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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祭明亡甲申年
— 重温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张文木
每逢重大历史时刻，人们总会想起明末甲申年。1944 年，郭沫若
在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前夕写下了警世名篇《甲申三百年祭》。1949
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
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
“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
2013 年 7 月 11 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
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
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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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2 自 1644 年明亡
迄今，甲申年已过了它的第六个甲子。今天再祭这个年份，回味其前后
发生的人和事，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

一、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 世纪 30 年代初，面对日益壮大的红军力量，蒋介石曾多次借古
喻今地悲叹：“亡明覆辙，殷鉴不远。”3 1949 年初，毛泽东进京前表
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4 国共两党领导人如此注重研究明史，大
概是因为两党在 1927 年分手后的经历与明末甲申年前后的故事 — 尽
管结局大不相同 —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农村破产及阶
级压迫和剥削日益加重，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1627 年，陕北
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澄城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
争的序幕。1628 年，王嘉胤、张献忠、高迎祥、王左挂等纷纷起兵响
应。1629 年（崇祯二年），李自成在米脂投军王左挂，因欠饷杀死参
将和当地县令后投奔高迎祥。明朝廷任杨鹤为三边总督对农民军进行围
剿。在东北方向，金兵于当年（1629 年）第一次入塞并兵临京师城下，
史称“己巳之变”，明朝廷急调兵力北上保卫北京，致使关内防务空虚，
杨鹤围剿失败。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的同一时期：1927 年 4 月和 7 月，蒋介石、汪
精卫等先后叛变革命，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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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为了挽救革命，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9 月，中国共产党
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和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率军进入井冈山。1928
年 4 月，毛泽东与朱德会师。与此同期，日寇南犯日频：1928 年 5 月，
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一千多人，占领济南；6 月，日
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在沈阳制造
“九一八事变”。
1633 年（崇祯六年）冬，李自成与张献忠等合兵，冲破官军包围，
渡过黄河而后入河南，下郧阳（其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湖北十堰市）；张
献忠部取信阳等地，马守应部逼四川，李自成转汉南。1634 年（崇祯七
年），李自成在兴安（今陕西安康）车箱峡用计脱险后，攻杀平凉。年末，
明朝廷又提升已于崇祯四年接替杨鹤任陕西三边总督的兵部右侍郎洪
承畴为兵部尚书，
接替因招抚失败放走李自成的陈奇瑜，
总督陕西、
山西、
河南、
四川和湖广军务，
统一指挥各路官军对农民军实行残酷围剿。1635
年 1 月，张献忠等起义军直捣明中都凤阳府（今安徽东北），引起明王朝
恐慌。1636 年（崇祯九年）7 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周至）战败，被
捕后牺牲。当年，李自成被推为闯王并率众 — 与毛泽东 1935 年在遵义
会议上被推为中央军事指挥的经历及所采取的突围战术相似 —“以走
致敌”、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从渭南西进，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
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旋兵分三路入川并在昭化（今广
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官军。1637 年 11 月，围
攻成都。同年，杨嗣昌会兵十万，增饷 280 万，提出 — 与蒋介石在江西
采取的“步步为营”的围剿方针相似 —“四正六隅”和“十面张网”5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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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以达到各个击破、最后歼灭的目的。农民军
为此遭到重大打击：1638 年（崇祯十一年）1 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
自成围攻成都多日未果，遂折师梓潼（今四川绵阳东北）遭洪承畴伏击，
失利后放弃四川北上入甘，在河州、洮州（今甘肃临夏和临潭地区附近）
和洪承畴的追兵两次交战连遭失利。后又折而东返，转战川陕。10 月，
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的埋伏，近乎全军覆灭。李自成带着刘宗敏
等 18 人进入陕南商洛山中。
鉴于农民军受到重挫，崇祯调孙传庭、洪承畴等往辽东防务线。此
使处于革命低潮中的李自成在商洛山中获得休整喘息。与此同期，东北
方向狼烟再起：金军于 1634 年、1636 年（当年后金改称“清”）和 1638
年三次入塞。
1638 年 5 月，崇祯提出“剿兵难撤，敌虏生心”6 的题目请诸臣破
解，兵部尚书杨嗣昌为此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7 的解决策略：力主通
过与清议和而得以全力清剿关内农民义军，此提议得崇祯默许，但遭到
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及全国上下的激烈反对，致使崇祯举棋
不定。而清军方面则坐等李自成和朝廷军队的内耗进一步加剧以图渔利。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的同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也在与国民党军队进
行着反“围剿”战争。1930 年 11 月，国民党调集约十万余兵力对红一
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
针，歼灭国民党军 1.5 万余人，活捉敌第 18 师师长张辉瓒，红军获第
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 年 2 月，蒋介石再发 20 万人的兵力，采取“稳
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红一方面军实行“围剿”。中央红
军“诱敌深入”，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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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6 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自任“围剿”
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约 30 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
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全面清剿的作战方针。
红军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以诱敌深入方针应对，毙伤俘敌三万余人，获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 年 5 月，蒋介石采取逐次转移重点，
实行各个击破，最后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的方针发动第
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沉着应战，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第四
次“围剿”基本打破。1933 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 100 万兵力，发动
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中央领导机关，提出拒敌于国
门之外的“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口号，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正面决战，
致使红军遭到严重削弱并被迫进行长征。
1934 年 11 月湘江之战失败后，
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三万人。为了纠正
“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 年 1 月 15~17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为红军作战
的指导方针。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935 年 6 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与四方面军
会师。此时，中央内部出现张国焘南下入川还是毛泽东北上陕北不同主
张的争论和张国焘脱离坚持北上的中央、率军南下川康的分裂事件。毛
泽东中央于 9 月 10 日急率第一、第三方面军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翻
越六盘山，突破国民党军最后一道封锁线，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北吴起
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 月 21~24 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
的胜利，红军到达陕北延安一带，建立陕甘根据地 — 此与李自成蛰伏
商洛山隔河相望且直逼中原的经历相似。与此同时，蒋介石调张学良东
5

北军 — 扮演的正是当年洪承畴、杨嗣昌的角色 — 到陕西围剿陕北红
军。
在东北方面，1933 年 1~5 月，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中国热河、察哈尔
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国民党政府鉴于所谓
“亡明覆辙”的教训，也提出与杨嗣昌的主张相同的“攘外必先安内”8
的方针，设法与日本人议和并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
1935 年 11 月，
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
冀东 22 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此事促使北平
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危机。蒋介石为
打内战不惜投降卖国的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和全国人民的反对。
1937 年 8、9 月，蒋介石约见德国大使陶德曼，谋求与日本外交“调停”。
蒋介石 — 与崇祯面临的压力和选择结果相似 — 在国人巨大舆论、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压力及日本侵略者“不以国民政府为
谈判对手”的重重倒逼下，最终放弃此努力。9
1637 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
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
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
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
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
残”。10 此前八年即 1629 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
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
“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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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势”。11 有比较意义的是，1930 年初，毛泽东为批判当时在革命形势
处于低潮时党内的悲观情绪，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言中
国革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
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
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2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3 但历史鲜有相距三百年后连
文献用语都如此吻合的时段。大概是由于这两段历史所展现的惊人的
相似特点，清朝以来多有政治家加入明史研究行列：治史者证其真伪，
治国者察其兴衰。14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注意研究明史。1933 年蒋介石
为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解释道：“亡明覆辙，殷鉴不远。”15 他
不仅要求儿子蒋经国读明史，16 亦要求软禁中的张学良读明史。17
1944 年，毛泽东在延安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

11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请发军饷〉，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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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291 页。
《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在〈自序〉中说：“自古有一代之治，则必有一代之乱；有一代

14

之兴，则必有一代之亡。治乱兴亡之故，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独怪世之载笔者，每详
于言治，而略于言乱；喜乎言兴，而讳乎言亡。如应运弘猷，新王令典，则铺张扬励，累
楮盈篇；至胜朝轶事，亡国遗闻，则削焉不录。若曰‘当苏君时，仪何敢言云耳！’愚谓
天下可乱可亡，而当时行事，必不可泯。”（[清]计六奇：《明季北略‧自序》第 1 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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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6 月 1 日，张学良在 89 岁生日这天谈到治史时说：“在溪口时蒋先生就送我一

本‘明儒学案’。叫我看。我本想研究清史，但明清是一体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我
就托人买了一大堆明史的书来看，还拿了个大盒子做卡片……”（郭冠英：《张学良在台
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年，第 16 页）
7

祭》。18 郭沫若在文章开篇处说：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
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
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
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19
郭沫若说得一点没错，即使在他这篇文章发表 60 多年后的今天，
明末甲申年，对任何一个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来说，都是不能释怀的年份。

二、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0 17 世纪 40 年代的明朝
末年和 20 世纪同年代的中国历史所展现出的相似的历史逻辑，由于历
史剧幕的主角群体不同，演绎出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没有成
为李自成，蒋介石也没有成为崇祯；日本人更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续接
清祚。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
被赶到台湾岛。由此后推约三百年即 1644 年 4 月 25 日（崇祯十七年三
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景山）寿皇亭；1645 年 9 月，李自
成率部到达湖北通城，遇难于九宫山。21

18

1944 年 3 月 19 日，郭沫若为总结明亡和李自成起义失败教训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在

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发表。发表后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将《甲申三百年祭》
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第 2 页。

20

[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21

李自成遇难时间说法不一，此采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 9 月说法，而顾诚则有

5 月说法（详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第 291 页）。
8

重温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们不难发现促成 20 世纪中国避
免重蹈“亡明覆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
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迅速
抓住这个“时局转换的枢纽”、22 作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
英明决策。事实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早
在日本打入东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泽东说：“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
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 1933 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
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
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这个
提议。”23 1936 年 12 月 12 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
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
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
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
和周恩来同志的推动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主张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
由此反观三百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则没有如此远见。他
们看不到明末出现的满汉民族矛盾上升和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
时代特点，不是主动抓住而是机会主义式的透支性地反复挫伤崇祯向他
们率先释放的“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24 的和解政策。这
种被毛泽东称之为“李闯式的流寇主义”的作风，25 终使明王朝失去

2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938 页。

2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937 页。

24
25

《流寇长编》卷 42，崇祯四年正月甲。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 9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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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致、共同抗清的历史机会，也使农民义军失去在共同对外的统一
战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26 的历史机会。
1628 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上疏，建议在“辽东战事节节溃败，
西南西陲又捉襟见肘，前后丧师失律，士马刍粮器械一时俱尽，封疆元
气大伤”的情况下，当“严为之程，宽为之地，图之以渐，镇之一静”。
对此，崇祯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27 1629 年（崇祯二年），
清军第一次入塞，长期的辽东患乱已升级为民族冲突的战火，同时黄土
高原上的义军烽火已成燎原之势。当年崇祯在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
务的官员）马懋才反映陕西情况上陈28 中批示“本内宽恤事宜一并申
敕行”。29 1630 年（崇祯三年）2 月，义军攻宜川并围韩城，崇祯在
巡按吴焕加急上报的材料上批评当地政府“以抚失宜”，要求他们“加
意辑绥，察吏安民，以底平康之治”。30 8 月崇祯在河南道御史王道纯
上疏中批复：“饥民啸从，由地方官失于抚戢”。31 当月又批复礼科
给事中张第元上奏：“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
抚按司道察宜核，著所司即与申行。”32 1631 年正月，崇祯在文华殿
召见辅臣九卿及各省朝觐监司时谈到三秦之乱时说：“寇亦我赤子，宜
抚之，不必专戮。”33 4 月崇祯向陕西参政刘嘉面授机宜时再次强调：
“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抚之，不可纯剿。”34

26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 年 6 月 11 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001 页。

27

转引樊树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234 页。

28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第 105~107 页。

29

《崇祯长编》卷 22，崇祯二年五月庚寅。

30

《崇祯长编》卷 31，崇祯三年二月戊辰。

31

《崇祯长编》卷 37，崇祯三年八月乙卯。

32

《崇祯长编》卷 31，崇祯三年八月壬申。

33

《流寇长编》卷 42，崇祯四年正月甲。

34

[清]彭孙贻：《流寇志》卷一，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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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口是心非的作法完全不同，崇祯是这样
说，也是这样做的。1631 年（崇祯四年）初，三边总督杨鹤以隆重仪
式接受受到重创的陕西最具战斗力的神一魁起义军“归顺”，杨鹤授其
守备官职，发降兵饥民印票，允其回乡。崇祯对此极为满意，赞杨鹤“相
机招安，允协朕意”。35 为表示诚意，杨鹤下令官军都安营休息，非奉
总督军令，不许妄杀一人，此政策使神一魁降军处于完全自由的无约束
的状态。杨鹤还向皇上申请帑银二万两，作为降丁的“续命之膏”。36
1633 年（崇祯六年），金兵攻取旅顺。11 月，包括高迎祥、李自
成、张献忠等在内的各部义军首领向京营总兵王朴表示愿意接受招安。
在被接纳后，各部首领中的十多人37 还“环跪泣请，惟命生死”。38 然
而，就在官军北向抗清之际，这些刚发过誓的人利用朝廷的优抚政策暗
渡黄河，随后即再度反叛：攻克渑池县城后即向新安、洛阳进发。史载
农民军“来则十余万，如飘风骤雨。卒难回避”。39 湖广、陕西、四
川各地大吏，上章告急。
1634 年（崇祯七年）初，广鹿岛明守将尚可喜降后金。7 月，金兵
攻克保安，沿边众城堡失守。京师戒严。8 月，李自成被官军困于汉中府
兴安州车箱峡。适逢大雨，弓枪生锈，战马死亡过半。“自成大窘，乃自
缚乞降”，40 向五省总督陈奇瑜表示愿接受安抚。陈奇瑜请示并经崇祯
批准后接受李自成的请求。特许李自成撤离至安全地带，各给免死牌，
〈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见郑天挺等编辑：《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

35

书局 1954 年，第 13 页。
36

樊树志：《崇祯传》第 244 页。

37

此次诈降的各部首领有 50 多人，名单详见《流寇长编》卷六，崇祯六年十一月乙巳、

丁末。
38

《流寇长编》卷六，崇祯六年十一月乙巳、丁末。

39

顺治《新郑县志》92，崇祯六年十二月戊辰。

40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李自成降叛不常〉，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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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其粮草，对愿意返乡的，要求地方政府沿途不得袭击。在陈奇瑜的安
排下，农民军各部成建制地安然走出天险道，一路有士兵护送，供其酒
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盔甲都换上了新的，补上丢失的弓箭，41 农民
军不仅脱离的全军覆灭的险境，而且还得到完全的休息。但李自成行至
宝鸡后遂而反约，杀遣送官参将柳国铭等 50 余人，各部农民军尽缚安
抚官员，或杀头、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于道旁。随后进攻宝鸡、
急调河南官兵进入潼、
麟游等七县城。42 崇祯无奈在辽东事起的情况下，
华，湖广官兵进入商、洛，四川官兵经由兴、汉，山西官兵出蒲州、韩
城，合力围剿农民起义大军。即使如此，崇祯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农民军
招抚的政策，要求各部“分别剿抚”。43 由此可看出当时崇祯 — 若比
较三百年后同期的蒋介石在“皖南事变”44 中对待中共的立场 — 与农
民义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愿望是真诚的。
11 月，崇祯下令逮捕安抚失败的陈奇瑜。主张力剿农民军的洪承
畴总督山陕川湖河南军务，仍兼三边总督，令河南、湖广、四川、山西
兵马入陕力剿农民军。农民军避实捣虚分兵突出陕西，一分为三：一路
由陕西上平阳、入山西；一路由武关向襄阳，进入湖广；一路由卢氏东
向进入河南。以后其他二路也陆续由山西、湖广进入河南。45“数十万
41

樊树志：《崇祯传》第 288 页。

42

樊树志：《崇祯传》第 288~289 页。

43
44

《国榷》卷 93，崇祯七年三月己丑，中华书局 1958 年，第 5632 页。
1940 年 10 月 19 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长江以南的新

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
新四军调离；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九千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 日，
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
约二千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
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
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45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李自成降叛不常〉，第 156~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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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会集于河南，其声势之大已非昔日渑池渡时可比了。”46 崇祯不
得不将山海关宁远一线的劲旅调到关内，由此造成关外失守。
就在崇祯调洪承畴、卢向升大军在中原堵截农民军的时候，1636
年（崇祯九年）6 月底，北方清军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迫使北京于 7
月 3 日宣布戒严。清兵铁骑攻至皇陵所在地天寿山，进抵昌平，其前锋
已达西山，明朝兵部急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山西总兵王忠等入援京师；
同时朝廷还得与农民军作战。7 月中旬，高迎祥军被围困于陕西周至黑
水峪，高迎祥被俘杀。此事导致农民军纷纷向官军投降，再次请求朝庭
赦免。
1638 年正月，张献忠、刘国能等求抚。尽管杨嗣昌反对，崇祯仍
坚持“不可尽杀”，要求兵部尚书衔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灿、监军刘元斌
“剿抚并用”，这“事实上已默许熊文灿、刘元斌大胆招抚”。47 崇
祯的宽待使接受招抚的张献忠仍能保持着自主性：张献忠仍可以掌握着
自己的军队，不接受整编，其驻地谷城（湖北襄阳西）及罗汝才驻地房
山、竹溪一带反成了张罗二部的独立王国，以至谷城知县阮之钿哀叹无
土可守，无民可牧，无赋可征。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更是极言：“献忠
之降难信”。崇祯为了抗清大局对这些置疑“一概置之不理”。48 相
反，为了说服大臣们，崇祯于当年 5 月初给大臣出了一道如何解决“剿
兵难撤，敌虏生心”两难问题的策论，要求“卿等忠能体国，才足匡时，
其悉心以对”。49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农民军在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的埋伏后

46

樊树志：《崇祯传》第 293 页。

47

樊树志：《崇祯传》第 344 页。

48

樊树志：《崇祯传》第 347 页。

49

[清]孙承泽著、王剑英校点：《春明梦余录》卷 24〈内阁‧御试阁员〉，北京古籍出版

社 1992 年，第 363 页。
13

转入陕南商洛山中陷于绝境时，皇太极率清兵于 1638 年 9 月分两路迅
速突破明军长城防线，大举入关南下。1639 年（崇祯十二年）正月攻
陷济南，3 月，由青山口出长城北归。此次清军深入二千余里，半年时
间攻占 70 余城。崇祯不得不再次抽调大军支援。张献忠乘关内防务空
虚再次反叛并与李自成会合重新向朝廷发起攻击；清人则在关外屯积重
兵，准备坐收渔利，黑白通吃。
1643 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奉天倡义
文武大元帅”；同年 9 月，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七省督师孙传
庭的主力，10 月，破潼关、孙传庭阵亡，旋乘胜进占西安。1644 年正
月，建立大顺政权，定都长安，年号永昌；同年 3 月 18 日，攻克北京，
推翻明王朝。4 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
外击败李自成。6 月，李自成渡黄河败归西安。1645 年（顺治二年）正
月清军破潼关，李自成经襄阳入湖北；3 月底，进入武昌，后被清军击
败弃城而逃；4 月底，在距江西九江 40 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刘宗敏
被俘杀害、宋献策投降、牛金星不告而别，李自成逃至湖北通山县，9
月亡命于九宫山。就这样，崇祯和李自成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最终双
双倒在清人脚下。
今天看来，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的下降的
时期，崇祯提出的安抚为主、“培养元气”，以求阶级合作共同对外的
政策，尽管不得已，50 但还是非常英明的。遗憾的是，这一由崇桢主动
发出的与农民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正确愿望却遭到具有浓厚“流

50

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神宗万历四十六至四十八年（1618~1620 年），以辽东兵起，

为此朝廷先后共增“辽饷”520 万，崇祯三年（1630 年）又加 165 万有奇，“两共 685 万
有奇”。后又加“勦饷”“錬饷”，先后共加 1695 万两，钱穆先生评论说：“正统以前，
天下岁征共 243 万两，万历年初至 400 万两，所增殆超出七八倍。民穷财尽，为蕴乱之源。”
东西乱变共振导致的明财政捉襟见肘，迫使崇祯无力两线作战。正因此，崇祯的这一阶级
和解政策也被要求严格执行（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第 822~8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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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主义”作风的各路农民军透支性和破坏性的利用，以致双方最终走向
鱼死网破的结局。
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从不同的立场看到了李自成流寇主义作风产
生政治危害。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三百年的明室，
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51 毛
泽东注意到李自成无原则的“流寇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1929
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批评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招兵
买马”和“招降纳叛”的流寇作风，强调说：“历史上黄巢、李闯式
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环境所不许可。”52

三、经验与教训
作为失败者崇祯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作为胜利者李自成的命运也是
悲剧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内耗则成就了满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有趣
的是，三方的悲喜结局竟在明末甲申年中不期而遇。郭沫若看中了这一
年份的特点，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
念的历史年”。53 温故可以知新，时隔 60 多年后，我们重温明末甲申
年及其前后事件，会在如下三方面有新的体会和新的总结。
（一）民族统一战线。面对风雨中飘摇的明政权，崇祯自我解脱地
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54 明末“亡国之象”中自
然有天的因素，但更有人的责任；在后者中，今天再看，明末农民军不
能认清矛盾的时代变化，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没有与崇祯捐弃前

51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北平时报社 1946 年，第 9 页。

52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94 页。
53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第 2 页。

54

[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中华书局 1982 年，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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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是导致李自成与崇祯在甲申年双双倒在清人脚下
的关键原因。
有比较意义的是，尽管崇祯和三百年后的蒋介石都主张的“安内方
可攘外”，但在崇祯的“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55 而蒋介石
则正好相反。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
与蒋介石比较，崇祯更能从政治的高度，以极宽广的胸怀看待抗清民族
统一战线问题；只是不逢天时，崇祯面对的是李自成这样具有浓重“流
寇主义”情结的农民武装，这使他的抗清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可能有任
何推进。比较三百年后同期的毛泽东，在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陷入危机
之际，他却能迅速抓住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造成的历史
机遇，逼使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
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
前途的根本动力。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中
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与此相
反，三个世纪前的李自成则因其反复透支性诈用崇祯的阶级和解政策，
致使双方愈挫愈奋，内耗日深并最终在“两者不肯相舍”的厮杀中于明
末甲申年（1644 年）为清人“得而并禽之”。56
这段相隔三百年的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反正两方面的教训和经验，

55

樊树志：《崇祯传》第 367 页。

56

[西汉]刘向：《战国策‧燕策‧赵且伐燕章》：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

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莫过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
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
而并擒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熟计之也。”
惠王曰：“善！”乃止。（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1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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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中国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今天中国已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这
引起西方反华国家的围攻，甚至剿杀。2010 年 4 月 15 日，美国总统奥
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十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
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
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57 历史，尤其是明末甲申年及其后来的
中国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内乱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内部分裂，外来力量对
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无可奈何的。大概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
国不久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58 坚持国家统一高于一切，
大概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地缘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
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
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
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
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
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
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
后转战中原，
于 1640 年和 1644 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
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 1646 年被清军剿灭。59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 1935 年 6 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
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
57

薛牧青：〈奥巴马言论在华人世界掀轩然大波〉（http://www.qnck.net.cn/content/2010-05/

15/content_3232167.htm）。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RW6nY_LZw/。
58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363 页。
59

1644 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号大顺。1646 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

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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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
瓮中之鳖”；60 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
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1 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
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
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
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
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
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三）“关外问题”。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中，62 造成“后
来失败的大漏洞”63 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
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
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实在是太不通政略”。64
可能问题还不仅于此。张学良在晚年谈到明史时说：“明清是一体
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65 事实上，清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变迁并
没有摆脱明朝同样经历过的“患乱同出于关外，内变共成于陕甘”的规
律。毛泽东注意到了这条政治变动规律，1949 年初，在听完周恩来“我
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这句话后，毛泽东补充说：“退回
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66 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
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象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
正是关外失控 — 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 才是导致
60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第 385 页。

6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第 451 页。

62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第 2 页。

63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第 13 页。

64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第 13 页。

65

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第 16 页。

66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 9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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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败退主要原因。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建
立，1950 年 6 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 — 6 月 27 日美国出兵朝鲜。遥
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
关外而甫立即亡教训。
尽管历史进入 20 世纪，但“关外问题”— 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
问题 — 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 年 3 月，毛泽东在
《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67 为墟。”68 这是说琉球、
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 1895 年日本在“甲午海战”
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 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
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
半岛是中国 — 当然也是俄国 — 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
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
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
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
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
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
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
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
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
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
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毛泽东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69 如果熟悉自隋之
“三韩”是指公元前二世纪末~公元后四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

67

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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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 年 5 月~1945 年 9 月）〉，《党的文献》2005 年第 5 期。

69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第 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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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回答周恩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
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鉴于这样的尤其是李自成
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
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
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 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
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
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
定至今。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正确的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
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习近
平同志说：
“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
‘赶考’远未结束。”70 这些“挑战和问题”— 比如曾被隋炀帝、唐
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
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 — 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
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
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 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http://news.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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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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