下小肚雞腸的“陰謀論”製造者﹑鼓吹者們遮蔽了的歷史結論﹕
ૺ઼ᕴТԠϤٺ၆ࢭ઼̚ٺԛ๕۞Π้፟ົཌྷ۞ҤࢍĞӎᄮ઼̚
ࢭ۞ႚď࣎ႚ̝ม۞நኢğĎЯѩயϠ˞၆ٺᇲˠ˧ณ۞࿅̶Ҥ
ࢍĞপҾдቼ̬Ϯ˧۞݈ࢬૺεନğĎ၆ٺҋ̎˧ณ۞Ҥࢍ̙֖Ğ၆
˧ࡓ۞ࡎಛܑϯೌ៍ε୕Ď၆Б઼ˠϔԩ͟۞ϔྻજܑϯ̙ܫЇğĎ
Яѩಉε˞ࡓдԩ݈͟ቢ۞઼̚ҘΔొጼ౼ᇲˠ౹ౄາᛂડĎֹᛂჯऄ
ࡓјࠎԩ͟ϔࢭጼ۞ۋᅳጱ͕̚۞ҋ͕ܫĎ҃ૺШ઼̚Ҙొਣᆈ
гડĎ၁Җࢨ۞טੜݒĄ這是張國燾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79

也正是這寬廣的政治視野﹐深刻揭示了張國燾“退卻主義”的“右傾
機會主義路線實質”﹐給後人留下了破解西路軍戰史之謎的鑰匙。
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的分歧﹐首先源於形勢判斷。
張國燾在“打通國際”問題上之所以反復無常﹐其認識上的根源在
於﹐他認為中國革命處於“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
公正地說﹐當年中央政治局內部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是有多重分
歧的﹐集中反映在 1935 年 8 月初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不久在毛兒蓋沙窩
寨子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史料記載﹐“沙窩會議”後﹐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的一次會議上是這
樣批判張聞天﹑博古的﹕“他們慣吹牛皮﹐口口聲聲說敵人失敗了﹐敵人
削弱了﹐甚至在離開中央蘇區後還不斷說我們勝利了﹐絲毫不加以科學的
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麼﹖”“沒有粉碎五次‘圍
78

（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的中國》﹐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373 頁。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 年 3 月 31 日）〉﹐《鞏固和發展陝甘
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952~9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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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在相當意義上說蘇維埃運動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蘇維埃運動從勝利
的向上發展而轉為相當的停滯與降低。”80
此時的毛澤東﹐雖然一直在與王明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但由
於解決中央政治路線的時機尚不成熟﹐且張國燾反復糾纏對中央政治路線
的清算有著覬覦中央權力的野心﹐特別是張國燾對革命前途的悲觀估計會
斷送紅軍的前途﹐更由於毛澤東是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的那種
能在茫茫黑暗中發現微光並敢於帶領部隊向微光前進的統帥﹐具有著徐向
前屢屢讚譽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81 所以﹐他
能在經歷第五次反“圍剿”慘烈失敗後﹐通過分析“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走
向大戰”﹑“殖民地的反帝運動”﹑“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鬥爭”﹑“蘇聯
的強盛”﹑“國民黨內部的鬥爭”﹑“新的反帝高潮（潛伏著與爆發著
的）”等一系列國內外新形勢的基礎上﹐把握“時局的突變性與急轉性”﹐
在此基礎上﹐堅定地認為﹕“新的大革命的形勢是擺在我們面前了﹗”82
與此相關的是﹐當年紅四方面軍主要將領之所以未能“克服張國燾路
線”﹐除了受張國燾誤判形勢的影響﹐還有一個具體原因﹐就是對抗日民
族統一戰線的前途認識不足。據時任西北局組織部長傅鍾回憶﹐1936 年 9
月 16 日在岷縣三十里鋪召開的西北局會議上﹐鑒於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
部已開到陝北前線來與紅軍作戰這一事實﹐原來就對中央提出的“逼蔣抗
日”方針有看法的同志信心更加不足。83
南轅北轍的形勢判斷﹐決定了背道而馳的戰略方向。
張國燾是個“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的機會主義者﹐其
悲觀判斷中國革命形勢﹐自然要主張退卻到“遠離敵人政治﹑經濟﹑軍事

80

盛仁學編﹕《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539 頁）﹐轉引自劉統﹕
《北上 — 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第 89 頁。
81
徐向前著﹕《徐向前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2007 年﹐第 425 頁。
82
〈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1935 年 11 月 30 日）〉﹐
《毛澤東軍事文集（一）》第 398~406
頁。
83
轉引自陳虎﹕《長征日記 — 紅二﹑紅四方面軍長征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7 年﹐第
4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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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84 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
軍”。85 張國燾甚至在甘南風波中公開宣稱﹕“打日本不是簡單的。我們
現在的力量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見得一定能打贏它。我們只能將西方變為
蘇維埃的後方﹐做前方抗日紅軍的後備軍。”86
顯然﹐這與中央的戰略方針背道而馳。早在 1935 年 8 月 20 日毛爾蓋
政治局會議上以毛澤東發言為基礎形成的《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
決定》﹐就曾解釋過“主力西渡黃河﹐深入寧青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
極不利的（但政治局並不拒絕並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這個地區去活
動）”之理由﹐還批評了張國燾的方針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
針之政治上的來源是畏懼敵人誇大的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
的右傾機會主義”。87
不僅中共中央﹐共產國際也在 1936 年 9 月 11 日來電明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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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對此﹐雙石的解讀非常精到﹕
т̫ᇴȈѐ࿅Ν˞Ďтڍԧࣇᇶॡ̚˭ٸВј۞̚ܜѡԶᄃВய઼ᅫ
ϯ̝ม۞ֱ֤ााީީГү៍މ҂ณ۞ྖĎ֤ᔘ̙ਕ̙ᇹ۞̳̯
̝֏ēВய઼ᅫѩ݈۞ņ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Ň˵рĎ۞ֽޢ
ņ不採用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Ň˵рĎౌѣ࠹༊۞ņன၁ཌྷЪந
ّŇ˜Ҍ၆ņ઼̚ࢭ݈Ň۞݈ᖀّĄ

84

張國燾以“第二中央”名義下發的〈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前途和目前緊急任務決議大
綱（1936 年 5 月 21 日）〉﹐轉引自劉秉榮﹕《紅二方面軍長征實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
版社 2008 年﹐第 330 頁。
85
〈陳昌浩﹕1961 年 5 月 10 日的談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
期》第 763 頁。
86
傅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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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777 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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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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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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ņ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ŇĎߏņ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
區域ŇĄ҃࣎நᄃͨ፨ڌ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Ν
ņχ఼઼ᅫŇ۞ྮޥĎѣ࠹༊ܕ۞ޘҬّĄՀңڶĎдϔП፟࢝ܕĎ
ϔϬ࠼˯઼̰ࠎچࢋϬ࠼Ď̚В̚δ̏གྷᓝ˞ņԩ͟ϔ˘ጼ
ቢŇ۞ၮᆽ۞ଐ˭ڶĎࡓ˧Шᅈᗓņԩ͟ା˸͕̚Ň۞ᅌᅈҘા݈
ซĎజ઼ˠྛঽͽņŇďņᔖŇďņವՐઐщ̝гŇĎ֤ߏυ۞Ą
۞۞ቁቁд߆ܧ˯ڼ૱̙ӀĎ˵ໂ̙Ӏפۋٺဥඕ̚ม˧ณĄ
ČČ!
ࣃѩܧ૱ॡഇĎᅈᗓņԩ͟ା˸Ň͕̚۞ņڠ྅౷ፂŇĎߏ̙זБ
઼ˠϔਾ͕ጾ᜕۞Ą
тѩĎԧࣇ˵ಶ̙ᙱநྋēд֤࣎ॡ֤࣎ѐĎ઼̚Вயᛨˠࠎ̦
ᆃ˘ࢋؠિņΔ˯ԩ͟Ň۞߆ڼૺĎࠎ̦ᆃ˘ࢋؠᓝņԩ͟ϔ
˘ጼቢŇ۞ၮᆽĎࠎ̦ᆃ˘זࢋؠņԩ͟ା˸Ň۞͕̚гΝજņፉ
ॖାϔП˸۞ᅳጱయЇŇĕ
ЯࠎĎߏࠎϔՐϠхՐྋٸĎ˵ࠎҋ֗ՐϠхՐ൴ण۞
υϤ̝ྮĄ

據當年的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回憶﹐毛澤東在“沙窩會議”之後修改
政治局會議決議草案時﹐曾說﹕“我總想﹐這個根據地要在黃河以東﹐不
能在黃河以西﹐這樣才好和群眾結合。”
幾十年後﹐劉伯承回憶這段歷史感慨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毛主席說﹕唯物主義徹頭徹尾﹐徹裡徹外﹐徹始徹終﹐就是領導群眾鬥爭。
他說﹕‘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給群眾辦好
事﹐不領導群眾鬥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據地放在河東﹐以後
抗日東進﹐就看出主席這個思想來了。”89
誤判中國革命形勢的張國燾﹐是在三大主力會師不久與林育英﹑周恩
來﹑彭德懷等會面並聽了國內外形勢的介紹後﹐才感嘆自己“與世隔離”﹐

89

〈劉伯承﹕1961 年 1 月 26 日的談話〉﹐轉引自劉統﹕《北上 — 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
第 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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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是“一個孤陋寡聞的鄉下人了”。90 遺憾的是﹐1936 年 10 月 24 日
那天﹐紅四方面軍“徐陳”首長未能赴約打拉池會晤毛澤東派往紅軍總部
會商寧夏戰役部署的彭德懷﹐失去了可能“克服張國燾路線”的歷史機
遇。
西路軍主帥之一陳昌浩回到延安之後﹐在 1937 年 9 月 30 日《關於西
路軍失敗的報告》中﹐有一個切中實質一語中的的檢討 — 他將“國燾路
線”定義為“退卻路線”。
也正是基於這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在戰略“出發點”上﹐
“張國燾路線”不僅僅是怕會合後“交出兵權”﹐更主要的是在誤判中國
革命形勢的基礎上﹐主張在革命“低潮”中“避戰和爭取較長時間的休
息”﹐91 以“保存四方面軍”﹔在戰略方向上﹐“張國燾路線”輕視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的人民革命力量﹐主張紅軍主力遠離中國革命的重心
地區﹐在“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休戰”﹐92 並
“有計劃的一貫的‘面向西方’來佈置工作”。93
與張國燾“面向西方來佈置工作”相關的是﹐西路軍首長在趙家水到
永昌的一些會議上多次說﹕“……以現在中國紅軍的力量能戰勝日本
麼﹖不能的。以國民黨軍隊的力量能戰勝日本麼﹖不能的。就是以全國的
軍隊抗日還是不夠的。”“我們非取得蘇聯公開地幫助﹐就不能戰勝日本
帝國主義。”94
除了思想認識上的根源外﹐西路軍組建前後在戰役行動上“沒有克服
張國燾路線”﹐集中表現在以下重要歷史節點上﹕
北上會師階段（1936 年 9 月）— 共產國際於 9 月 11 日來電明確“打
通國際”的線路是“佔領寧夏區域以後﹐將給你們幫助”﹐以及“堅決指

9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3 冊第 317 頁。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3 冊第 232 頁。
92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 3 冊第 439~440 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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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6~991 頁。
94
歐陽毅﹕〈關於西路軍問題〉（1937 年 9 月 26 日手稿）﹐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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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於 9 月 14
日將原“分攻寧青”的部署調整為“一﹑四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爾後再
分兵略取甘肅西部”。對此﹐雖然西北局岷州會議曾克服“張國燾路線”
作出關於執行中央寧夏戰役部署的決議﹐並於 9 月 18 日下達了《靜會戰
役綱領》﹐但心有不甘的張國燾於 20 日連夜趕往漳縣﹐召集前線軍事指
揮員“槍桿子指揮黨”﹐推翻了西北局岷州會議決議﹐拒絕北上會師投入
寧夏戰役﹐執意西進。只是由於天氣關係﹐張國燾才在 9 月 27 日的洮州
會議上暫時放棄了西進主張。
西渡黃河階段（1936 年 10 月）— 由於共產國際指定的交貨地點定
遠營﹐“四面都是沙漠”﹐只能派支隊前往﹐因此﹐需要紅軍主力先“佔
領寧夏區域”﹐作為支隊北上定遠營的戰略依託。鑒於“我處南北兩敵之
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
於 10 月 10 日部署寧夏戰役時﹐特別強調“集中三個方面軍全力選擇有利
機會﹐給南敵以打擊”﹐“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然而﹐張國
燾“畏敵過右”﹐置“先打南敵﹐後攻寧夏”的戰役方針95 而不顧﹐屢屢
對中央的兵力部署釜底抽薪﹐致使聚殲胡宗南先頭部隊的戰役計劃流產。
在此期間﹐本來中央只批准了紅 30 軍一個軍西渡黃河﹐但紅四方面軍總
部卻在戰役第一階段尚未“擊破南敵”時﹐便率領方面軍總部和直屬隊以
及紅 5 軍﹑紅 9 軍“跟進渡河”﹐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認既成事實。
掉頭西進之初（1936 年 11 月初）— 按照中央的戰役部署﹐紅四方面
軍西渡部隊第二步任務是“以一個軍攻取戰略要地定遠營”﹐96 西渡黃河
後的戰役方向是打通與北面外蒙接壤的國際通道﹐然而﹐在共產國際還沒
有將交貨地點從北面的定遠營改到西面新疆哈密之前的 11 月 2 日﹐紅四方
面軍西渡部隊首長基於“這麼多部隊到定遠營﹐吃﹑住都很困難”之“本
位”考慮﹐致電中央提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係﹐
95

〈毛澤東﹑周恩來關於先打南敵後攻寧夏部署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 年 10 月 30 日 16 時）〉﹐
《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823 頁。
96
〈毛澤東﹑周恩來關於擊破南面之敵的部署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並紅二方面軍領導人電（1936
年 10 月 25 日）〉﹐《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804~8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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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後帶（待）必
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之“行動方針”﹐97 置中央“攻取戰略要地定
遠營”的戰役目標而不顧﹐將河西部隊的行動方向左旋 90 度﹐西進甘北。
11 月 3 日﹐共產國際來電通知交貨地點改在新疆哈密。11 月 5 日﹐“朱張”
致電“徐陳”﹐對其行動方向左旋 90 度的建議予以完全確認﹐並強調“你
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98 在中央尚未答復共產國際﹑
尚未批准河西部隊“行動方針”之時﹐迫使中央追認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
已經西進的既成事實。
西進甘北階段（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3 月）— 西路軍西進甘北後﹐
鑒於西安事變前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逐步形成﹑抗日民族運動正風起雲
湧的國內形勢﹐中央曾多次致電西路軍首長﹐或要求其“堅決保持東邊迴
旋地區”﹐99 或詢問其“有單獨前進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要重返
河東時有可能否﹖”100 或直接建議“在整個戰略方針上看來﹐西路軍以
東進為有利”﹐101 甚至還在西安事變後安排了東北軍對西路軍東返的接
濟﹐但由於西路軍首長未能克服“張國燾路線”“對於敵人力量的過分估
計”以及“對全國人民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不信任”﹐不但屢屢予以拒
絕﹐還多次請求中央置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及抗日民族運動興起
的大好形勢而不顧﹐“主張主力速來﹐黃河結冰迅速向甘北古﹑大﹑涼﹑
民進”﹐102 迫使中央認可“四方面軍主力既不便東下﹐仍以留原地並打
97

〈徐向前﹑陳昌浩請示行動方針致中央軍委電（1936 年 11 月 2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
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58~859 頁。
98
〈朱德﹑張國燾為河北縱隊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獨立開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
年 11 月 5 日 14 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64 頁。
99
〈中央關於西路軍主力在永昌肅州線堅決保持東邊迴旋地區致徐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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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93 頁。
100
〈中央軍委詢問西路軍情況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 年 11 月 12 日 15 時）〉﹐《中國工農
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80 頁。
101
〈軍委主席團關於戰略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 年 12 月 24 日 24 時）〉﹐《中國工
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917 頁。
102
〈徐向前﹑陳昌浩等對目前主力行動的意見致中央電（1936 年 12 月 6 日 15 時）〉﹐《中國
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905~9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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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西為妥”。103
也正是誤讀了“張國燾路線”﹐北京市委機關報刊登的〈鐵血西路
軍 — 從《驚沙》說到西路軍的悲壯歷史〉一文﹐才以“話題緣起”提問﹕
“造成西路軍血染戈壁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何在﹖”再以段落標題給出
了“戰略指揮失誤﹐是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之答案﹐並在正文中宣
稱﹕“西路軍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係。”最終﹐貽笑於歷史。
綜上所述﹐對“張國燾路線”的誤讀﹐主要表現在一個“誤判”和兩
個“混為一談”﹕
首先﹐是將“張國燾路線”簡單地誤判為“另立中央”和“分裂路
線”﹐進而誤導一些史學工作者在探究西路軍有無“分裂”企圖和後果等
問題上﹐遠離“張國燾路線”的其他內容特別是“實質”問題﹐而陷入迷
茫﹐誤入歧途。
其次﹐是將戰略指導思想和戰略決策上的“退卻主義”與戰役戰術上
的“退卻逃跑”混為一談。中央政治局 1937 年 3 月歷史決議批判張國燾
的“退卻主義”﹐是批判其基於對中國革命形勢的誤判﹐從戰略上主張退
卻到“遠離敵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
的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而絕非指戰役戰鬥中英勇無畏的廣大紅
四方面軍指戰員。對此﹐彭德懷早有定論﹕張國燾“對胡宗南確實是怕﹐
但四方面軍是不怕的”。104
再次﹐是將張國燾本人與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混為一談。對此﹐中
共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軍失敗僅僅 14 天後就有言在先﹕“過去紅四方面
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同志負最主要的責任。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
義的鬥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面軍全體幹部的鬥爭﹐把四方面軍的幹部同
中央對立的企圖與陰謀﹐應該受到嚴重的打擊。四方面軍的幹部是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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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關於四方面軍主力仍以打通安西為妥致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電（193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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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8 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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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幹部﹐不是張國燾個人的幹部。”105 硬將中央批判張國燾的歷史結論往
廣大紅四方面軍指戰員頭上扣﹐說輕了﹐是犯“傻”﹐說重了﹐是拿廣大
紅四方面軍指戰員當“擋箭牌”﹐為叛徒張國燾開脫。
至於誤讀“張國燾路線”的成因﹐需要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去探尋﹕
從歷史看﹐中央政治局 1937 年 3 月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歸納﹐確有
簡單化傾向。雖然﹐這種簡單化歸咎的結論導致了後來某些片面宣傳﹐並
招致一些人的反感﹐以至於為如今的翻案風潮奠定了情緒上的客觀條件﹐
但如果我們能夠冷靜﹑全面﹑辨證地反思﹐就不難發現﹐在歷史上﹐這種
簡單化歸咎又確確實實含有保護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合理緣由﹐這也是李先
念曾特別強調過的。
從現實看﹐西路軍史翻案潮的產生﹐是對過去年代某些簡單化片面宣
傳的必然逆反﹐雖然﹐這種逆反從情感歸屬上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一些西路軍史學工作者及相關著作的執筆人卻因如下思想方法上的問題﹐
走過頭了﹕
視野狹窄 — 眼睛只盯著權力鬥爭﹐無視風起雲湧波瀾壯闊的抗日統
一戰線革命形勢。這在西路軍西征前後我軍主要戰略方向是向東還是向西
的判定上﹐表現尤為突出。研究西路軍戰史的視野一旦被束縛﹐難免不墮
入“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泥坑。
主觀臆斷 — 突出表現在“照直往西打”的主觀設想﹐可以不顧共產
國際禁令及相關準備﹐可以不顧新疆方向惡劣複雜的氣候﹑地理﹑人文環
境﹐可以不顧新疆混世軍閥盛世才翻雲覆雨的政治態度﹐可以不顧河東已
經開始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正在興起的全民抗戰高潮。
機械歸咎 — 按照“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將黨中央與張國燾之間
的複雜鬥爭以及由此派生的次生關係﹐作簡單歸咎。其突出表現﹐就是將
紅四方面軍主力“三軍競渡”黃河的複雜過程﹐簡單地﹑錯誤地歸納為
“奉中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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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 年 3 月 31 日）〉﹐《鞏固和發展陝甘
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954 頁。
40

情感糾結 — 在當下中國大陸﹐一些回憶錄﹑傳記為“傳主”文過飾
非﹐其感情寄託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作出是非判斷不能偏離基本立場
的正軌。夏宇立在《史說長征》中披露﹐1937 年在延安時﹐曾任紅四方
面軍警衛團政委的“錢鈞揭發張國燾在川陝蘇區時如何搞一個 16 歲的女
孩子﹐還向她陰道裡面塞梨子﹐那女孩子痛哭﹑求饒﹐等等﹐……結果激
起眾怒﹐錢鈞又跳到臺上去打張國燾﹐連眼鏡都打掉了……”106 就此事
而論﹐夏宇立為張國燾“在自己的戰士面前遭受如此奇恥大辱”而打抱不
平﹐其流露的感情皈依﹐其推崇秉持“君臣舊禮”替叛徒張國燾爭“面
子”的“貴族立場”﹐以及對“那女孩子痛哭﹑求饒”無動於衷的冷漠心
腸﹐很值得玩味。
陳雲同志曾為黨的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這些有學問的
人為什麼還會犯錯誤而困擾過。抗戰爆發回到延安後﹐他三次就此向
毛澤東請教。毛澤東告訴他﹐犯錯誤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不對
頭”﹐建議他讀哲學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107
毛澤東與陳雲關於學哲學的三次談話﹐對西路軍史學研究﹐至今依然
有著學術上的重要指導意義﹐因為﹐當下主流的西路軍史學研究之所以誤
入歧途﹐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論和機械論氾濫成災﹐是其重要的主觀原因。

̣ďྋژņ՟ѣҹ઼ૺڇᕴྮቢŇ۞ࣧ៍މЯ!
毋庸置疑﹐張國燾給中國工農紅軍帶來的損失是鉅大的。
不過﹐中央最初並沒有打算追究張國燾的個人責任。
早在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不久的 1936 年 10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在保
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就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去紅四方面軍的主題﹐討
論中央的方針。會上﹐首先發言的毛澤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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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宇立﹕《史說長征》﹐（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9 年﹐第 655 頁。
李東朗﹕〈“學好哲學﹐終身受用”— 陳雲延安時期讀書片段〉﹐《學習時報》2009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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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張國燾惡習不改﹗為張國燾“出發點”的辯解﹐沒用﹗
西路軍基本解體半個多月後的 1937 年 3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
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只要稍微留心就能發現﹐當年中共中
央政治局沒有那種庸人或別有用心者喜歡糾結“權力之爭”的“小家子
氣”﹐其歷史結論把清算“張國燾路線”的主要視野投向了指導中國革命
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建軍宗旨和建軍原則。
對於西路軍的失敗﹐決議歸因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其中﹐
有三點值得關注﹕
其一﹐政治局的結論沒有將西路軍失敗完全歸咎於張國燾個人。雖然﹐
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之前和期間﹐曾經極大地干擾甚至破壞
了中央的部署﹐並產生了難以克服的後續影響﹐但自 1936 年 11 月 1 日彭
德懷將前敵總指揮部東移至關橋堡與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會合﹐
並得到“前敵總指揮統一調遣﹐朱﹑張不干預的堅決表示”109 後﹐張國
燾便失去了對河東紅四方面軍部隊的指揮權﹔在 11 月 30 日張國燾抵達保
安與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會合之後﹐張國燾又失去了對河西之西路
軍的指揮權。簡言之﹐從 1936 年 12 月 1 日起﹐張國燾對整個紅四方面軍
作戰行動再也無法干擾了。
其二﹐政治局的結論既沒有用“執行張國燾路線”﹐更沒有用“堅持
張國燾路線”﹐而是用了“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種有區別﹑有分寸似
乎又有適當解脫暗示的措辭。
其三﹐將西路軍失敗歸因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雖然有簡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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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張國燾問題的發言〉﹐《毛澤東年譜（上）》第 649 頁。
〈彭德懷關於在海打大道以北尋機殲敵致毛澤東﹑周恩來等電（1936 年 11 月 1 日）〉﹐《鞏
固和發展陝甘蘇區的軍事鬥爭（1）》第 8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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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咎之傾向﹐但在實際操作上﹐卻含有保護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合理緣由。
對此﹐李先念曾充分肯定﹕“過去中央只批判張國燾和批評陳昌浩同志﹐
不僅沒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責任﹐而且還充分肯定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
奮戰精神﹐這是很正確的”。110 大量歷史文獻表明﹐李先念的話有著豐
富的歷史內涵。
西路軍首長與中央在“打通國際”戰略方針上是有分歧﹐但他們與張
國燾有著本質的區別。一分為二﹐不是一個西瓜切兩半﹐可以吃一半來丟
一半。對立面的統一﹐是辯證的統一。“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
西路軍首長“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確有其
難以克服的歷史局限性。
首先﹐是西路軍首長在戰略視野上﹐有難企之境界。
從常理上講﹐統帥與將領因肩負職責不對等﹑獲取信息不對稱等主客
觀原因﹐其戰略視野通常是不對應的。二者視野不同﹐是常態。
就像遼沈戰役之初﹐面對北寧線敵人突然增兵﹐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
彪焦灼的是在兩面受敵的局部戰場上“準備了一桌飯﹐突然來了兩桌客
人”﹐而統帥部毛澤東的視野﹐則囊括了東北﹑華北﹑中原三大戰場“一
盤棋”。
同理﹐西進途中﹐西路軍首長力求“抓住戰機﹐乘虛前進﹐照直往西
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多次要求河東主力西進增援﹐有其基
於眼前局部戰場自身生存需求的現實主義合理性。但中央的視野則不能囿
於眼前﹐更不能立足於局部戰場。在全國“一盤棋”中﹐中央不僅要在接
受共產國際領導和支援的過程中﹐充分預想西路軍西進之地緣環境和地緣
政治的複雜性﹐充分考慮有求於人時儘量避免孤注一擲的萬無一失之策﹐
還要面對河東即將到來的抗戰高潮賦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以及由此
帶來鉅大的歷史機遇。
還有一個特別重要背景﹐就是在紅四方面軍的建軍史上﹐缺少像古田

110

〈李先念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1983 年 2 月 25 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
軍‧文獻卷（下）》第 2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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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那樣徹底的政治改造﹐即朱德總司令後來指出的“不像毛主席那樣從
政治上建軍”﹐111 所以﹐“單純軍事觀點”才得以暢行。
的確﹐毛澤東“打通國際”的戰略方針﹐深刻體現了 1929 年古田會議
明確的紅軍的性質﹑建軍宗旨和建軍原則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
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外﹐還要擔
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設共
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反對只管打仗不問其他的“單純軍事觀
點”﹐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112 因為﹐毛澤
東深刻洞徹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113
也正因如此﹐徐向前歷經磨難回到延安後﹐當他在洛川會議上聽了毛
澤東陳述“立足自己﹐吃飽了飯再說”﹐“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
針”的時候﹐立刻為毛澤東高屋建瓴的遠見卓識所折服﹐並發自肺腑地盛
讚“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114
抗戰末期﹐美軍派駐延安觀察組中的美國國務院代表謝偉思曾經多方
打聽﹕“為什麼毛澤東能夠成為共產黨內公認的領袖﹖”結果﹐得到完全
一致的回答﹕“他目光遠大。”115
戰爭年代﹐各路紅軍將星璀璨﹐幾乎個個都是基於現實主義合理性的
天才﹐但毛澤東不是﹐毛澤東是洞徹並力求把握更遙遠未來的超級天才﹐
由此﹐才逐漸成為眾將星拱衛的“北斗”﹗
當然﹐毛澤東不是完人。雙石落筆之處﹐也分析了毛澤東在西路軍戰
史上的若干“誤判”和“疑似誤判”﹐但同時又堅決指出﹕
ଂፋ઼࣎̚ࢭซ࠻Ďͨ፨ڌ̚Вᅳఞ̈́ٙѣొᛳ۞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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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談紅二方面軍北渡金沙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後的經過情況紀要
（1960 年11 月9 日）
〉
﹐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四）》﹐解放軍出版社 1996 年﹐第 271~274 頁。
112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86﹑94 頁。
113
〈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511 頁。
114
“徐向前傳”編寫組﹕《徐向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2 年﹐第 306 頁。
115
〈配合美軍登陸﹐討論中國未來〉﹐轉引自李肖偉﹕《超堡隊 B-29 IN CHINA — 美軍陸軍
第 20 航空隊赴華作戰史料集（二）》﹐（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2005 年﹐第 247 頁。
44

מᙊĎؕ၆።ΫซᏬड΄ᐌ۰ࣇഢׂ̙̏۞ૻ˧ࡍݏĕ— ͧ
тĎ༊ѐૺ઼ᕴдਨг̶ෘࡓॡĎͨ፨ڌ֏ņ˘ѐޢҰࣇ˵ົΔ˯
۞ŇĎ̙ߏтТឲ֏ਠৌৌ̷̷ቁቁனдࡓα͞ࢬጼࣶ۞።Ϋ
གྷ።̚˞ᆃĔ

也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一個毛澤東﹐很少有人能企及他那超越時
空高瞻遠矚洞徹未來的非凡視野﹐很少有人能企及上他那超越現實縱橫捭
闔氣吞山河的大手筆思路﹐黨內矛盾乃至於鬥爭也就在所難免了。
可以設想﹐如果某些人為了把某位紅軍將領捧到天上﹐不惜把帶領所
有紅軍將領鐵馬冰河打天下的統帥貶得一無實處一錢不值﹐那麼﹐我們就
有理由相問﹕這些自以為是自命不凡者傻乎乎地端起“屎盆子”是往誰
的頭上扣 — 統帥若是個大笨蛋﹐統帥麾下曾由衷讚頌統帥的將領﹐不是
笨蛋中的超級笨蛋﹐或者不是假充笨蛋的口是心非小人﹐還能是什麼﹖
其次﹐是中央的一些指示電報中﹐有難說之隱情。
西路軍西進後﹐與中央的聯繫全靠電報。中央來電﹐有些事情說得清
楚﹐如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必要性及方法﹔有些事情只能說個大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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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還有些情況﹐是暫時不能說的。
西路軍是執行“打通國際”任務的﹐但共產國際關於“打通國際”的
具體路徑安排﹐卻多有變化。最初﹐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給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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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信息﹐
以及張學良的建議﹐曾於 1936 年 8 月 25 日向共產國際上報了“分攻寧
青”之方案。而當張國燾正準備率部奔赴河西走廊“大顯身手”的時候﹐
共產國際卻於 9 月 11 日復電中共中央﹕
ТຍҰࣇҫᅳှआડાϟඥҘొ۞ࢍထĄТॡĎિՙ̙ਕ̯ధ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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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8~8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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ࡓГШາᘟ͞ࢬ݈ซĎͽҺࡓ௲ᗓ઼̚ࢋડાĄдҫᅳှआડાͽ
ޢĎගҰࣇᑒӄĄ117

共產國際的這個電報指示﹐迫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將原來的一﹑四
方面軍“分攻寧青”方案﹐緊急調整為“一﹑四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爾
後再分兵略取甘肅西部”。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向下（包括彭德懷）傳
達共產國際指示時﹐都略去了“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
進”這一帶有強烈禁行意義的祈使句。
對此﹐雙石解釋道﹕
д֤࣎ѐᐝĎд̂кᇴ઼̚Вயᛨˠ۞͕ϫ̚ĎņВய઼ᅫŇņ
யล৺য়઼ᛂᓑŇ۞ԛ෪ౌߏৠཐઈ̂ͷҌ˯۞ĎЇңѣΞਕ၆ԛ
෪யϠࢬᇆᜩ۞ܫिݒΪਕԊࢨд̈۞ቑಛ̰Ąညņ主力紅軍可向西
北和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攏蘇聯Ňᄃ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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ŇᙷܫिĎѣņႬͅႬŇ̝
҃ͷҋ࠹Ϭ࠼Ďົؠۺຫ̈́ࡓ̀၆Вய઼ᅫņயล৺য়઼Ň۞
͕ܫؠĎ˵ໂѣΞਕ̙Ӏٺ፬ᐽࣇ၆ņχ఼઼ᅫŇְҖજ۞̀ڀ
ঈĄலౣĎߏдՐˠĎજᝋĎι̙ΞਕԆБፆдҋ̎྆͘ĕ

隨後的情況是﹐所有中央領導都沒想到 — 三大主力會師後﹐正在按
“寧夏戰役”部署展開部隊﹐11 月 3 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突然通
報了交貨地點的變更 — 從北面的定遠營﹐改到西面的新疆哈密。
面對共產國際的突然變化﹐雙石如是解析了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
“難言之隱”﹕
࣎ត߇ֽ͉ࡎ˞ĎΞͽຐ֍̚В̚δᅳጱˠܫ࣎זि۞ޢ
್ēเ֤ګᙝĎ̏གྷҘഭ۞ࡓα͞ࢬˬ࣎дᅈďഀม۞เګ
ˬ֎эгĎҖજ͞ШᙱͽפĒเګᙝĎņঔχጼԝŇЯૺ઼ᕴņ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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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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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غ٩ᓟŇዎᗼĎࡓڌګ˧జ࢝ڌொĎņှआጼԝŇᘓᓜ߹ய̙ᄲĎ
ಶాੴΔᛂડ˵זצᚑࢦރĎ˵ࡓثజᕝČČĎனдΞрĎԧ
ࣇခ˞Ằ̂ݏᐝ˞ẰкԶࢋΝଦֽ۞ņ઼ᅫཌྷ೯ӄŇĎҰࣇᅅᛜᛜ
۞˘৽͛ಶග͚͇˞זᅈгᅈ۞Ω˘ᐝĔ֤Ұࣇѝ̦ᆃΝ˞Ĕଂγ
ᄋତྻྤۏҰࣇᄲߏЯņᚑՒ႐ᒖဩŇ̙҃ΞਕĎΞԧࣇࢋ˘ྮᙹᘩ
ݣזΝĎņᚑՒ႐ᒖဩŇ̙ߏՀкՀܜՀᚑࢦᆃĔڒ࣎ֈࡻ
ᔘдᙯಢѦᇇďૺ઼ᕴᓑЩගषШ݈ďౘپজ൴ಡχঈခݏĎӘ෦
ࣇņᅈ͞ఱ̏ۏ౯р˞Ň۞ņрঐिŇࣴĕҰࣇࣆߏᄲᄲĎҰࣇ
ņ̏གྷ౯р˞Ň۞ĎߏͱϩࣴĎᔘߏঈڽĔņှआጼԝŇ྆྆γγ۞
౫̏གྷૉጂ͕۞˞ĎΞт̫ԧࣇрညͅࣆᑕྍᇉࣁĎᇉࣁ࣎ࢍထᔘд
Η۩̚ — ࢋߏৌ۞̏གྷึึ༊༊гχؠזᅈᒉ̖࣎˞זঐिĎ֤˫
ྍтңќಞĔČČ
ྖ༊ߏ̙Ξਕ˾۞ēߊ̙ਕШВய઼ᅫ൴ͽڴဦଐჰ˯
۞ԣຏĎՀ̙ਕШࡓα͞ࢬҘഭొฤ۞˭৺ᅳ้෦ͽՐଯ௲యЇĎ˘
և್̄˵Ϊਕᗻซҋ̎և̄྆Ąͨ፨ڌՐˠĎ่̙ѣ˘ѐк݈ಶѣ۞
ņϡጼۋϡ൴णϡ̙ᄃੴΔᛂડТԧࣇ௲ᗓ۞͞੫ŇΝņχ఼઼ᅫŇ۞
ᅈ֍מᙊĎ҃ͷᔘѣӌᗻ͇̂యЇ۞ঔณᙅᘃĄ

當晚 22 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
第一次提醒西路軍考慮東返退路（以後還有多次）。118
經過幾天的醞釀和籌措﹐11 月 8 日﹐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書記處
執委會﹕
ଂݣᏮਖ਼۞ྤۏᏱڱ၆ٺԧࣇ˧ࡓ̏՟ѣϡ˞Ď࣎Լត̏
གྷ̂Ᏽ˞Ą̏གྷ࿅ࡓ۞ګѣ̂ࡗ 21000 ˠĎԧࣇΞͽࣇ΄Шݣ͞
Ш݈ซĎҭࢋ఼࿅ 5000 ዶ֧ྮĎጼ౼˘ᇲˠᄃಢᕑĎᅮࢋధкॡ
มĎҌ͌˵ߏځѐआ͇۞ְଐ˞Ą҃ͷĎੵܧҰࣇਕϡՠ֘ྤۏਖ਼זщ
ҘĎӎݣזࡓࢋΝତߏ̙Ξਕ۞ĄЯࠎݣďщҘ̝มߏ 1500 ֧

118

〈中央軍委關於河西部隊行動部署致朱德﹑張國燾等電（1936 年 11 月 3 日 22 時）〉﹐《中
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 8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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ਣˠ۞Ւ႐Ą119

由於中共中央以嚴峻口氣電陳上述理由﹐物資援助接運地點被東移到
了安西。在有求於人的前提下﹐中共中央已很難從援助方爭取到比這更多
的讓步了。
這一切﹐當時遠離中央一心想“照直往西打”的西路軍指揮員是無法
知曉的。
再次﹐是往來電報裡﹐有難讀之隱言。
張國燾的“隱言”﹐是擔憂“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而
西進﹐不僅可以避免“交出兵權”﹐而且還“可以避開胡宗南這股強
敵”。120 這些“隱言”﹐在一些關鍵的電報中﹐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
比如﹐中央批准紅 30 軍西渡黃河前後﹐“朱張”通過電示“徐陳”﹐對
中央寧夏戰役的部署﹐或者變更﹐或者做有選擇性的取捨﹐致使寧夏戰役
部署被釜底抽薪﹐紅四方面軍的行動則通過一系列部署調整變成了後來的
“三軍競渡”﹐乃至於差一點紅四方面軍全部西渡黃河。
朱德的“隱言”﹐表現為類似“中央遷就了他的意見”。121 當然﹐
也有不“遷就”的時候﹐即紅軍總部 1936 年 10 月 28 日 16~20 時連發四
封電報上演的“變臉戲”。在那四封電報中﹐有兩封電報間隔只有 15 分
鐘﹐就算“朱張”二人商量好了重發電報﹐也來不及﹐只能是朱德﹑張國
燾分別以“朱張”的名義﹐各發各的電報。
不但“朱張”有“隱言”﹐毛澤東有些話﹐如提醒彭德懷“國燾有出
涼州不願出寧夏之意”﹐122 也不能對“徐陳”直言。為了顧全大局團結
119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6 年 11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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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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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四方面軍首長﹐毛澤東甚至還批評過彭德懷某些電報措辭“過於刺
目”。123 毛澤東的“隱言”﹐更多的表現在維護團結時的妥協和讓步﹐
以及“追認”既成事實的“遷就”。
當時的“徐陳”﹐因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不但讀不到共產國際﹑中央
和軍委﹑紅軍總部的全部文電﹐還要面對多重的指揮系統。不同的指揮系
統發來的電報﹐又各有各自的“隱言”。上級來電出現中央一套﹐紅軍總
部“朱張”一套﹐朱德與張國燾以“朱張”名義發的電報有時又互相矛
盾﹐前方的“徐陳”如何能全部看得明白﹖西路軍失敗後﹐陳昌浩曾說﹕
“我們當時是以為總部命令是在軍委指示之下的……”124 這話﹐是有歷
史背景的。
後人研究西路軍的歷史文電﹐如果不區分哪些是中央的本意﹐哪些是
中央為了維護團結的妥協﹑讓步﹐哪些是迫於既成事實無奈的追認﹐不區
分哪些軍事部署被張國燾因糾結“出發點”而偷樑換柱﹐不求甚解囫圇吞
棗﹐常常會南轅北轍﹐作出與歷史真相大相徑庭的荒謬結論。比如﹐某“西
路軍軍史研究家”稱﹐“150 天苦戰中﹐張國燾只有兩封電報﹐告誡陳昌
浩﹑徐向前嚴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異議﹐不許重犯過去錯誤。西路軍失
敗﹐與‘張國燾路線’毫無關係”﹐125 就是缺少判讀戰史文電基本功稀里
糊塗為“張國燾路線”翻案進而貽誤於讀者﹑貽笑於歷史最經典的一例。
改革開放後﹐徐向前等歷史當事人雖然有了不同於幾十年前的地位和
環境﹐但年事已高﹐要翻檢浩如煙海的歷史文電﹐力不從心。耄耋之年﹐
他們看歷史文電﹐只能靠秘書選擇提供﹐受制於他人的閱歷﹑能力和水平﹐
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雖然中央並沒有對西路軍問題重做結論﹐陳雲﹑
鄧小平對有關以 52 封歷史文電為依據的西路軍問題研究材料﹐也僅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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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李先念提出的慎重建議﹐批示“全件存檔”﹐126 但 1984 年出版由秘書
代筆的《歷史的回顧》還是全盤推翻了中央政治局關於西路軍的歷史結
論。之後﹐《歷史的回顧》被無度發揮﹐為妖魔化毛澤東提供了一個重要
的史學源頭﹐並成為《歷史的回顧》署名者生前不曾料到的一件身後憾事。
對於這個過程﹐雙石在《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中﹐
專著“第十章餘波回蕩 70 年”﹐作了詳細的梳理和分析。這裡需要特別
說明的是﹐雙石的研究成果表明﹕1983 年 2 月 25 日李先念送中央各位領
導傳閱的〈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所附的 52 封電報﹐是《歷
史的回顧》執筆人有選擇性提供的。
而這﹐正是徐向前﹑李先念等歷史當事人被誤導的癥結所在﹐也是《北
京日報》理論部辯稱“我們組發的那篇有關西路軍歷史的文章﹐是以新版
權威黨史的有關精神為指導的”之史學源頭。
而這種誤導﹐又直接導致了起碼來說是欠公平的輿論傾向 — 包括黨
報在內的相當一部分主流媒體﹐一方面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歷史決議的文
章﹐有的甚至公開為“張國燾路線”翻案﹐另一方面﹐又一致封殺他人為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我黨領袖申辯的機會﹗
為此﹐雙石在書稿“第十章餘波回蕩 70 年”中﹐特意列舉了其中被
“52 封電報”提供者“選擇”掉了的另外 68 件重要歷史文獻﹐供讀者從
史學源頭上去判讀。

̱ďņౚᏖኢŇࡦ۞ޢទᏭౝ֪ຍᙊԛၗౝ֪!
夏宇立借黨報否定“打通國際”戰略決策上的“分歧”﹐是有其核心
結論的。這就是夏宇立在此前直言不諱的主觀臆斷 —“毛澤東也並非不
知兵者﹐那麼究竟原因何在呢﹖看來‘功夫在詩外’﹐一切從黨內鬥爭出
發﹐為了爭取黨內鬥爭的強勢地位﹐不惜在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戰局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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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對李先念同志《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的批示（1983 年 3 月 22 日）〉﹐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 2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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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著下險棋”﹐即“過分施心計於對紅軍指揮權之奪控”。127
如今的中國﹐在西路軍戰史領域﹐夏宇立的這一“陰謀論”很有市場。
西路軍史學陣地淪陷多年﹐也有著政治上的原因。雙石就曾忿忿不平
道﹕“今天的學界﹑媒體和出版界甚至呈現出這樣的反常狀況﹕對毛澤東
的批評﹑批判乃至詆毀﹐怎麼著說都行﹔典籍中的開國領袖群體中的人物
詞條﹐只有毛澤東享受著‘說了功績必言錯誤’的‘特珠待遇’﹐而其他
建國後乃至改革開放後一直身處高位的歷史人物﹐則只有功績沒有‘錯
誤’﹐有批評意見批評文章也很難出現在公開出版物上﹐要想成書也很難
通過審書這一關……”
然而﹐很少人意識到﹐當“陰謀論”鼓吹者把毛澤東抹黑成“陰謀
家”時﹐也在客觀上暗設了令某些追隨者尷尬萬分的邏輯陷阱和險惡的意
識形態政戰陷阱。
先說邏輯陷阱。
眾所周知﹐紅西路軍多數指戰員是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將領們從鄂豫
皖根據地和川陝根據地帶出來的﹐他們之間有著鮮血凝聚的感情。西路軍
出征 2.3 萬人﹐石窩山分兵突圍後﹐僅四百多人抵達新疆的星星峽。當西
路軍失敗的消息傳來時﹐由原紅四方面軍紅 4 軍﹑紅 31 軍組成的援西軍
的將領們﹐曾哭聲一片。據雙石綜合各方面的資料﹐截止 1938 年底﹐西
路軍被俘和失散流落民間的指戰員有 1.1 萬餘人﹐這其中﹐有四千餘人在
黨的營救下陸續回到了延安﹐被敵人殺害的在四千人以上。
面對如此慘烈的損失﹐如果夏宇立的論斷成立﹐從一般邏輯上看﹕
曾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維護毛澤東領導的廣大紅四方面軍幸存者﹐就
愛憎情感而言﹐不是“薄情寡義的打手”﹐或者不是“助紂為虐幫兇”﹐
又能是什麼﹖
曾高舉毛澤東旗幟放聲謳歌過“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百戰將星﹐就
品行德操而言﹐不是“口是心非的騙子”﹐或者不是“阿諛奉承的奴才”﹐
又能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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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宇立﹕〈奪取寧夏計劃受挫原因探究〉﹐《香港傳真》No.2009~30 期第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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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由衷欽佩“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並在戰爭年代“一聲毛澤東﹐思想全都通”128 的革命前輩﹐就政治素養
而言﹐不是“沒有政治頭腦的庸人”﹐或者不是“鼠目寸光的小人”﹐又
能是什麼﹖
更為險惡的是﹐與這個邏輯陷阱連環套著的﹐是否定中國革命歷史的
意識形態政戰陷阱 — 西路軍戰史上的“陰謀論”早已收入西方反共反
華勢力的“非毛化”武庫﹐進而成為否定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大殺器。
當下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極其危險的關口﹕從國際環境看﹐2011 年 5
月 16 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沖高到 14.3 萬億美元的最高借款上限後﹐已經
相當於美國一年的 GDP﹐其 60 萬億美元的國民總債務也超過了全世界一
年的 GDP。這天文數字的債務美國還得起嗎﹖美國通過美元的絕對貶值
和相對貶值﹐洗劫 13 億中國人民 30 年改革開放積蓄的三萬億美元的外匯
儲備﹐是善良的中國人民正在面對的金融災難。從國內形勢看﹐改革開放
雖然推動了中國的崛起﹐但多年積累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已經到了一
地乾柴的程度﹐不少底層百姓都把他們眼裡的共產黨幹部恨得咬牙切齒。
雖然﹐黨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險象環生的鉅大危機﹐在發展經濟的同時﹐
改善民生﹐努力緩解社會矛盾﹐但由於積重難返﹐更由於國民經濟已經一
定程度的殖民化（中國 28 個主要產業中有 21 個產業被外資控制﹐佔 GDP
近 30％以上的產能依賴出口﹐鉅額的經濟增長紅利流到國外等）﹐一旦
西方經濟再次發生“海嘯”﹐必然要再次傳導到中國來﹐並引發鉅大的社
會震蕩。129 如今的中國﹐有那麼一批有著西方反共反華勢力背景或西化
理想的知識“精英”﹐通過傳播“新西山會議”宗旨﹐制定“零八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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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吹西方“普世價值”﹑“多黨制”﹑“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
的過程中﹐與買辦掮客相配合﹐蠢蠢欲動﹐為可能顛覆中國共產黨執政地
位的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自覺不自覺地準備著血腥的“顏色革命”及國
家分裂。
西方反共反華勢力推動中國“顏色革命”最大的障礙﹐是遵循毛澤東
建軍思想的人民軍隊﹐而撼動人民軍隊政治根基的有效途徑﹐是通過推行
“軍隊國家化”徹底解構毛澤東自井岡山創建並被“張國燾路線”忽視
的“政治上建軍”的思想和制度。
章太炎曾說﹕“欲亡其族者﹐必先誣詆而滅其史。”
鼓吹西路軍戰史“陰謀論”的要害﹐正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在客觀
上﹐為西方反共發華勢力顛覆中國革命史進而煽動“顏色革命”﹐提供了
他們翹首期待的“史學依據”。
說到這裡﹐有必要引用雙石在《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
辯》中一段苦口婆心的規勸﹕
ͨ፨۞ڌЩфߏ઼ܑ̚ࢭ።Ϋ۞˘࣎̂߆ڼཱིĎଂߙຍཌྷ
҃֏Ďӎͨ˞ؠ፨˵ڌಶӎ઼̚ࡔ͵࣎˯˞ؠВயᛨᅳጱ۞ˠϔࢭĄᖬ
૰̝˭ѣԆӉĎͨ፨ౌڌȈೋ̙వ˞Ď༊ѐጋ˭ֱ֤ѺጼЩ̙˵ಶ
ࠎ˞ӄࡒࠎࢅ۞χ͘˞ᆃ — ྫྷ༊ѐֱ֤၆͘ࣇᔘѣ̦ᆃડҾĔ有
些紅色後代熱衷於為自己的父輩們評功擺好﹐斤斤計較父輩個人的“名
份”及恩怨得失﹐卻對為自己父輩們開創了表演舞臺又帶領自己父輩們蹚
過了鐵馬冰河的最高統帥極盡詆毀之能事﹐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且心寒齒
冷﹗тڍˠࣇ۞Ᏼፄّεጸাౌਕ྿˞זਠޘĎ֤ᆃࣇҋ̎ͭዅࣇ
۞ࡻЩ˵ಶໂѣΞਕд̙ᅈ۞ֽĎజ˯ܢņВࣥᇷवŇ̝ᇾចĎˢ༱
Ӄ̙ೇ۞ܠᆄгႯ̙҃ϠĄ
ྏຐĎৌࢋߏņᔘฏဥŇ୭аֽĎૠᇜņВࣥŇᔘᅮࢋАᄮᄮߏࣹ
࣎ņ̋ᐝŇᆃĔ
ψଫ˞ͨ፨۞ڌၮᆽĎ˵ಶϴε˞Ұࣇ۞ͭዅҰࣇҋ̎Ą

事實上﹐絕大多數紅四方面軍前輩是值得我們子孫後代永世景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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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歷史有誤解﹐心中有委屈﹐
經歷有不平﹐但他們對“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敬意﹐卻是發自肺腑的﹐
因為﹐他們評判領袖的價值尺度不是個人的恩怨得失﹐而是高於一切的人
民利益。他們身上的這種黨性觀念﹐以其超越時空的人格境界﹐給不甘沉
淪的子孫﹐給不容歪曲的歷史﹐也給我們這個曾經苦難的民族﹐留下了一
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也正是對這筆寶貴精神財富的繼承﹐雙石才頂著鉅大的精神壓力﹐創
作了《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
為了廓清西路軍戰史中的一個又一個歷史謎團﹐拆除西路軍戰史領域
的“陰謀論”陷阱﹐雙石做了大量枯燥的史學基本功課。前不久﹐我在給
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寫道﹐雙石做軍史﹐除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
方法外﹐還有著不同於其他史家的六大特點。現重新整理如下﹕
雙石著史的第一個特點﹐是親自繪製行軍路線圖﹑作戰部署和作戰經
過圖。研究歷史﹐判讀地理要素是一項基本功。一般寫軍史的﹐少有能掌
握司令部參謀識圖﹑判圖﹑製圖﹑用圖基本技能。雙石﹐就有這個本事。
別人寫戰史﹐多是先成文﹐後配圖。雙石常常相反﹐他先根據敵我雙方的
歷史文獻繪圖﹐一套完整的行軍路線圖﹑作戰部署圖和在作戰經過圖爛熟
於心後﹐才走筆著書。有些歷史當事人的事後回憶﹐還有一些權威出版物
記述的歷史﹐一繪圖﹐問題就暴露出來了。一些被顛倒了的歷史﹐一上地
圖﹐真相便霍然入眼。至於他通過圖上作業發現某些西路軍戰史“專家”
的誤判﹐就更不勝枚舉了。
由於功底深厚﹐雙石在繪製﹑分析西路軍作戰部署或作戰態勢圖過程
中﹐就敢﹑就能發現某些權威出版物的問題。為此﹐他寫過一篇〈中央文
獻版《周恩來年譜》中多年未得糾正的一處錯訛〉﹐還寫過一篇為中國人
民解放軍軍事博物館編著﹑星球地圖地出版社編制的《中國戰爭史地圖集》
糾錯的〈縣治挪位﹐兵馬跳槽‧官圖之謬（一）〉﹐貼在他的博客“雙石
茶莊”上。
雙石著史的第二個特點﹐是親自收集整理文獻彙編﹐作為著史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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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央政治局關於西路軍的歷史結論在 20 多年前被人推翻時﹐所依據
的 52 封歷史電報是有選擇性的﹐雙石在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7 月出版
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和解放軍出版社 1992 年 8 月出版的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的基礎上﹐又在浩瀚書海中收
集了 20 餘本著作﹐總共抄錄了 781 件歷史文獻（還將增加）﹐重新整理
編輯了一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匯編》﹐作為撰寫《拂去歷史的塵
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的依據﹐並從中提取了曾經被“選擇”掉了的
68 件重要歷史文獻﹐以正視聽。
在這個浮躁的社會中﹐對於西路軍史學的基本作業﹐雙石有一段很精
闢的感言﹕“勿庸諱言﹐筆者當年也曾經是關於西路軍失敗歷史成因之翻
案文章的擁躉﹐畢竟人家言之鑿鑿又有‘證據’在手﹐而且還與自己對一
些歷史當事人的舊有好感相吻合。然而當帶著要對這段歷史的疑惑問個究
竟的心境走進故紙堆﹐對照著地圖成天埋頭於那些有著大量冷僻地名和枯
燥數字的文字﹐把那些支離破碎的殘磚斷瓦按‘時經事緯’的原則一一核
對並粘貼復位﹐最終還原成一段相對完整的歷史本相後﹐才真正認識到﹕
這些殘磚斷瓦隨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捨組合﹐與認真細致冷峻客觀地鑒別
歸位﹐得出的成像可以是完成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亂零碎的‘證據’
如果是隨意抽取採擷而不發現並揭示出彼此間的相互關聯﹐是還原不出昭
示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的歷史本相來的。這種‘發現和揭示’需要的不是
一時靈感和心血來潮﹐而是在寂寞與清苦中進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
基本作業。偶有所得就急於上昇為普遍真理﹐稍見奇異就忙著抖落出‘驚
天猛料’﹐實為史家之大忌。”
雙石著史的第三個特點﹐是實地踏勘﹐走訪。這些年來﹐為研究紅軍
史﹐雙石幾乎踏遍了四川境內的紅軍長征路﹐相鄰省的紅軍長征路也走了
不少。新中國成立後﹐一直沒有一套紅軍長征的詳圖﹐官方出版的紅軍長
征略圖也多有錯漏﹐特別是紅軍三次過草地路線圖﹐錯漏高達十餘處﹐其
中 1936 年紅二﹑四方面軍過草地的路線竟然標在了當時根本無法通行的
日乾喬﹑才爾瓦共米喬﹑喀朵爾喬等大沼澤內。這項專業性很強並填補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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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空白的工作﹐由雙石帶著一支自發的民間組織 — 四川凱旋摩托車俱樂
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考察隊”﹐經過五次實地踏勘水草地﹐完成相
關地理要素定位和校核及里程的計量﹐拍攝相關地形地貌和關鍵性節點的
視頻和高清圖片﹐繪製了 20 餘張一﹑二﹑四方面軍所有團以上單位過草
地的路線詳圖後﹐於四年前基本完成。可惜﹐雙石撰寫《紅軍長征過草地
行軍路線的復原報告》至今無出版社出版。2011 年“十一”假期﹐雙石
又組織了第六次實地考察﹐重走當年葉劍英﹑程世才率紅 30 軍一部作為
紅一﹑四方面軍的先遣隊最早穿越草地的路線。其間﹐被風雪困於草地四
晝夜的雙石﹐與當年紅軍嚮導的牧民孫子相遇﹐被告之﹕晚上露營必須在
帳篷外點燃篝火﹐否則容易被野狼襲擊。除此之外﹐雙石還在多次實地踏
勘的基礎上﹐完成了《1935 年大渡河之役紅軍行軍路線及戰鬥考證》主
題考察報告及大渡河之役紅軍行軍路線詳圖。雙石的研究視野還拓展到紅
軍翻過的幾十座雪山﹐實地踏勘了其中的十餘座雪山的翻越之路﹐並準備
完成相應的考察報告。2009 年﹐雙石帶著杜義德﹑寇慶延兩家紅四方面
軍後人﹐重走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之路﹐還曾摔折了肋骨。之後﹐在其博客
“雙石茶莊”的“紅軍長征研究”專欄﹐貼出了系列遊記 —《踩著兩位
老爹的腳印》。目前﹐雙石等正在籌劃“西路軍西征路線實地考察”。
雙石著史的第四個特點﹐是慎用歷史當事人幾十年後的回憶。他在撰
寫《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時發現﹐他人代筆的《歷史
的回顧》對歷史的回顧有多處與原始檔案文獻不能互洽。以此為鑒﹐雙石
對歷史當事人幾十年後的回憶﹐堅持了一條沒有“旁證”不輕易引用的原
則。比如﹐我看到《北上 — 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中關於劉伯承 1961
年 1 月 26 日回憶毛澤東在“沙窩會議”之後修改政治局會議決議草案時
的談話後﹐曾推薦給雙石﹐結果﹐僅僅因為是歷史當事人 20 多年後的回
憶﹐雙石非要等找到“旁證”後﹐才肯引用到書稿之中。
雙石著史的第五個特點﹐是作品正式發表前﹐敢拿到網上接受質疑。
比如在“西西河”論壇上﹐討論得就非常理性﹑熱烈﹐也很有水平。雖然﹐
雙石沒把“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當回事﹐但有失必有得﹐網上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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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磚”﹐激勵了他嚴謹的治史態度﹐使其作品在實證﹑完整﹑準確﹑周
密上﹐達到了一般治史者難以企及的境界。
雙石著史的第六個特點﹐是收集文獻﹑實地踏勘﹑外出採訪都是自費﹐
研究﹑寫作全在工餘﹐只有付出﹐沒有報酬。周軍帶著他的凱旋摩托車隊
考察紅軍經過的水草地時﹐平均每人每天食宿﹑嚮導費用限制在 50 元以
內（2011 年“十一”才提高到 100 元）﹐其住宿多選擇在鄉間小學或農
牧民家中搭地鋪﹐有時在帳篷裡露營。在如此節省的基礎上﹐他們默默無
聞地資助了紅軍長征路上的一些山區貧困學子。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據我瞭解﹐像雙石這樣做軍史的﹐目前在全國還
找不出第二人。
與某些不願用歷史文獻說話卻喜歡給雙石扣上“毛情結”帽子的人
不同﹐北京大學孔慶東教授看得更深遠 —“雙石的軍史研究﹐必將長留
在學術史和革命文化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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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釜底抽薪 — 紅軍總部上演的變臉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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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進”之議再度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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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力排眾議﹐毛澤東要派兵增援“徐陳”
二﹑“銀彈攻勢”﹐窮得叮噹響的共產黨真是急得沒招了
三﹑大勢已去﹐無力回天 — 西路軍基本解体
四﹑百戰蹉跎歸去來 — 西路軍餘部到達新疆
五﹑四千多名西路軍將士陸續回到黨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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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波回蕩 70 年

一﹑中共中央就西路軍失敗原因作出結論
二﹑難能可貴的報告 — 陳昌浩對西路軍失敗的反思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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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路軍蒙冤”﹖— 陳云﹑鄧小平的批示被無度引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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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1 卷）》關於
西路軍部分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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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寫給後人看的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大事記
《拂去歷史的塵埃 — 西路軍問題再考辯》附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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