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湖南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

地位、作用及影响

石柏林

　　从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来看, 日军在相持阶段中尽管使用重

兵在华北敌占区“扫荡”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巩固其所谓“兵

站基地” ,但仍然没有放松对正面战场的压力, 对正面战场进行

军事进攻,在整个相持阶段中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湖南战场是相持

阶段正面战场的一个主要战场。探讨一下湖南战场在抗日战争中

的地位、作用及影响, 对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将会有所帮

助。

一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虽然已经拿不出庞大的兵团

来进行全面的战略进攻,但它仍然在正面战场部署了相当数量的

兵力,保持继续深入作战的战略态势,保持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压

迫。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战略压迫态势,在地域上是广大的,攻击势

头是多方向的。日军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都曾发动过攻

势。但在这众多进攻中,日军的哪一个进攻方向、哪一个战场是主

要的?

　　我个人认为, 日军进攻的方向虽多,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地域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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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但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抗击地带却集中

在华中及其南部地区, 即以湖南为主体包括湖北、江西各一部分的

第九战区( 1940年初从第九战区划分出第六战区)。由于第九战区

是以湖南省为主体,因此,第九战区也可称作湖南战场。也就是说,

湖南战场即是相持阶段的正面主要战场。

　　湖南战场之所以成为相持阶段的正面主要战场,这是由于中

日双方均把主力置于这一战略要地的缘故。

　　首先,从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看, 日军占领武汉后, 虽然先攻

南昌,再打南宁,然后又占领宜昌,甚至对西安方面也蠢蠢欲动,但

这些都只是某种暂时行动, 其主要攻击方向却始终指向湖南方面,

保持着对湖南的南北夹击态势。日军攻占武汉后调整兵力的情况

证实了这一点。从 1938年 10月开始,到 1939年 12月, 日军逐渐

调整在华兵力。其兵力配置状况是:华北方面以及长江中下游京沪

杭地区,是日军的所谓“治安区”,分别以重兵防守。华北方面配置

9个师团、12 个独立旅团,长江中下游及京沪杭地区配置 4个师

团、4个独立旅团;华中武汉地区和华南广东方面, 是日军的作战

地区, 武汉地区配备机动作战部队为 6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 广

东方面配备机动作战部队为 4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当时,日军

在华兵力(不包括东北地区)总计为 33个师团(独立旅团以 2个折

合 1个师团计算)。在日军总兵力中,华北治安区约占 45% ,长江

中下游治安区约占 19%, 武汉广东两个作战地区约占 36%。 日

军的兵力配置状况表明,它大约用了三分之一强的兵力对湖南方

面保持着南北夹击态势。

　　日军的兵力, 是根据日军对华作战指导方针进行部署的。1938

年冬,日军所确定的对华作战“指导方针”为:“确保占领地域, 促进

其安定,以坚定长期围攻态势, 努力压制残存之抗日势力, 使其衰

亡。”“配置有力之作战军于武汉地方, 牵制湖北、湖南及江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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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国军; 又留置最小限度之兵力于广东地方,以遮断其国际补

给”,“适时对猬集之中国军施行攻击”。日本认为:“对被压缩中之

国民政府,如放任不顾,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

使其崩溃, 因之,有实行一部作战之必要。” 日军的这种意图,在

豫湘桂战役前一直没有改变。如 1939年 9月日军新设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时, 大本营对其下达命令时仍然指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应“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企图”。 1940年

底, 日军大本营制定《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指示中国派遣

军:“战略指导的要点在于, 在以治安为主的地区更加彻底地确保

治安; 在优势的敌人正规军聚集的地区,不断地积极地进行作战,

摧毁及消耗敌人的抗战力。” 根据大本营这种作战“指导纲要”,

中国派遣军就把摧毁中国正规军的重点放在湖南方面, 因而构成

了武汉、广东两面夹击湖南的兵力部署。

　　其次,从中国方面看,国民政府军防御和兵力配备的重点亦在

湖南方面。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所造成的南北夹击态势,预示了

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日军进攻的重心将在第九战区。针对日军的攻

击势头,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防御部署及兵力配备,亦将第九战区作

为重心。蒋介石派其心腹大将陈诚出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到任

前由薛岳代理其职并兼任湖南省主席。1939年1—3月, 蒋介石调

整各战区兵力。在全国 10个战区中,兵力分配状况是:第一战区,

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第二战区, 32 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第

三战区, 22个步兵师;第四战区, 18个步兵师; 第五战区, 34个步

兵师、1个骑兵师;第八战区, 6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第九战区,

52个步兵师;第十战区, 10个步兵师;苏鲁地区, 7个步兵师;冀察

战区, 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总计各战区兵力共有 200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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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战区中, 第九战区兵力最多, 约占全国各战区总兵力的 1/ 4

强。可见,军委会是将正面战场的重心摆在湖南方面的。

　　军委会置重兵于第九战区, 也是有原因的。日军侵占沪杭及广

州后, 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使中国海上交通完全断

绝。于是,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取外援的交通命脉。当时,日军企

图进攻缅北, 切断这条交通线,完全孤立中国;同时, 日军亦想沿湘

桂路进入中国西南各省,一面配合缅北日军控制滇缅公路,一面直

捣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蒋介石对日军的这种意图是清楚的。1941

年 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对各战区下达的“作战指导大纲”中说:日

军“除进攻我陪都,截断滇缅路, 有深入作战价值外, 其他方面无深

入作战之可能”。因此, 军委会指出:“国家以总反攻求决胜之目的,

应巩固陪都为全般作战核心, 确保滇缅路交通,以利我国战略形

势。” 从当时的形势看,拱卫陪都,重要莫过于湖南。湖南省会长

沙和湘南重镇衡阳都是通向西南各省的门户和锁钥。有人称长沙

为“湖南襟要”之地, “指顾伸缩, 皆足有为, 南出则连韶之项背可

拊,东顾则漳赣之肘腋可挟,西下则黔巫之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

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欲向北者,不得长沙,则马首无所托”。

军委会对长沙、衡阳的重要性早已看出。军委会曾经指出:“长沙、

衡阳乃江南心膂, 交通枢纽。敌如攻略该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状

态, 不仅“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 而且“有助于其尔后之南

进”。 因此,确保湖南,就等于守住了通往西南各省的大门;如果

湖南不保,中国赖以抗战的后方基地——西南各省亦将不保, 中国

的抗战就难以持续下去。所以, 军委会将重兵配置在第九战区,以

便阻挡日军对湖南的攻击。

　　再次,从实际战况来看,湖南战场也是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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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战场。从欧战爆发后的第一次长沙战役( 1939年9月 14日至 10

月 14日)开始, 湖南战场先后经历了第二次长沙战役( 1941 年 9

月 6日至 10月 10 日)、第三次长沙战役( 1941 年 12月 24 日至

1942 年 1 月 5 日) 以及豫湘桂战役的前哨战役——常德战役

( 1943年 11月至 12月)和豫湘桂战役的主体战役——长衡战役

( 1944年 6月至 8月) ,到湘西会战( 1945年 4月 15日至 5 月 16

日)为止,湖南战场一共进行了6次重大战役。这 6次战役,基本上

都是在相持阶段进行的。整个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如果从第一次

长沙战役相持阶段实际到来算起,较大规模的战役共有 12次(第

一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

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

桂会战、湘西会战) ,而发生在湖南战场的就有 6次, 占总战役次数

的一半。并且,湖南战场所进行的诸次战役,其规模一般都比较大。

下面是湖南战场 6次重大战役中中日双方参战及伤亡人数统

计:

战役名称 日军参战人数 日军死伤人数 国民党军队参战人数国民党军死伤人数

第一次长沙战役 近 10万人 3600人 约 30万人 3万多人

第二次长沙战役 近 12万人 7000多人 约 50万人 10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战役 5—6万人 5500人 约 25万人 2万多人

常德战役 约 10万人 近万人 约 43万人 6万多人

长衡战役 15—17万人 约 5万人 30—40万人 9万多人

湘西战役 7万人左右 2万余人 约 20万人 约 2万人

　　根据上表来看,湖南战场的 6次战役中,中国总共投入兵力约

计 200余万, 死伤 30余万;日军投入的总兵力约计 50 万, 死伤近

10万。中日双方投入湖南战场的兵力占各自总兵力的70—80%左

右。这种情况表明,湖南战场是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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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相持阶段正面主要战场的湖南战场,从武汉失守到 1944

年夏秋之际日军攻占湖南, 敌我相持时间长达 6年之久。6年内,

湖南战场的军事活动,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都产生了重大作用和深刻影响。

　　首先,湖南战场的抗战活动对全国的抗战情绪影响较大。湖南

战场取胜,即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

华民族虽经举国抗战, 但通过一年时间的军事较量, 中国方面显居

劣势。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尽管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设置了战略防

御体系,在江南也组成了以京沪为中心的防御体系, 结果不到半年

就被日军先后击垮了。1938年上半年,经过徐州会战,也没能阻止

日军夺取武汉的攻势。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形势更加严峻。然而,

第一次长沙战役“湘北大捷”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报争相登载, 立即

造成了全国欢腾的局面。1939年 10月 6日,日军退出湘北,重庆

便整天爆竹不绝。因时值“双十”节,有人即以“双十重庆庆重庆”的

对联以示庆贺。 湘北打了胜仗,全国人民高兴,蒋介石也高兴。他

在南岳党政军联席会议上说:“湘北打了胜仗,捷电传出, 大家心理

为之一变”, “国内外一般人心理极感兴奋,自信心格外坚定,与上

月底的情形, 可以说是完全两样。” 湘北战役的胜利,不仅坚定了

大后方人民的抗战信念 , 而且鼓舞了敌后人民群众的抗战胜利信

心。中共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指出: “湘北战役的胜利, 清楚

地告诉了我们: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条件下,我们不

仅能获取战役上的极大胜利,而且能够奠定准备战役反攻,争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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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胜利的坚固基础。”“在全中国前线上与敌浴血抗战的数百万将

士以及全体人民”坚信:“中华民族必能获得最后解放”,“他们的英

勇行动,就是胜利信心的最好铁证。” 湖南战场失利,也沮丧了全

国的士气民心,如 1944年日本一号作战进攻,长衡失守, 全国上下

一片怨恨,对国民政府领导抗战获胜失去了信心。

　　其次,湖南战场的抗战活动提高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中的地位。1941年底,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为世

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组成部分,因而湖南战场的战况也与世界战场

有联系。第三次长沙战役正是在同盟国战场失利之时取得胜利的,

因此它引起了同盟各国的格外关注。伦敦《泰晤士报》对第三次长

沙战役发表社论道:“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

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每日电讯报》亦评论说:“际此远东阴雾密

布中, 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英国掌玺大臣阿里特

1942年 1月 9日在下院发表演说时就这样讲过:“长沙一役之胜

利,为中国军队未来胜利之预兆。”! 美国陆军部也给予高度评价:

“对中国和盟友们来说,长沙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地名。”∀ 湖南战场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影响空前扩大了。中国方面评述说:“因世

界的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战争,是以太平洋战争为主, 太平洋战争是

以中国抗战为主, 中国抗战是以某战区(指第九战区)为主,而某战

区的第一线, 就是新墙河。新墙河,虽是一条小河,可是, 新墙河确

是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的重点”。#这种评述虽有渲染之气

氛,但它表明湖南战场的影响确实扩大了。从第三次长沙战役胜利

后的情况综合来看,“不仅友邦舆论, 对我纷纷加以揄扬, 而且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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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均一致予以好评。大致分析起来: (一)称赞我战斗力的坚强与

战略的成功; (二)赞扬长沙战局对同盟国的巨大帮助; (三)断言中

国最后有驱逐日寇于国境以外的可能; (四)认定中国为亚洲的领

导者”。 关于第三次长沙战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和作

用问题,《新华日报》也发表评论说:“敌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后, 同时

进攻湘北,这在政治上是想表示它既可海上进攻英美,也可同时在

陆地进攻中国,以炫耀其兵力之盛,以打击我 ABCD 联合⋯⋯我

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 有效

击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 有着伟大的中华民

族的抗日生力军,有决心、有实力, 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

候,同时进攻中国。”“它配合了友邦作战,使盟军在香港陷落、马尼

拉失守、马来亚危急之际,有着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以鼓舞友邦,以

打击敌人。”“同时,并与今日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上, 有着伟大

的苏联军民的主力军, 胜利的打击希特勒匪军, 鼓舞全世界反法西

斯的斗争, 遥相呼应。所以, 此次长沙之捷, 是有着国际意义

的。” 

　　湖南战场的抗战活动, 也对敌后战场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

大及大后方的经济建设有重大影响。

　　首先,湖南战场牵制了日军部分兵力, 使日军不能用全部力量

“扫荡”敌后战场的人民抗日力量。据日军华北方面军 1940年底

称,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0. 37人。如果以华北占

领区兵力密度为 1 的话, 武汉地区则为 9, 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

3. 5,华南广东方面为 3. 9。! 这一情况表明,日军用来对湖南方面

保持夹击态势的兵力密度远比华北要高, 它说明湖南方面牵制的

日军兵力在数量上是不少的。1941年和 1942年,日军集中力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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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扫荡。但从 1943年开

始,日军被迫改变“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

灭中共”的计划, 将部分日军从华北转调武汉地区,加强了对湖南

方面的压力。因此,从 1943年开始, “冀南、冀中、冀东各解放区工

作开始恢复, 华北各解放区转到新的扩张时期, 也即是开始了解放

区抗战的第三个时期”。 由于 1943年至 1944年日军的主要攻击

目标指向湖南,并发动常德、长衡战役, 这就减轻了敌后战场的压

力,这是敌后根据地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以前

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意到敌后战场牵制日军兵力、减轻正面战

场压力的一面,而忽视了正面战场吸引日军、减轻敌后战场压力的

一面。我认为,正面战场,尤其是湖南战场吸引了日军大量兵力,减

轻了敌后战场的压力。在敌后抗日最困难的 1941—1942 年两年

中,日军仍然在湖南战场发动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 使用兵力

约近 20万。华北日军尽管一再请求增援, 中国派遣军总部还是不

敢在武汉地区抽调太多的兵力。实际上,除了刚从第十三军转调过

来的第十七师团外,仅仅抽调了一个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国民党

军队屯兵湖南战场,使日军不敢抽调主力增援华北方面。如果武汉

地区日军主力增援华北,敌后根据地就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其次,湖南战场的抗战活动,保障了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对中

国持久抗战也作出了贡献。湖南战场的持久抗战,使后方保持了一

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争取到了 6年时间进行经济建设,后方经济有

了较大的发展。西南各省,战前工业基础薄弱。1937年至 1939年

内迁工厂 400多家, 大部分分布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

地。1942年, 后方工厂发展到 3758家, 其中川湘桂滇黔等省即占

总数的 70%以上。1945年,后方工厂已经达到约 6000家 ,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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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各种厂矿,基本上能够供给抗战的各种需要,其中还有一些矿

产能够出口换取战略物资。同时,湖南战场的抗战, 一再打退了日

军的进攻,使湖南长时间地控制在中国自己手中,湖南的丰饶物产

得以支援中国抗战。湖南是一个农业省份, 粮食生产在全国占有重

要的地位。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湖南是中国稻米产区中产量既

大又能大量输出的唯一区域”,它担负着“供给湘鄂两个战区数十

万部队的军粮,和鄂西、川东、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几千万人口的

民食 ”。桂林《扫荡报》曾以广西为例,分析湖南省对抗战的贡献:

“广西地本贫瘠, 战时又频添许多外省人口,不能自给, 事更显然。

今日旅居桂林或桂东各地的偌大人口,地理上虽是寄身于广西,经

济上实大体托命于湖南。我们在桂林日常需用的油类、米粮、猪肉、

鸡蛋,乃至水果蔬菜,一部分都得仰赖于湖南。所以, 湘桂经济关系

的密切,实有如水流之不可刀斩分。” 抗战爆发后, 湖南工业在全

国也开始占有重要地位。湖南抗战时期的工厂数仅次于四川, 在大

后方各省中名列第二。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座汽车发动机厂就设在

湖南,每周可生产一台发动机。湖南生产的日用工业品,如棉布、毛

巾、棉毯等纺织品和肥皂、玻璃、纸张等,“也要远销到昆明、成都、

重庆去,而且在重庆、成都的市场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湖南煤的

产量亦很丰富,它是工业的燃料,也供给了铁路运输之需。据载,湖

南“丰富的煤矿供给了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并且运到贵州去供给

黔桂铁路”。 湖南是 1944年夏秋失陷的, 到 1945年春夏日军撤

出湖南,沦陷时间不到一年,在此前的 6年时间里,湖南以其丰富

的物资支持着中国的抗战危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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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湖南战场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与湖南人民的全力支持是密

不可分的。例如, 战地民众配合部队作战, 组织交通破坏队毁坏道

路,给日军造成极大困难。据记载,第一次长沙战役时,“长沙以北

及东北 100英里以内的公路乃至一切小路,都被彻底破坏了的”,

“马路被掘有时竟长至一百码左右,所以日军的坦克车和大炮一入

其中即无法走出。” 第三次长沙战役时,数十万民众参加作战,他

们随同作战部队到前线运送枪支弹药,救助伤兵。在他们中间,有

的“中弹殒命,其余的看了死者一眼, 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兴奋地不

断工作。他们不退缩、不畏惧,湖南人有的是蛮干的精神, 只要打胜

仗。” 广大人民群众除了协助守军作战外,还用各种办法杀敌。第

三次长沙战役时,当日军败退到平江, 平江南阳乡、易粟乡、平安

乡、绥安乡的老百姓,自动武装起来,携带干粮,早出晚归, 在敌人

必经的山林小道上,严密搜索敌人。麻林桥有一位少年,手持大刀,

躲在山中,发现有单个敌兵时,即从后面砍杀,他杀死了三个敌兵,

还活捉了一个。人民群众的杀敌行动,使日晕胆颤心惊, 他们将湘

北地区称之为“魔窝”。 湘北平江、浏阳等革命老区的广大革命人

民,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 在日军侵入湖

南时积极支援湖南抗战。他们有组织地实行“坚壁清野”, 在交通要

道设置障碍, 并且组织起大批服务队、运输队、担架队帮助守军作

战,对湘北的持久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诚、白崇禧、薛岳等

人说:“军民的亲密合作和民众空室清野工作的成功”, 是“湘北会

战中的一个特色”,是“胜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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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奋不顾身、浴血奋战是湖南战场发挥重

要作用的主要因素。湖南战场的 6次会战,广大官兵都很英勇,尤

其是“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更为突出。第五十七师坚守常德

的口号是:“人在城在, 人亡城亡”,并以“一寸山河,一寸血肉”的实

际行动死守常德。 在半个月的守城战斗中,第五十七师广大爱国

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最后突围的仅剩下 300多人, 后来打扫

战场清点守军尸体,死于战斗中的达 5703人。 衡阳保卫战, 第十

军广大官兵英勇顽强。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季节,广大官兵在 40昼

夜的守城战斗中, 在高温酷暑中,忍受疾病伤痛,艰苦卓绝地奋战。

此役第十军伤亡共达 15000人, 其中阵亡 7600余人。 

　　相持阶段正面主要战场的湖南战场在抗日战争史中占有重要

地位,它曾对整个中国的抗战发生过重大影响。在抗战史研究中,

我们对它不应忽视。

(作者单位: 中南工业大学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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