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缅印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三个战场

范德伟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 一般划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或国

民党战场和共产党战场。笔者认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的抗

日战争,由两个战场发展为三个战场。这第三个战场是跨国战场,

是中美英联合战场,亦可称中缅印战场。

一、中缅印战场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

分,又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中缅印战场的重点是在缅甸。缅甸同印度、马来亚、新加坡一

样,当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自 1938年滇缅公路从昆明修抵腊戍

接通到仰光的铁路后, 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大大提高。美英苏等国

的援华物资, 沿着这条路线,源源不断地运往昆明,对于缓解因日

军的封锁给中国带来的困难起了重大作用。1939年,日军占领海

南岛,完全断绝了中国的海上交通。1940年日军又进驻越南, 切断

中越铁路。至此,中国在西南的国际交通线只剩下滇缅公路。缅甸

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积极准备攻占缅甸。从

日本的角度来看,缅甸不仅仅是进入印度扫荡英国的亚洲殖民地

并待机与德、意会师中东的跳板,更重要的是攻占缅甸可以切断滇

缅公路,压迫中国屈服。日本图谋占领缅甸能成为解决“中国事

变”的转机。因此,缅甸作战是中日战争的直接产物。中国军队入

缅征战,则是抗日战争从中国境内向中国境外扩大的表现,是中国

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但是, 中国军入缅也是应英国之邀的客军,是

协同英美军作战,因此, 它又是美、英对日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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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这两种属性,决定了中缅印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新

的战场,即国际战场。

二、从地域来看,中国的抗日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存在着

正面和敌后的差别,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又增加了国内和国外的不

同。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只限国内作战。而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则开辟了中缅印国际战场。

　　该战场是盟军“中缅印战区”(“中国战区”)和“东南亚战区”交

叉的区域,以缅甸北部为主,包括中国滇西和印度的一部分,是一

个跨国境战场。其作战目的和任务同国内的两个战场都不尽相同。

正面战场主要是守卫未丧失的中国领土,并待机反攻消灭敌人,收

复失地;敌后战场是在敌后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打击并消灭敌

之屯留驻守部队。中缅印战场则是为守卫和打通中国的国际交通

线,以取得物资支持中国国内的抗战,同时配合英美军打击日本在

太平洋战争中的缅甸战线。由此决定了中缅印战场应是有别于国

内战场的一个新战场。

三、中缅印战场是由中美英三国联合领导的。

　　从指挥系统来看, 国民党战场是指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 由国

民政府军队——包括正规军、游击军和地方保安军——所担负的

战场,以正面战场为主,也包括部分敌后战场。解放区战场是指共

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战场,是敌后战场的主体部分。而新开

辟的中印缅战场由于它的特殊性其领导权归中美英三方共同承

担。

　　1. 中国入缅部队的指挥权。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远征军的正副司令长

官是罗卓英和杜聿明。在他们之上,还有总指挥史迪威。史迪威是

应蒋介石之邀由美国派遣的,他担负的是几个相互矛盾的职务:作

为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他应服从统帅蒋介石的命令;作为美

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和美驻华军事代表,他不受蒋介石节制,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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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国陆军部负责;作为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监管人,他可以以断

绝美援相威胁而凌驾于蒋介石之上。

　　中国远征军应英国邀请入缅时,两国并没有谈妥如何协同作

战。蒋介石以远征军是英军的四倍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由史迪威统

一指挥中英联军的要求。 但美国事先未征询蒋介石的意见, 即电

令史迪威接受英国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节制,魏菲尔又派来了亚

历山大任英缅军司令。这就造成亚历山大、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

和以林蔚为团长的参谋团, 都成为远征军的指挥枢纽。

　　1942年 10月,中国在云南重组远征军。史迪威虽然没有取得

这支军队的领导权,但他成功地使之得到了美械装备和整训, 并在

各部队中安插了一定的美军顾问和联络人员。另外, 他取得了中国

驻印军的指挥全权, 对其补充、装备、整训后于 1943年 10 月发动

对缅北的反攻战, 并施加影响要罗斯福总统逼迫蒋介石, 在 1944

年 5月面临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下,下令远征军从滇西反攻。

　　2. 整个战场的领导权。

　　1942年初中国战区设立的时候, 所划定的范围是: 中国、泰

国、越南。缅甸属盟军西太平洋战区,后归东南亚战区。远征军入

缅作战,是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协定》进行的。1943年在印度

成立的东南亚战区统帅部, 由蒙巴顿任统帅,史迪威任副统帅。这

个作战区域模糊不清的统帅部,使原本已混乱的中缅印战场更形

复杂:滇西属中国战区,缅甸南北都属东南亚战区。两个战区的联

系人史迪威要向蒋介石、蒙巴顿和美陆军部负责。在两个战区交错

地区军队的指挥上,云南的远征军属中国指挥; 中国驻印军归史迪

威指挥,同时又受英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斯利姆节制;史迪威手下

的空军军官斯特拉梅那,指挥着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和在中国的

第十四航空队,又兼领蒙巴顿统帅部的空军司令;美军梅利尔指挥

的 G 字团, 则归入英军温盖特名下; 至于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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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物资运到昆明的“驼峰”空运部队, 蒋介石、史迪威、蒙巴顿都无

法指挥,他们由华盛顿直接控制。

　　上述错综复杂的指挥关系, 表明中美英三国在中缅印战场上,

从来就没有真正形成过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三国之间, 特别是蒋

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发生过一连串矛盾和斗争。当云南远征军反攻

胜利之关键时刻, 正是中国豫湘桂战场大溃败之时, 发生了史迪威

在罗斯福总统支持下, 要夺取中国军队领导权的斗争。

　　史迪威事件以史迪威于 1944年 10月底被召回国而终结。史

迪威事件足以说明,中国虽然在中缅印战场投入的作战兵力最多,

但领导力量却最弱。甚至连蒋介石在国内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来

自该战场的挑战。因此,我们不能将它划为国民党战场的一部分,

而应将它视为一个单独的战场。

四、从参加中缅印战场的敌对双方军队来看,它同国内战场

也有很大差别。

参加中缅印战场的盟军,除了中国军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美英

军队,从事作战、后勤补给、医疗救护、修路、运输等工作。在这一战

场的防御阶段( 1942年 3—5月) , 中国远征军有 3个军共 10个师

11万之众,英方也有 2个师又 2个旅 4万余人。 在相持和反攻阶

段( 1942年6月—1945年3月) ,中国军有:驻印军 2个军5个师5

万多人,远征军 2个集团军共 5个军 17个师约 15万人。美军有:

代号“加拉哈德”的第五三 七团,简称 G字团, 2997人 , 他们同

中国驻印军混合作战; 在云南远征军的训练和联络人员; 由史迪威

从缅甸克钦人中招募的千余名克钦别动队,他们配合中国驻印军

作战;另外还有大量的空军、后勤人员、“驼峰”空运人员。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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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4年 11月, 在印缅的美军共达183920人。英军有:代号“钦

迪”的温盖特空降部队, 1943 年, 该部约有 1旅 3千人 , 至 1944

年发展到 6个旅。其中 3个旅 9250人于 3月初降落到缅北丛林

中,给予日军重大打击。5月,这支部队划归史迪威指挥, 但大部分

不服从史迪威的领导, 擅自从陆路撤回印度,只剩第七十七旅协助

中国驻印军攻击孟拱谷地。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 参加中缅印战场的我方军队, 一直都是

以中国军为主力, 同时也包括一部分美英军。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

都是由美国提供训练和装备的, 而且驻印军的后勤补给, 也是由美

英供应的。

侵入缅甸滇西的日军, 不是侵入中国的“中国派遣军”,它属日

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南方军”系列。1942年 4月,有第十五军的4

个师团 9. 5万人。1943年 3月, 日军组成河边正三任司令的“缅甸

方面军”, 到 1944年 4月,该方面军的力量已达到 3个军共 11个

师团近 30万人。!其中第三十三军(十八、五十三、五十六师团)负

责缅北滇西的作战。

　　由敌对双方的序列、组成和后勤补给来看, 将中缅印战场划入

国民党正面战场, 显然不合于抗日战场划分的标准, 应把它视为一

个独立战场。

五、将中缅印战场作为一个独立战场, 有利于增进对抗日战争

的了解。

1. 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一个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过程。

抗日战争从 1931年 9月 18日开始,先是两国的局部战争,继

由 1937年 7—8月间日本在华北华中的扩大侵略而升级为全面战

争,再由 1941年 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扩展为跨国战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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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单独对日作战发展成中美英苏等反法西斯联合国家对日德

意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家的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由局部的战场,

发展到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 再发展到正面、敌后和国际三个战

场。

2. 中缅印战场反攻的胜利,是中国抗日战争反攻的契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 曾预见到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

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战略反攻取决于相持阶段敌

我力量发生根本性变化,即由敌强我弱,敌优势我劣势转变为我强

敌弱、我优势敌劣势。笔者认为, 抗日的各战场既是一个整体, 又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敌我之间强弱优劣的局势并不可能在三个战场

同时出现,而是最先出现在敌人力量相对较弱我方力量相对较强

的一个战场, 而这个战场的反攻并取得胜利,将会成为抗战反攻的

契机。这个战场就是中缅印战场。

正面战场在 1944年曾经大溃败,谈不上强弱易势。敌后战场

在 1943年从严重困难中恢复后, 1944年虽有较大发展,但距离改

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仍有一段距离, 只有在中缅印战场才完成了这

种转变。

在中缅印战场,自从缅甸滇西沦陷后, 中美英三国就一再策划

反攻事宜。魁北克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开罗会议等盟国的重大

战略会议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并增加这一战区

的兵力。中国共产党对于反攻缅甸也从舆论上给予支持,认为“同

盟国收复缅甸,不仅可以恢复中印英美的海上交通, 而且可以拿它

作为太平洋上的反攻基地⋯⋯收复缅甸, 是真正准备大陆反攻的

重要步骤”。 从 1943年开始,美英空军取得这一地区的制空权。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由美国装备和训练,使得中国军不只在人

数上占多数, 在火力配置上也第一次超过日军, 作战素质也大大提

高。再加上美英军的配合,这一战场的强弱优劣已完全易势。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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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驻印军向缅北反攻。1944年 5 月, 远征军向滇西反攻。

1945年 1 月, 两军会师缅北芒友, 标志这一战场的反攻已取得全

局胜利。3月,驻印军和英军会师乔梅,结束了中缅印战场三年来

的作战。以此为契机,正面战场向广西等地发动了反攻和尾追作

战,收复了广西全省及其他省的部分地区; 敌后战场则进一步扩大

反攻,将敌压缩于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

3. 中缅印战场和国民党战场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缅印战场都是作为国民党战场的一部分,这虽然

忽略了国内外作战地域的差别和美英的领导作用,但是也反映出

了一个事实, 即中缅印战场是国民党战场的派生。这种派生由于其

国际意义而成为同国民党战场既有并列关系又有从属关系的独特

战场。从参战的同是国民政府军这个角度来说, 它应从属国民党战

场;从指挥系统和与美英军的直接配合作战来说,它又不属国民党

战场,而是一个独立战场。

中缅印战场的国民政府军队,特别是驻印军的英勇顽强的作

战,赢得了友军的赞誉并使日军深感震惊,他们由美国装备训练,

代表了新一代的国民政府军。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责任编辑 :刘兵)

·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