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

黄道炫

对于中国抗战持久战略的制定, 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国内

广大爱国人士都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可以说, 持久战略的提

出、形成、完善是全民族合作抵抗侵略的产物。本文试着重对国共

两党的持久战略思想作一比较研究。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压迫日甚一日。国内广大

爱国群众及一些有识之士要求抵御日军侵略, 确定抗战方针的呼

声则日益高涨。面对日军的侵略, 当时国内大部分人都意识到, 中、

日两国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过明治维新, 综合国力迅速

提高的日本显非内战连连, 国力衰颓的中国所可比。中日两国力量

对比客观上存在悬殊差距, 中国要想在对日战争中一举击敌获得

速胜, 可能性极为渺茫。就中国而言, 可以设想的最佳结果是利用

广土众民的特点, 积极防御, 拖延时间, 与日军周旋, 此即一般意义

上的对日持久消耗战略构想。

早在抗战爆发前, 关于持久抗战的议论和设想已不鲜见。著名

军事学家蒋百里于此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议论。① 蒋介石也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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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初步的认识。一二八淞沪战役后不久, 他在军事委员会召开的

“军事整理会议”上即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

作长期不断的抵抗。”“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有利。若是能抵抗得

三年、五年, 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 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

有新的变化, 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

望。”①1934 年, 在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期间, 他更多次强调在未来

对日战争中, 要步步为营, 消耗敌人, 争取时间, 指出:“日本人如再

要来侵占我们内蒙、华北, 比东四省一定要难过无数倍。在这种长

久的时间和复杂的情形之下, 我们无论如何也可以有办法来抵抗

收复我们的失地。这就时间上来说, 实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根

本弱点, 也就是我们抵御外侮, 收复失地的一个据点。”② 他提出对

日作战的五点方针, 即:“第一, 战术要取攻势防御; 第二, 就是步步

为营, 处处设防; 第三, 就是固守不退; 第四, 要注重游击战术; 第

五, 组织并训练民众。”③ 当然, 蒋介石这时的对日政策战略方针尚

处在构想阶段, 还不明确、具体。

1935 年, 随着形势的发展,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开始把对日抵

抗准备提上日程。这一年他拟定的对日指导方针是:“一面呼吁和

平, 期求集体安全, 一面整备国防, 充实军备, 至取最后胜利。”④ 6

月, 他就华北事变作出批示, 强调:“对日本作战以求光复失地, 为

吾辈军人有生之年最神圣最重要之使命, 但一旦开始作战, 则非短

时间所可能结果, 必属长期之战争, 故应先有充分之准备, 在准备

工作未完成前, 惟有忍辱负重以待准备之逐步完成。”⑤ 这一时期

他特别重视西南地区的建设与稳定, 在中央军进驻西南后, 他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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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达半年之久, 其间数次致电孔祥熙, 促其在财政金融上向四川

倾斜, 指出:“此时方针, 当重在先定川局, 再图大局之挽救, 故多费

几钱, 总在国内民间, 不算吃亏, 切勿作普通事一律看待也。”① 当

时, 包括蒋百里等人尚只把中国最后抵抗线定在湖南以东一线, 而

蒋介石: 已把视野落到西南, 可见, 他对抗战艰巨性的认识是比较

充分的。正是在富饶而又险峻的西南地区, 他逐渐找到了抵御外侮

的自信。1935 年 10 月, 他发表讲演谈到:“今后的外患, 一定日益

严重, 在大战爆发以前, 华北一定多事, 甚至要树立伪政权都不一

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 只要四川能够安定, 长江果能统一, 腹地能

够建设起来, 国家一定不会灭亡, 而且一定可以复兴!”② 西南抗战

根据地的确立, 为持久消耗战略打下了第一块柱石。

1936、1937 两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中, 基本体现

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1936 年度作战计划》中规定对日作战总

方针为:“为保全国土完整, 维持民族生存起见, 应拒止敌人于沿海

岸及平津以东与张家口以北地区, 不得已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

强抗战, 随时转移攻势, 相机歼灭之。”③ 当年国防计划大纲中规定

了自北向南的五条抵抗线, 并确定:“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 大江

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 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

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④ 持久抗战思想明确反映到军事部

署计划中。1937 年国防计划大纲对日抵抗色彩更为浓厚, 其所标

揭作战指导要领为:“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 应有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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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之意志, 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 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 挫

折敌之企图, 以达成国军之目的; 于不得已, 实行持久战, 逐次消耗

敌军战斗力, 乘机转移攻势。”① 持久战方针正式写进了国防计划。

当然, 这一时期, 中国的战略方针还未也不可能完全定型。国

民政府在提出持久消耗方针同时, 对为什么要持久, 如何持久都没

有明确的想法, 持久战略基本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规定, 缺乏实际的

丰富内涵。蒋介石等人对持久抵抗虽有一定准备, 但对由此必然导

致的巨大牺牲也有相当顾忌, 对依靠国际力量, 与日本速战速决,

仍抱有一定幻想。因此, 他们一方面屡屡强调持久战的意义, 另方

面又仍视其为不得已的选择, 私存侥幸之心,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持

久抵抗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与国民政府相比, 中共在持久方针提出时间上, 从现有资料

看, 要稍晚一些。1935 年 12 月,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党内活动

分子会议上, 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质, 指出:“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 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

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

衡, 规定了这个持久性。”② 次年 4 月, 张闻天撰文指出:“抗日战争

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 这是一个持久战。”③

中共的持久战理论一经提出, 就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更为

丰富的内涵。1936 年 7 月,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 系统阐

述了中共对中日战争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毛泽东指出, 中国抗战

将是长期的, 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中国军队在战争中必须坚持

运动战的原则, 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战, 贯彻经战略持久转换全局的

战略方针。1937 年 3 月, 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 再次指出,

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 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 随着战争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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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中国的抗战力量将一天天高涨, 反之, 非正义的日本一方则将

不断走向衰落。中日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

崩溃。毛泽东的谈话, 科学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趋势, 提出有效

持久抵抗的运动战方法, 向外界表明了中共通过持久抵抗战胜日

本侵略的坚定信心, 对持久战略的形成、贯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二

卢沟桥事变后, 全面抗战爆发, 确定抗战战略成为当务之急。7

月 17 日, 蒋介石发表谈话, 表示:“我们只有牺牲到底, 抗战到底,

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 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 妄想

苟安, 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① 8 月 7 日, 国民政府在南京

召集有中央及地方军政要员参加的国防会议, 讨论了《国军作战指

导计划》, 正式确定了“抗战到底, 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

的基本战略方针。关于这一战略, 何应钦曾概括为:“敌之最高战略

为速战速决, 而我之最高战略, 为持久消耗。”②

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 主要包括战略目标与战略运用两

方面内容。动员社会最大力量, 持久消耗, 韧强不屈地坚定抗战, 最

终拖垮日本侵略者, 是为持久消耗战略的最高目标。抗战初期, 蒋

介石贯彻这一目标较为坚决。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 蒋介石具

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坚强的个性③, 面对日本的大规模入侵,

他别无选择, 唯一出路, 即在奋起抗战。因此, 当日军进逼平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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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致电平津地区实际负责人宋哲元表示:“中早已决心, 运用全力

抗战, 宁为玉碎, 毋为瓦全, 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① 8

月, 他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指出:“战争不发动则已, 一经

发动, 必定延长, 不是他死, 就是我亡。”他号召全体将士:“持久死

守, 来消耗他们的实力, 结果一定可以打胜仗的。”在一次与文化界

人士的座谈会上, 他强调:“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 敌人的战

略是要不战而取, 我要他战而不决, 我们是一定胜利的。”②

在等待时机、拖垮敌人这一信念支撑下, 抗战初期, 虽屡经挫

败, 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仍能不为所动, 坚持抗战。南京失守后, 蒋

发表告国民书指出:“中国持久抗战, 其最后决胜之中心, 不但不在

南京, 抑且不在各大都市, 而实寄于全国广大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

民心。”③ 武汉会战时, 中国统帅部作战计划明确规定:“预期在武

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四个月, 予敌以最大消耗, 粉碎其继续攻势的

能力。”④ 此役开始较熟练地在战役组织中贯彻持久作战的方针。

武汉会战后, 中、日双方即进入旷日持久的对峙阶段, 日本速战速

决屈服中国的迷梦被中国军民顽强的抗战意志所打破。虽然这期

间蒋介石也有过企求速胜的急躁情绪, 并对依赖国际干涉及外交

努力达成和平抱有幻想, 但持久消耗的基本原则仍大体得到贯彻,

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国民政府持久消耗战略在具体运用方面, 情况比较复杂。关于

持久消耗的方法, 蒋介石主要提出了十二个字, 即:“以空间换时

间, 以时间换空间。”他具体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 是以广大的土

地来和敌人决胜负, 是以众多的人口, 来和敌人决生死。未来战争

的成败, 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 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

的广大土地, 就此空间的条件, 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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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切的土地, 不作生产上的利用, 就要作军事上的利用, 要谋求

种种有效的方法, 使地能尽其利, 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

“我们现在要与敌人打仗, 就是争时间, 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

来固守广大的空间, 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 来消耗敌

人的实力, 争取最后的胜利。”① 利用广土众民的优势, 尽量消耗敌

人, 以达到拖垮敌人的目的, 是蒋介石实行持久抗战的基本依据。

如何有效消耗敌人, 在敌欲迅速消灭我军主力的情况下, 既尽

力避免与敌主力过早决战, 同时又达到阻敌迅速前进的目的, 这是

中国统帅部面临的又一难题。在日寇汹汹而来的形势下, 进行顽强

抵抗, 充分打击杀伤敌人, 遏制敌军侵略势头, 是持久消耗抵抗不

可或缺的一环; 同时, 掌握消耗的效率和限度, 避免被迫进行过早

的主力决战, 又是达成持久抵抗的基本条件。故而, 中国统帅部特

别重视争取战场主动, 强调要“致人而不致于人”。蒋介石指出:“现

在战局关键, 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拒守, 最要紧的, 是一方面选择

有利地区, 以击破敌人主力; 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 尽

量消耗敌人的力量。凡我军放弃的地区, 皆所以减少无益之牺牲,

避开敌人的企图, 同时逼迫敌人入于我方自动选择之决战地域, 予

以打击, 长期抗战, 此为最大要策。”② 他还说:“倭寇要求速战速

决, 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 是他强横的兵力,

我们就要以逸待劳, 以拙制巧, 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

量。”③ 按照这一思路, 抗战初期, 中国通过淞沪会战等作战部署,

客观上达成了使日军主力由华北分流至长江流域的战略意图④,

使我军沿战力相对较强的长江流域节节抵抗成为可能。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等作为淞沪会战的后续战役, 基本未出中国统帅部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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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淞沪会战及长江流域战场的开辟, 对中国达成持久抵抗部署有

不容低估的意义。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持久消耗战略的运用上有成功的一面,

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主要是由于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和单

纯的防御战术所致。在对日消耗战中, 蒋介石过多强调深沟高垒的

阵地防御, 没有充分估计到运动战的巨大意义, 屡屡要求部队坚守

阵地,“以雄厚的兵力, 作纵深配备, 准备充分的弹药、粮秣, 为持久

战守之计”。① 阵地消耗战虽对消耗敌人, 争取时间有一定作用, 但

在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单纯的阵地防御, 也极易损

伤有生力量, 影响战略持久。蒋介石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中深

藏的潜力, 对动员全国抗战力量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对依靠人民

群众的游击战缺乏足够认识, 其持久消耗战略仅仅限于单纯正规

军的军事行动, 持久的意义、作用因此大打折扣。应该说, 蒋介石的

持久消耗战略基本还只停留于感性层面, 零碎不成系统, 远未达到

运用自如的程度。

在这一问题上, 当时一些军事学家和爱国人士的议论倒不乏

真知灼见。蒋百里阐述运动、速决和持久的关系时说:“我们固然要

求持久战, 但其先决条件, 便是要使军备增加运动性, 因为我们要

以持久为目的, 速决为手段。”② 施复亮则提出“民主的抗战”的口

号, 主张:“我们的抗战, 必须是全面的抗战。所谓全面的抗战, 不仅

在地域上要全国一致地抗战, 而且要在社会活动上各方面一致地

抗战。这就是说, 我们的抗战, 不能单限于军事方面, 必须扩张到政

治、经济、教育、宣传各方面去。”③ 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触到了持久

抗战战略的核心。当然, 真正从理论上全面、透彻阐明持久战略, 并

在实践中坚定贯彻执行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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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抗战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经过

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 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持久抗战战略思

想, 并成为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理论指导。

早在 1937 年 7 月 26 日, 全面抗战刚刚爆发时, 朱德就明确指

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坚苦的抗战”①, 要求全党全军作好持

久抗战的准备。8 月,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代表中共到南京参加

国防会议, 提出了中共方面拟定的《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

则案》, 主要内容为: 战略方针为持久防御战; 基本作战原则是运动

战, 避免单纯的消耗战; 开展广泛的游击战, 造成主力运动歼敌之

有利时机。②

　　从这些原则看, 中共一开始在战略上就有较成熟系统的看法,

中共的观点对中国统帅部正确制定抗战指导方针无疑会起到积极

作用。

继朱德之后, 中共和八路军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周恩

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 阐述持久抗战的战略问题。刘

少奇指出:“日寇是一个强大的敌人, 只有在持久战争中才能最后

战胜它。”③ 彭德怀则提出持久战的几个具体战略与战术:“甲、战

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 乙、战略上以少胜多, 战役上以多胜少;

丙、持久的消耗战; 丁、争取主动; 戊、节约防御的兵力。”他高度评

价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 指出:“动员与发挥民众参加抗战, 只会

提高政府的威信, 与增强抗战的力量, 使持久的抗战具有坚实的基

础。也只有这样的全民族的抗战, 才能最终的战胜日本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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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① 彭德怀的文章, 表明中共持久抗战战略已基本成型。

毛泽东集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 进一步概括和升

华了对日持久战的战略理论。从 1938 年初开始, 毛泽东即着手系

统研究军事战略理论, 5 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

久战》发表, 标志着中共持久战理论臻于成熟。

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战略主要包括如下几部分:

第一, 通过对抗战客观规律的总结, 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

个发展阶段, 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阶段。中共以战

略相持作为抗战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强调这一阶段“是整个抗日

战争时期的过渡阶段, 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它是转变的枢

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 还是沦为殖民地, 不决于第一阶段大城市

之是否丧失, 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②“这个第二

阶段, 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 敌我力量对比将

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 中国将逐渐上升, 日本则逐渐下降。”③ 战

略相持阶段是中国由弱变强, 由守转攻的总枢纽, 是对日持久战略

的灵魂所在。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出, 是中共对抗战战略理论的重要

贡献。

第二, 确定了运动战、游击战的基本战略地位及“外线的速决

进攻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指出, 抗战从整体上说, 中国主要处于

防御态势, 但战略的防御并不等于具体到战术和每个战役上都是

防御。防御中应该有进攻, 以进攻求得更好的防御; 持久中应该有

速决, 以战役的速决达到战略的持久。通过主动进攻, 以战役的外

线维持战略的内线, 以外线的速决战改变内线的不利态势, 这一环

环相扣的防御战略, 充满了积极主动的精神。

中共提出的贯彻积极防御战略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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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战。彭德怀指出:“积极防御的要诀, 在于: 乘敌在运动中或敌立

足未稳时, 集中优势兵力, 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 减少

敌人飞机大炮及其它机械化学兵种配合的效能。只有在运动中解

决了敌人, 打击了敌人, 才是达到防御目的最好手段。防御也是为

着节约兵力, 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手段。”① 运动战是抗战全

过程中的主要作战形式, 利用我国土地广大的优势, 实行大踏步进

退, 不死守一城一地, 而在运动中分散敌兵力, 寻机歼灭敌人, 是我

军积极防御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由于抗战的特殊形势, 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占有特殊的战略

地位。毛泽东指出:“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 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

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集合了许多, 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

仗, 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 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② 抗日战

争的实际进程表明, 敌后游击战通过主动出击、消灭敌人, 牵制敌

军兵力, 阻滞敌军进攻, 并在战斗中不断削弱敌人, 壮大自己, 逐渐

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游击战

略的提出, 是中共军事战略思想的一项伟大创举。

第三, 要求全面、准确把握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毛

泽东认为, 在中国战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 灵活制订战略战术, 争

取战争主动, 是持久作战的基本要求之一。他说:“行动自由是军队

的命脉, 失去了这种自由, 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我们

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 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

计划性, 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 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 达

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③ 当然, 强调灵活、主动, 并不是不

要计划, 毛泽东指出:“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 就不能获得战争的

胜利”④, 战争计划需应时而动, 必须以持久抗战和争取主动为中

·631·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 第 462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 第 455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 第 378—379 页。
《解放周刊》, 第 1 卷第 25 期。



心,“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固定

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的意见”。①

第四, 抗战是全民族的人民战争。彭德怀指出:“中华民族能否

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 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完全在于能否

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 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

斗争。”② 抗战不仅仅是中日双方的军事对垒, 同时更是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战, 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 必须调动起全

国一切人力、物力、财力, 举中华民族的全部力量进行全民抗战。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③ 民众中蕴含着

丰厚的潜力, 是中国抗战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的原动力,“动员了全

国的老百姓, 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造成了弥补武

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 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④

基于对民众力量的充分认识, 中共在抗战中始终十分注意发

动、组织民众, 敌后广大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就是在民众的支持下逐

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群众工作, 是中共领导武装抗日的重要法宝,

也是中共为持久抗战战略贡献的神来之笔。

四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指导方针, 坚定、彻底, 深深契合着中日战

争的发展趋势。和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相比, 虽然双方在持久抗战

力争胜利这一战争总目标上基本一致, 但中共的持久战略从完整

性、科学性、系统性等各方面看, 显然都要高出一筹。首先, 中共高

屋建瓴地指出了中日战争中国的反侵略正义性质, 从敌退步我进

步这一根本趋势出发, 加深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念; 同时, 对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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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揭示和把握, 也使抗日持久战略更加严密、科

学。其次, 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存在重大差异, 中共持久战依靠

的是全国广大民众, 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 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

而国民党方面则坚持片面抗战路线, 将持久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国

际形势的变化上, 因此一旦形势发生变化, 国民党的抗战态度远不

如中共坚决, 战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显不足。第三, 中共持久战理

论强调运动战、游击战的重要意义, 从战略高度对游击战进行了重

新阐释; 而国民党方面则过多依赖阵地消耗战, 战术上缺乏灵活

性, 战略上也不具备中共表现出的强烈创造性和远见卓识。毫无疑

问, 正是中共的持久抗战战略, 为中国抗战的胜利进行指明了方

向。

当然, 在充分肯定中共持久战略指导作用的同时, 我们也应对

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客观地看, 抗战初

期, 国民政府的抗战指导对战争全局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在当时

情况下, 国民政府贯彻持久消耗战略, 在正面战场积极与日军周

旋, 并力争在战争全局中争取主动, 打破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梦

想, 这是应该充分予以肯定的。另外, 西南抗日根据地的策定及阵

地消耗战的艰难、持续进行, 也使我国获得了稳定的抗战后方, 保

证了抗日持久战的平稳发展, 为中共武装开展运动战、游击战, 争

得了宝贵时间。

总之, 持久抗战战略的形成、发展, 是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

智慧结晶, 是中国民族团结御侮的典范。国民政府和广大爱国人士

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而中国共产党人, 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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