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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瀋戰役是第二次國共內戰中雙方第一次大規模戰略會戰。在遼瀋戰役

中，最關鍵者為錦州一戰。關於錦州之戰，人們了解的情況一般是這樣：毛澤

東要求林彪南下作戰，攻打錦州一帶，封死東北大門；而林彪則主張攻打長

春，拖住東北國民黨軍主力。攻打長春失利後，林彪在毛澤東的督促下，南下

攻打錦州，途中聽說蔣介石在葫蘆島增兵，又產生動搖。由於羅榮桓的勸阻，

加之毛澤東的電令措辭嚴厲，林彪方下最後決心，攻打錦州。在目前筆者所看

到的著述中，幾乎都認為當時毛澤東攻打錦州的決策是最佳選擇，而且是被事

實證明的唯一正確的選擇1。

但筆者在研究過程中對此結論產生了一些疑問和異議。首先，作為確定錦

州作戰意圖的前提，拿下錦州就封死了東北大門的說法是不對的。錦州雖是通

向關內的重要陸上通道，但並不是唯一通道，此外還有海上通道——營口2。這

就是說，即使錦州失守，瀋陽、長春的國民黨軍也有機會從營口經海路撤回關

內。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毛澤東打錦州這一決策的絕對合理性就值

得商榷；而林彪攻打長春的提議也就不失為良策之一。

在遼瀋戰役的重大決策上，毛澤東和當時的東北人民解放軍（習慣上也稱

東北野戰軍，以下簡稱「東野」）司令員林彪之間有過三次比較大的分歧。本文由

此展開討論。

一　第一次分歧

在1948年2月7日毛澤東給東野的電報中提出：「對我軍戰略意義來說，是以

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3林彪在2月10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

「我們同意與亦以為將敵堵留在東北各個殲滅，並盡量吸引敵人出關增援，這對

東北作戰及對全局皆更有利，今後一切作戰行動當以此為準。」4這就是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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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這個大的戰略方針上，毛澤東和林彪的取態是

一致的，但在如何堵住國民黨軍隊撤離東北的問題上，林彪與毛澤東則有分

歧。毛澤東的構想是向南攻打錦州地區，切斷北寧路，關閉東北國民黨軍的陸

上退路；而按照林彪的考慮，只需抓住長春之敵，國民黨軍隊就難下撤離東北

的決心。

東北國民黨軍的布防情況大致是這樣：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剿總」）總司令

i立煌率2個兵團、8個軍、24個師又3個旅，約30萬人防守瀋陽及其i星城市鐵

嶺、撫順、本溪、遼陽和新民地區；「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

率2個軍、6個師又3個旅，約10萬人防守長春；「剿總」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

任、冀熱遼邊區司令范漢杰率1個兵團、4個軍、14個師，約15萬人防守錦州5。

從東北戰場的實際情形出發，林彪有攻打長春的充足理由。冬季攻勢

後，東北解放軍主力大部分位於瀋陽、長春間，兩個縱隊位於瀋陽、錦州間，

一個縱隊位於唐山、昌黎附近6。先打長春便於解放軍集中兵力，便於解放區

支援，如果國民黨軍隊增援或突圍，在漫長的300公里範圍內，解放軍也便於

在運動中殲敵。打下長春之後，東野解除了後顧之憂，更便於集中兵力向南

作戰7。

4月18日，林彪、羅榮桓、高崗、陳雲、李富春、劉亞樓、譚政聯名致電中

共中央，陳述了攻打長春的理由：「⋯⋯目前只有打長春的辦法好，其他意見，

如打鐵嶺、撫順、本溪、新民，如打義縣、攻錦州，如向錦州、唐山之線進

擊，所遇敵軍甚強，我軍糧彈衣服不濟，困難比較多，故均不適應。」8毛澤東

在4月22日的回電中表態：「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意見」，但又指出：「我們同意

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是先打長春比較先打他處要有利一些，不是因為先打他處

特別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難。」9可以看出，儘管毛澤東勉強同意了林彪等

東北局領導先打長春的意見，但對他們強調南下作戰面對的困難表示了明確的

不滿，並且提出了批評。這說明毛澤東還是希望東野南下攻取錦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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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長春這個問題上，還有這樣一些觀點，如解放軍將領韓先楚在回憶錄

中寫道：「國民黨之所以沒下決心向關內撤退，長春十萬大軍救不出來是原因之

一。如果打掉長春，敵人卸掉了一個棘手的包袱，就可能迅速下決心向關內撤

退，藉以保持一個完整的戰略集團。」bk然而，當時無論蔣介石也好，i立煌也

好，都未把長春作為戰略重點。蔣介石眼睛盯的是錦州，而i立煌看重的是瀋

陽。長春失守，對蔣介石和i立煌戰略決策的影響並不大。事實也證明了這一

點。當東野攻打長春時，無論守軍如何告急，瀋陽國軍均未出動救援。i立煌

曾說：「共軍的目的是圍城打援，我們不能上共軍的當。」bl長春失守與否，似乎

也不構成國民黨軍是否向關內撤退的重要影響因素。

相反，如果解放軍冒很大風險，付出極大代價拿下了錦州，關閉了東北和關

內的陸上大門，瀋陽三十萬敵軍是不可能等到林彪回頭來打他們的，必將從營口

經海路撤回關內。長春的鄭洞國集團要突破戰鬥力不強的東野十二縱的包圍，也

並非沒有可能。當時國民黨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就提出過趁解放軍南下攻錦之

時，搶佔營口的計劃bm。所以說，如果瀋陽守軍下決心撤出東北的話，解放軍是

留不住的，甚至范漢杰集團都有機會搶在錦州合圍之前逃回關內。如此，毛澤

東的「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的戰略意圖根本就不可能得以實現。

所以，筆者認為，林彪在1948年春選擇打長春是諸多方案中相對最合理的

選擇。該方案充分反映了一個優秀的戰地指揮員睿智的頭腦。

5月24日清晨，長春戰役打響。翌日拂曉，激烈的戰鬥即宣告結束。一天下

來，解放軍就付出了傷亡二千餘人的代價。長春戰役失利充分暴露了當時解放

軍對堅固設防的大城市攻堅能力不強的弱點。回過頭來想一下，如果當時勞師

遠征，南下去攻打十五萬人防守，又有堅固防禦工事的錦州，其結果是不言而

喻的。

6月5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又電告毛澤東，建議用三至四個月時間對

長春進行較長期的圍困bn。6月7日，毛澤東回電：「基本上同意你們五日十九時

半來電⋯⋯，即用三個月至四個月時間攻克長春，並爭取殲滅援敵，待秋後再

攻承德或他處。」bo

二　第二次分歧

在東野對長春敵軍實行長久圍困的同時，關內解放軍各部相繼組織了豫東

戰役、晉中戰役、襄樊戰役等，共殲敵二十餘萬人。這些戰役的勝利，重創了

國民黨軍隊，迫使蔣介石將調至北寧路不久的國民黨第八、第九兩個軍又調回

徐州地區，以加強華東、中原戰場的兵力。全國戰爭發展形勢以及東北敵情的

變化促使林彪在1948年7月中旬有了南下作戰的意圖。

但是，林彪南下作戰的目標並未指向錦州。7月22日，林彪、羅榮桓、劉亞

樓在給軍委的電報中提出了一個更大膽的和富有想像力的計劃，即派兵圍攻大

同，將傅作義部隊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能各個擊滅敵人。毛澤東在7月30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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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電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否決了這一方案，依然主張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

戰bp。毛澤東否決林彪等作戰方案的主要理由是i立煌和范漢杰集團會協力「向

西援傅」。但是，如果按照毛澤東的方案去打錦州，i集團也有援錦的可能。所

以毛澤東的理由並不成立。

筆者認為，林彪等人的方案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如果東野趁傅作義部隊

救援大同、華北地區兵力空虛之時與華北解放軍配合，一舉拿下北平、天津

的話，東北國民黨軍將無路可撤，東北及華北的大片地區都將成為中共囊中

之物。

從8月起，毛澤東對林彪等東北局領導人的態度逐漸強硬了起來。8月12日，

毛澤東給東北局的電報這樣說道：「最近數日你們一連幾次來電均放在敵情上

面，⋯⋯對於北寧線上敵情的判斷，根據最近你們幾次電報看來，亦顯得甚為

輕率。」bq這封電報表明毛澤東已經極為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林彪等同意了毛

澤東南下攻錦的作戰方案。根據毛澤東9月7日電報的指示，林彪對戰略部署作

了調整。除少量部隊繼續奉命向長春方向佯動，造成攻打長春的假象之外，主

力部隊從9月10日起，夜行曉伏，有的步行，有的乘火車，開始向錦州、錦西方

向運動。

三　第三次分歧

儘管解放軍的聲東擊西戰術麻痹了i立煌，但蔣介石還是關注¿錦州。

1948年9月24日，蔣介石召集i立煌到南京開會，令i立煌由瀋陽出兵救援

錦州。

毛澤東在9月28日給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電報中指出：「i立煌赴寧與

蔣顧何會商，二十七日返沉，必是決定接出長春之敵和增援錦州之敵無疑。因

i如不接出長春之敵，則難向錦州增援。但接出長春之敵，估計需要十天左右

時間，向錦州增援又需要十天左右時間，故你們攻取義縣錦州錦西三點必須顧

及此種時間性。⋯⋯」br毛澤東認為瀋陽i立煌集團在救援錦州之前會先接出長

春守軍，匯合以後一同援錦，故此需要二十天時間。

蔣介石雖然沒有明令i立煌放棄長春而增援錦州，但實際上是要i立煌置

長春於不顧而直接增援錦州。特別是在10月1日解放軍攻克義縣以後，蔣介石感

到問題愈來愈嚴重，便於10月2日飛抵瀋陽，部署援錦事宜。蔣介石根據與傅作

義、i立煌商討的結果，組成東、西兩個兵團，具體部署如下：從關內急調第

十七兵團指揮第六十二軍、第三十九軍2個師、第九十二軍1個師及獨立第九十

五師，海運至葫蘆島，連同原在錦西地區的五十四軍和暫六十二師共11個師組

成「東進兵團」，由第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指揮，自錦西北上援錦；以瀋陽地

區新編第一、第三、第六軍和第七十一、第四十九軍主力共11個師另3個騎兵旅

組成「西進兵團」，由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指揮，自新民地區南下援錦。東西

兩兵團企圖南北對進，夾擊進攻錦州的東野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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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10月2日知道此敵情變化之後，立刻致電毛澤東。在電報中，林彪對

東野能否堵住國民黨「東進兵團」表示了擔心，並向軍委提出重新回頭打長春的

建議bs。林彪的擔心不無道理，正如他所說：「攻擊錦州最重要的保證，是要把

錦西方面的敵援軍擋住。據報葫蘆島方面又增加了五個師。我們的飯菜只夠請

一桌客，現在突然來了兩桌客人，兩錦相距約25公里，萬一堵不住敵人，攻錦

部隊就要受到很大威脅。」bt羅榮桓在分析林彪攻擊錦州的決心一度發生顧慮時

曾說：「因為錦西防禦陣地前沿與錦州敵人防守飛機場及女兒河之線相距不過三

十里。錦西敵人向我塔山攻擊時並可取得海軍之配合，同時還由於我們正在前

進途中，對錦州外圍及其縱深之工事強度還不很清楚。我們攻擊錦州之部署又

還未完全就緒，三縱及五師剛攻克義縣還未南下，從長春以南趕調上來之十七

師及坦克部隊還落在我們後面等等。」ck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按照原來之計劃

攻打錦州，就有違戰場指揮隨機應變的原則了。

而毛澤東則不顧此敵情變化，於10月3日向林彪等發了一封措辭極其嚴厲的

電報：「你們應利用長春之敵尚未出動、瀋陽之敵不敢單獨援錦的目前緊要時

機，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錦州，對此計劃不應再改。⋯⋯在五個月前（即四、五月

間），長春之敵本來好打，你們不敢打，在兩個月前（即七月間），長春之敵同樣

好打，你們又不敢打。現在攻錦部署業已完畢，錦西、灤縣線之第八第九兩軍

亦已調走，你們卻又因新五軍從山海關、九十五師從天津調至葫蘆島一項並不

很大的敵情變化，又不敢打錦州，又想回去打長春，我們認為這是很不妥當

的。」cl

在羅榮桓等人的勸說下，林彪同意遵照軍委的指示，攻打錦州的原定計劃

不變。至此，遼瀋戰役的戰略方針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完全確立了。

四　塔山阻擊戰成功的偶然性

在攻打錦州的同時，林彪最擔心攻錦部隊受到瀋陽和錦西、葫蘆島之敵夾

擊而處於被動地位。按照既定部署，東野四縱、十一縱cm及熱河兩個獨立師位於

打漁山、塔山和虹螺峴一線，阻擊來自錦西方向的「西進兵團」。

塔山這個在史書上鮮見的地名，由此因遼瀋戰役而載入了史冊。整個遼瀋

戰役成敗的關鍵，都聚焦在這個不知名的村落。塔山其實不是山，它是「北寧路

上錦州、錦西間的一個比較大的村子，距錦州三十公里，距錦西十公里。它雖

然沒有險要地形，但東面瀕海，西面是白台山、虹螺峴山，是敵軍由錦西增援

錦州的必經孔道」cn。塔山東靠大海，易受海上軍艦側射火力威脅。中間的塔山

村左右兩旁有8,000米的開闊地帶，基本上無險可守。左邊雖是略有起伏的丘陵

地帶，但最高點白台山也才不過是海拔261米co。就其地形而言，是一個易攻難

守的據點。從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國共兩軍在這M展開了殊死搏鬥。

擔任主要阻擊任務的四縱在接受任務前，即10月4日，還在興城附近召開全

縱第二屆士兵代表大會。接到阻擊命令後，於10月6日晚和7日夜進入指定位

整個遼瀋戰役成敗的

關鍵，都聚焦在塔

山。解放軍是以8個

師的兵力在幾乎無險

可守的局面下進行阻

援，而國民黨方面則

是以裝備精良的11個

師發動進攻。國軍不

僅在兵力上優於共

軍，而且火力方面更

佔有絕對優勢。



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置。十一縱則是10月8日才到達錦州城北的長寧山、台子溝、沙河營一線。這距

離國民黨軍10月10日拂曉的進攻時間已經不到兩天了cp。解放軍打的是阻擊戰，

塔山陸地周圍沒有樹木，所有建築用的木料、土石等都要從很遠處一點點扛

來。由於時間短促，加之沒有經驗，到10月10日戰鬥打響之時，解放軍所依託

的只不過是一個臨時性的野戰工事。

國民黨方面先後調至錦西、葫蘆島的部隊有華北的九十二軍（最後只來了

二十一師）、六十二軍、獨立九十五師，以及由煙台調來的三十九軍；再加上原

駐錦西的五十四軍和暫編六十二師，一共11個師的兵力。參加塔山戰鬥的還有

駐北平的國民黨空軍、海軍第三艦隊的三艘軍艦，包括國民黨最大的水面艦艇

重慶號cq。

解放軍是以8個師的兵力在幾乎無險可守的局面下進行阻援，而國民黨方面

則是以裝備精良的11個師發動進攻。國軍不僅在兵力上優於共軍，而且火力方

面更佔有絕對優勢。以國民黨軍當時的技術條件，進攻這樣的以土木結構為主

的陣地，可以先用遠程重炮、艦炮及航空火力對目標進行飽和轟擊，摧毀地面

工事，大量殺傷防守兵力，然後用重炮壓制敵方炮火，同時命令步兵在坦克的

掩護下衝鋒。坦克可以進行抵進射擊，逐一摧毀陣地上的火力點，然後反覆碾

壓破壞陣前的鐵絲網和其他障礙物，打開突破口。而步兵的山野炮則可以向解

放軍陣地後方進行阻斷射擊，打擊守軍增援部隊。從軍事技術角度來講，國民

黨軍完全可以在一天之內突破塔山防線，與錦州的守軍會合。

這是一個看起來非常輕而易舉的方案，但在國民黨軍進攻塔山的實際戰鬥

中，卻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國民黨軍的部署是第五十四軍第八師主攻塔山，第

六十二軍主攻白台山，五十四軍暫編第六十二師主攻鐵路橋頭堡。10月10日，

塔山阻擊戰打響。由於無險可守，國民黨軍十分輕視解放軍的防i力量，只用

各種美式火炮向塔山轟炸了半個小時就命令步兵向前衝鋒。由於炮火準備不充

分，塔山的陣地前仍留有大量地堡和鐵絲網。守軍依託這些殘餘工事，集中火

力，對貿然衝上來的國民黨步兵給予了迎頭痛擊。國民黨軍發起多次衝鋒，均

被擊退cr。

10月10日下午，國民黨戰地督察組組長羅奇帶獨立第九十五師從塘沽海運

到達葫蘆島，11日趕到塔山。獨立第九十五師號稱「趙子龍師」，戰鬥力極強，

在華北戰場上被稱為能攻能守的部隊。如果此援軍立即投入戰鬥，不給塔山守

軍以喘息之機，戰鬥的結果是不難想像的。但作為該師的前任師長，羅奇卻堅

持讓部隊休息一天，同時熟悉地形和敵情，然後一鼓作氣攻破守軍防線，以使

獨立九十五師搶得頭功。這種做法給守軍的休整提供了極其寶貴的一天時間，

陣地前原本已支離破碎的鹿寨、鐵絲網、地堡等障礙物也得到了修復。就在11日

這一天，國民黨第六十二軍一一五師四五三團在拂曉前曾以夜襲手段奪取了白

台山山麓二零七高地，但由於沒有後繼部隊增援，不到半個小時就被解放軍猛

烈反擊奪回cs。

10月13日拂曉，國民黨軍在數十門重炮和重慶號巡洋艦艦炮及空軍火力支

援下，以塔山為中心發動鉗型攻勢。獨立第九十五師和第八師分別向塔山和鐵

從戰鬥進程的實際情

況看，塔山阻擊戰的

成功確有很大的偶然

性：如果國民黨軍進

攻部署得當，如果獨

立第九十五師增援後

立即參戰，結果都會

完全不同。一旦國民

黨三大主力在錦州城

下會合，錦州就會變

成第二個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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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橋頭堡猛攻，第一五一師和第一五七師向白台山東南陣地進攻。獨立第九十五

師以「敢死隊」為先鋒，以整營整團為波次，向解放軍第二十八團堅守的塔山以

東陣地發起了九次波浪式衝擊。但他們面對的是已經修復好了的陣地。解放軍

雖遭受了重大傷亡，但依託工事仍然守住了陣地。此日，四縱共傷亡1,048人，

國民黨「東進兵團」傷亡1,245人ct。解放軍將領莫文驊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這一天〕是對塔山存亡有決定意義的驚天動地的一天。」dk

10月14日上午五時三十分，國民黨海軍的152毫米大炮及各軍、師炮兵集中

火力向塔山解放軍陣地猛轟。而同日，國民黨重慶號巡洋艦卻退出了戰鬥，使

國民黨軍的攻擊火力大打折扣dl。10月15日，就在塔山阻擊戰進入第六天的時候，

錦州被攻克了，這標誌¿塔山阻擊戰勝利結束，也意味¿國民黨軍救援錦州的

種種努力宣告失敗。

從戰鬥進程的實際情況看，塔山阻擊戰的成功確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國

民黨軍進攻部署得當，如果獨立第九十五師增援後立即參戰，結果都會完全不

同。一旦國民黨軍突破了塔山防線，「東進兵團」將成功地與錦州守軍會合，加

強錦州城防。同時廖耀湘的「西進兵團」將會更加積極地向錦州方向運動，從東

北側翼攻擊解放軍dm。而一旦國民黨三大主力在錦州城下會合，那麼錦州就會變

成第二個四平。在四平戰役中，解放軍雖遭受了巨大損失但尚可全身而退，但

這次可能連東野自身的安全都已經成了問題。那時，退出東北的將絕不是國民

黨軍。說得再遠一些，完整保存下來的東北國民黨軍將成為一支強大的戰略預

備隊，對此後淮海戰場和平津戰場的結果也將產生重大影響。如此，中國的歷

史軌Ø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重點進攻塔山，可以說是蔣介石抓住了解放軍浩大攻勢中的唯一致命弱

點。但在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這六天M，國軍士兵卻始終不能跨越共軍塔山

陣地前的鐵絲網。蔣介石輸掉了塔山也就輸掉了東北，進而也就斷送了他在中

國的統治。其實在東北戰場，他有相當的機會獲勝，但他手下那些將軍的拙劣

指揮葬送了這唯一的機會。

1948年10月15日，解放軍守住了塔山，攻克了錦州，進而也就佔領了整個

東北，為以後中共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從此以後，蔣介石政府在

全國範圍內的失敗已無法避免。

五　結語

綜觀整個遼瀋戰役，給筆者的感覺是毛澤東在和蔣介石進行一場豪賭，籌

碼就是錦州。如果毛澤東贏了，共產黨將奪取整個東北，進而為佔領全國贏得

更多的籌碼；如果輸掉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

毛澤東攻錦戰略的成功是由兩個條件保證的，一是瀋陽蔣軍出城西進援

錦，二是在敵援軍到達錦州之前攻佔錦州，這樣便可以回過頭在曠野中殲滅敵

援軍主力。二者缺一不可。這種戰略構想的優點在於一旦成功，解放軍將迅速

綜觀整個遼瀋戰役，

毛澤東是在和蔣介石

進行一場豪賭，籌碼

就是錦州。如果毛澤

東贏了，共產黨將奪

取整個東北，進而為

佔領全國贏得更多的

籌碼。如果說林彪是

穩扎穩打、步步為營

的話，毛澤東則是下

了一`不必要的險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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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之上。

針對毛澤東的戰略構想，國民黨軍可以採取兩種策略。積極一點的策略是

蔣介石提出的東西對進以解錦州之圍。如果廖耀湘的「西進兵團」更積極一點，

如果「東進兵團」的將軍指揮得當，則國軍士兵應該能夠輕而易舉地突破解放軍

的塔山防線。如此，蔣介石的設想即能實現。消極一點的策略就是，瀋陽i立

煌集團趁東北解放軍主力南下的時候接應長春守軍突圍，兩軍會合後一同退往

營口，從營口經海路撤往關內dn。這樣國民黨可以保存四十萬人以上的精銳部

隊。無論採取哪一種策略，中共中央在1948年2月7日擬定的「封閉蔣軍在東北加

以各個殲滅」的戰略方針都將難以實現。

會下圍棋的人都知道，當局面佔優的時候，是不會輕易釋放勝負手的，只

有在局面不利、敗勢已顯的情況下才會放手一搏，其結果往往不是大勝就是大

敗。在戰場上也是如此。但是戰場上的大敗則意味¿成千上萬的己方官兵白白

送命。解放軍在東北戰場已經處於戰略優勢，大可不必冒如此風險而急於求

成。在遼瀋戰役中，如果說林彪是想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話，毛澤東則是下

了一¿不必要的險棋。

退一步講，即使打錦州在戰略上可行，但當發現敵情有變，危險陡增時，

也應及時改變策略。一個優秀的指揮官需要善於根據戰場上各種情況的變化做

出自己的決定。林彪2月10日提議打長春，7月22日提出打北平、天津，以及10月

2日建議打錦州慎行等，都體現了他用兵機動靈活、別具一格的特點。毛澤東是

偉大的軍事家、戰略家，這一點不能否認；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在遼瀋戰

役打錦州這個問題上，從1948年2月至10月大半年的時間M，毛澤東不顧敵情變

化，始終把戰略重點放在錦州，則未免顯得呆板了。

國共內戰到1948年已經進入到了第三個年頭，這三年以來的巨大勝利使得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威望極高，地位極其穩固。廣大幹部群眾都普遍認為只要

跟¿毛主席，就是走向勝利的保障。這種情緒也影響了毛澤東本人，比如，毛

澤東在1948年9月為中央軍委給東野的電報中這樣寫道：「我們準備五年左右（從

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是具有可能的。只要我們每年殲滅

國民黨正規軍一百個旅左右，五年殲敵五百個旅左右，就能達到此項目

的。⋯⋯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們希望能殲敵正規軍一百十五個旅左右。此

數分配於各野戰軍和各兵團。」do毛澤東在戰鬥還沒有打響甚至在還沒有具體的

作戰計劃之前，就把殲敵數當作一項硬性指標規定下來，並作為任務分配到下

屬部隊中去，這在古今中外的兵家中都是從未有過的事。這也使筆者聯想到了

大躍進時期提出的「三年超英，五年趕美」的口號。

故此，筆者認為毛澤東在東北戰場上或多或少地犯了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

的錯誤。錯誤的根源在於內戰以來解放軍所取得的重大勝利，這些勝利足以使

一個偉人的心態失衡。毛澤東的這種心態在1949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建設過程中

也有所體現，並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毛澤東在戰鬥還沒有

打響甚至在還沒有具

體的作戰計劃之前，

就把殲敵數當作一項

硬性指標規定下來，

作為任務分配到下屬

部隊中去，這在古今

中外的兵家中都是從

未有過的事。



毛澤東的戰略 63
決策最英明？

註釋
1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

員會、《遼瀋決戰》編審小組編：《遼瀋決戰》，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頁108-14；李建國：《遼瀋戰役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174-220

等。

2 當解放軍南下攻錦時，在營口附近的唯一一個縱隊——四縱也開赴到了錦州附

近，並參加了著名的塔山阻擊戰，遼南已經沒有解放軍的主力部隊了。參見廖耀

湘：〈遼西戰役紀實〉，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遼

瀋戰役親歷記》編審組編：《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北京：中國文

史出版社，1985），頁158。

39bobpbq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

集》，第四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91；455；

479；548；563-64。

4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遼瀋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

社，1993），頁51。

57bkco　參見韓先楚：〈東北戰場與遼瀋戰役〉，載《遼瀋決戰》，上冊，頁109-10；

111；111；124。

6 參見田玄：《遼瀋戰役實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249。

8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455，註2。

bl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載《遼瀋戰役親歷記》，頁9。

bm 參見廖耀湘：〈遼西戰役紀實〉，頁158。

bn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四卷，頁481，註2。

brcldo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

第五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28；35；1。

bs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頁36，註2。

bt 參見尹健：〈「戰錦方為大問題」——遼瀋戰役中的羅榮桓同志〉，載《羅榮桓傳》

編寫組編：《回憶羅榮桓》（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532-33。

ck 羅榮桓：《羅榮桓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748。

cm 根據1948年8月的統計，四縱共有40,637人，十一縱有29,668人，兩支部隊的

重武器都極為缺乏，特別是十一縱，由於是新組建的部隊，僅有山炮9門。參見

〈東北人民解放軍1948年8月最後戰役前實力統計表〉，載東北軍區司令部編：《東北

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未刊。

cndk　莫文驊：〈英雄塔山〉，載《遼瀋決戰》，上冊，頁366；380。

cp 參見李建國：《遼瀋戰役研究》，頁251。

cq 參見侯鏡如：〈第十七兵團援錦失敗經過〉，載《遼瀋戰役親歷記》，頁241、

244。

cr 參見侯鏡如：〈第十七兵團援錦失敗經過〉，頁246；林偉儔：〈塔山作戰紀要〉，

載《遼瀋戰役親歷記》，頁257。

cs 林偉儔：〈塔山作戰紀要〉，頁259。

ct 參見王渺生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四卷（北京：軍事科學

出版社，1997），頁154。

dl 參見惠德安：〈國民黨軍在葫蘆島作戰側記〉，載《遼瀋戰役親歷記》，頁288。

dm 廖耀湘兵團這時已經攻佔了彰武，切斷了解放軍的補給線。

dn 美軍在青島有海軍基地，以美蔣當時的海軍能力是完全有機會在短時間內將幾

十萬大軍接出東北的。

肖　瑜　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04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