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

李吉荪

　　发生在 1937年 12 月间的南京保卫战历来被视为“明知其不

可为而为之”。半个世纪以来,中外战史,两岸文章,提法相同, 未闻

异议。然“明知其不可为”的内涵究竟如何,值得作探索。南京战役

的形成与淞沪“八·一四”陆海空军全面出击这一战略行为,有着

直接关连,而淞沪出击又受抗日总战略所制约。故而必须将南京战

役置于当年抗战总的战略背景中加以研究。

对日作战采持久战略,“拖”的战术

早在 1922年, 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观察国际形势, 即判定

日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他并预策御敌方略。他在《军国主义衰亡

与中国》一文中说:
我亻齐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 我持

之以久, 使之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 我亻齐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

时有力无用处。¹

吴相湘还曾借用一段趣闻描述蒋百里的抗日作战的构思,特

引录以助史兴:
民国十二年五月, 方震旋与湖南吊孝代表龚浩北上, 火车经过徐州

时, 方震忽然对龚浩说:“将来对日作战, 津浦、京汉两铁路线必然被敌

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即洛阳、襄阳、衡阳。”可见方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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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念念不忘国防方针, 而日本是假想敌是方震多年的认识。¹

蒋百里已预见中日必大战, 抗战的根据地应设在三阳。决战将

在平汉、粤汉铁路以西。蒋继承古典兵法, 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必然

采用“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我则应事事与之相反, 进行“彼第一,

我第二”的“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相机予以打击。战力预置华

东,引敌由东向西,轴向攻防。

蒋百里的对日作战战术主张归纳为一个“拖”字。1937年夏,

蒋百里会晤其老友钱均甫时说:
感谢我们的祖先, 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

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 拖到东西战场合流, 我们转弱为强, 把敌人

拖垮而已。º

指挥南京保卫战的唐生智是具体贯彻了蒋百里的“事事与之

相反”、“持久战”、“拖的哲学”等方针、策略, 策划将日军由东往西

拖的主要人物。

唐生智“一二八”以后曾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训练总监

部总监等职。在抗日战备实施过程中,军委会秘密设置的执行部,

其职能之一是总揽国防工事。唐生智将京沪杭由东往西分成四道

防线。此方案唐先与蒋百里详细研究后,呈蒋介石核定。唐记述为:
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

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为第四线。同时各战线部队应预先有

准备, 假如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时,即第一线上海、

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 并在那里准备阵地, 以后

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 以作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准备。当时执行

部按照我的意见构成各线工事的。»

此乃蒋百里“退却机动”的具体运用。蒋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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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中华书局 1961年版,第 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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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相湘:《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蒋方震》,载《民国人物列传》,台湾传记文学社 1986

年版,第 347页。



这种有计划的退却,务必利用地形的障碍而抵抗,此行为, 在德国

教令内称为“退却机动”。¹

这个预筑工事、先部署远后方, 在浙西、皖南准备新阵地的计

划,将日军由东往西拖的方向明确。

1935年秋, 苏浙三道国防工事峻工后, 唐生智制定秋季大演

习计划,担任大演习参谋长。此战前唯一使用两万人的大演习,正

是按照蒋百里的“事事与之相反”的唯一制胜的法则,避开北方平

原作战之不利,选定南方水田池沼,我军先作适应,预想敌军由东

而来、由海上来的演习。蒋百里在《机动兵团之组织》中有所提示:
大机动性部队宜于北方平原地, 不能使用于南方地及水田地。为使

人马习惯预想战场之地形、天候, 其平时训练地点,最好在预想战场邻

近地点选定之。º

1935年 12月 6日,唐生智在大演习总监蒋介石讲话后,即作

演习讲评,阐述了选择此演习地点的原因:
演习地形足以代表大部国境之地形, 其特性为稻田地, 横亘平形之

河川障碍, 山坡高峻,能通过车辆兼有相当坚固桥梁之道路甚少。»

唐设想占有机械化部队优势的日军,很难通过“不满公尺之稻

田堤埂”,以及水塘、河流(缺少坚固而足宽的小桥)。我军可充分利

用此类地形对敌作战,先作适应,亦事事与之相反,方能转化其优

势为劣势。¼

重兵置淞沪,轴向攻防

从档案资料中查证出, 蒋百里是参与了 1937年抗日初期战斗

序列的安排并参与制定早期作战计划。他是主张将重兵预置淞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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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李吉荪:《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第 253—257页。

李吉荪:《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3年出版,第 150—

152页。

蒋百里:《机动兵团之组织》,载《蒋百里抗战论文集》下辑,第 172页。

蒋百里:《军国主义衰亡与中国》,载《蒋百里抗战论文集》下辑,第 146页。



轴向攻防,将日军由东往西拖,这一战略行动的设计者之一。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统帅部会议汇报记录》中,记有民国 26

年 7月 21日下午 9时举行第 11次会议,会议由何应钦、唐生智主

持,有熊式辉、刘光、谭道平等人出席。记录:
(三)作战计划之研究。¹蒋百里先生之意见(呈委座函之原文)。º

军委会所拟战斗序列已奉委座核定并改正。»尚有细部须加检讨……

遵委座修正各点, 参照蒋百里意见重加检讨与修正。¹

以上所提作战计划,即 8月 7日提交国防会议讨论后, 8月 20

日颁布的《大本营训令(令字第一号)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等

件。º 其所提战斗序列, 则是 7月中旬由刘光起草的战斗序列。»

这几个经过蒋百里提有意见的文件, 明确规定应以“持久战”

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对一、二、

三战区具体要求可概括为:

第一战区是“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以吸引敌人之

主力”, “俾我第二、第三战区之作战, 得以从容展布”佯攻也。

第二战区是固守称之为“进出之轴心”“生命线”的通道,即训

令中所指“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 使其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

方面之敌受到牵制而不敢冒险南下。

在研究作战计划时,第三战区尚未与日军交战, 但战略目的明

确,措辞坚决,训令归纳为:“迅速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 陆海军及

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 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对。”参照 7

月中旬留下的战斗序列草稿,主力集中于第三方面军(苏浙方面) ,

方面军司令长官、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内定唐生智,后委任冯玉祥,

辖张治中、张发奎、刘建绪, 谷正伦等四个集团军和海空炮兵之精

华,实为当年国民革命军精锐部队的集中使用。从中亦可见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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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唐生智早已在拟定、讨论战斗序列时,将重兵列于淞沪出击,且

限定第一线兵团在 7月底到达。

上述几条, 均可以提示, 有蒋百里参加, 由唐生智主持, 按照

“持久战”的战略目的, 在抗战初期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和“战斗序

列”,已勾画出淞沪出击,将日军由东往西拖的作战蓝图。

南京非战之地,古往今来,未曾有背靠大江,面向苏南平原,以

守势作战而能成功之战例。何况现代战争, 南京必然处于立体包围

之中。兵法称之为“绝地”、“死地”。故尔在 1937年 11月 5日前,

中日双方均无计划拟组织南京战役。

“八·一四”以后, 日军犯兵家所忌,多次增兵上海,自至淞沪,

寻求决战,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向华东,妄图歼我主力,早日“结束中

国事变”。我则为化解北方平原作战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利的因

素,转劣势为优势,避免中央军北上之疲,集重兵于淞沪, 造就以逸

待劳,后发制人,引敌由东向西, 轴向攻防的形势。只因战局在运动

中突变,从华北战场和日本本土抽调来的日军第六师团和国琦旅

团等 10余万人组成第十集团军,乘我军换防之际,从杭州湾登陆

大迂回,战局突变,军情危急。如何应对此大失误,需要以变应变。

统帅部立即决定, 继续引敌由东向西, 轴向攻防。主力仍向浙

西、皖南转移,准备新阵地以迎敌。但此偷袭迂回之敌与从华北抽

来之敌第六师团在白茆口登陆, 形成对上海的合围。几十万中国军

队如何撤出, 又只能随战斗发展而变。蒋纬国在主编抗日战争历史

巨著《抗日御侮》一书时,在第八章中采用了“谅军事委员会,必有

预定之指导腹案”,点出主题,伏下一笔:
在淞沪会战时,对敏感 战区之指导为“集中主力于华东方面,攻击

淞沪之敌”,如攻击不成功应采取何种行动, 当时并无指示, 谅军事委员

会, 必有预定之指导腹稿。如何时改为守势,何时转为逐次抵抗等种种

行动方案。惟此项方案之实施,应视尔后登陆之敌兵力究有若干,虽可

加以研制, 仍不能过早作主观的确定, 必基于“持久战略, 以空间换取时

间, 诱敌主力于该方面”之构想, 于战况发展到适当时机 ,而将腹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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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争取次一步行动。试观第三战区之“围攻计划”、“守势作战计划”、

“逐次抵抗作战计划”等, 均系依赖军事委员会之指导而拟订,显见军事

委员会对此早有指导腹案(备用计划)。¹

从事后看, 中国统帅部预先安排南京防守,贯彻了由东向西

拖、轴向攻防的战略方针。

南京战役,掩护退却

南京战役的形成, 既受“持久战”总战略方针所制约, 又是由淞

沪围攻之战情运动而直接促成。故尔往西拖大方向不能变,为争取

时间, 掩护主力西撤浙西、皖南,明知南京非战之地, 也只得“明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组织南京战役,故尔对外宣传是“死守南京”,摆

开决战架势。而蒋介石在 11月 28日对高层宣讲则是“南京战略,

盼能固守两周以上”。º唐生智则对蒋承诺:“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三者似乎矛盾, 实则异曲同工。谭

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一书,对南京战役的形成,确定过程及其战

略目的等作有论说。笔者认为谭书行文谨慎,甚近史实。

谭道平, 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科长。他官职不高,

但自从何应钦 7月 11日组织“卢沟桥事变后统帅部汇报会”以后,

历时两月,场场会议,谭均出席, 记录本上常最后列名。他亲历抗日

战略、淞沪出击与南京之战。其所著书于 1946年 5月由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核准刊行。该书说:
南京卫戍战争, 为我中华民族神圣抗战史之著名战役, 牺牲重大,

战斗惨烈, 旷古之所无有,中外之所震惊。而于战略、政略 ,成就尤钜。顾

事实真相, 经过始末,以时日已久, 亦渐趋烟没。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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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谭道平著:《南京卫戍战史话》序,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 1946年版。
唐生智:《1931至 1949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前引书,第 47页。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3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年版,第
73页。

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 5)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8年版,第 290页。



谭书详细述说了唐生智与蒋介石商定组织南京战役的时间、

用意与心情。参证其他史料,笔者以为此记载较准确,合乎研究作

战之情理。

( 1937 年 11 月)八日晚,遄回南京……九日晚上, 我去晋见执行部

主任唐生智将军, 把整理的视察报告呈出……唐生智肃然地说道:

“……战争形势已经起了变化, 我们业经决定放弃上海,往后,战争是将

降临我们门口, 南京是我们的首都, 我们不能轻易地把他奉送给敌人,

保卫的责任, 现在毫无迟疑的, 要我们来担负……我向大家说明, 我们

不能辞卸这一个责任! 保卫首都!”

·
在
·
散
·
会
·
以
·
后, 才知道唐将军

·
当
·
时 (两处重点为笔者所加)已向委员

长报告过, 愿意接受守卫首都的责任。可是, 我们也得了解,唐将军并非

不知道南京是不可守,只是南京是我们的首都, 我们不可随便放弃, 他

得到了委员长的允诺后, 所以用着断然的坚决态度来坚定我们的心理,

使我们树立起守城的信心。¹

谭道平是亲历者, 了解抗日初期战略部署, 直接写出了南京战

役的政略和战略目的, 道出其意义:
南京的守城战是中外人士观瞻所在, 富有政略的意义。在战略上看

来, 也可以吸引追击的敌人向南京前进, 使从上海撤下来的五、六十个

师, 至少也可以减轻一些压迫,得到转进喘息的时间。º

同时, 我们要知道上海战争退下来时, 我们尚有百万大军, 等待重

行编配, 而敌人却正欲以闪电的姿态来跟踪追击, 以消灭我们的作战主

力, 所以, 我们备战首都的决心与行动, 却吸住敌人四个师团以上的雄

猛力量。换句话说:南京卫戍战的另一伟大意义, 是在掩护我上海大军

得以安然地向浙皖地区退却, 而自身却不得不忍受战争的一切痛楚。»

谭道平也和蒋百里及南京战役组织者和亲历者唐生智、郭岐

等一样,在早年就留下了对战役肯定的战评:
我们在南京卫戍战争中得以遵照正确的战略路线发展, 于是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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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第 45页。



就了敌人的不幸。他们第一个判断错误,便是以为上海战后的决定性战

争, 便是南京,而在南京的决定性战争中, 中国必然地屈膝求降,订盟城

下。他们迷恋于战争的可以迅速结束,胜负可以立刻决定。然而,事实却

粉碎了他们的幻梦,一部分兵力被消耗了, 数万雄师被牵制着, 他们不

能速战速决, 也不能速和速结。等到南京攻下,他们又动摇于希特勒的

劝告与及德使陶德曼的奔波,而按兵不动。这样, 使我们得以安然于第

二线的布置, 以及武汉三镇保卫战的能有充分准备。从此, 他们的泥足,

是更深地陷入了下去, 以至今日的无条件投降。¹

至于南京战役组织与指挥者唐生智是如何评述的呢? 唐说:

“对于上海、南京战事的计划,我同他(蒋百里)谈过,他提了些意

见。”“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我

认为守南京主要的目的还是争取一些时间,使才撤下来的部队得

以休整和准备, 而不单纯从南京是首都或中山陵园所在地来考

虑。º”

由上述可知, 南京非战之地;南京战役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

之”。南京战役在11月5日以前,中日双方均未列入组织战役的计

划。南京战役是受“持久战”总战略所制约,它是为了争取时间,掩

护从上海撤下来的军队转移整补,和下一步作战的布置。
(作者单位: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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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唐生智:前引书,第 43页。
谭道平:《南京卫戍战史话》,第 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