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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策反与国民党军起义

阎 明

[摘要 ]本文将从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起义将领的思想动态及中共的策反实践三方面对解放战

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进行探析,阐述其之所以发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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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激荡嬗变的历史时期,各种政治力量集团纵横捭阖、或沉或浮。中

国共产党在这场没有和棋的牌局背后破冰潜行,导演着波澜壮阔的 和平之路  ,从 1945年 9月

到 1950年 6月共有国民党军 118多万人起义 (包括和平改编 ), 促使近 50%的国土实现和平解

放。这不仅加速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推进了战争进程, 而且对于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壮大人民力量乃至新中国的建设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尝试从解放战争的发展形

势、起义将领的思想动态及中共的策反实践三方面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进行探析,阐述

其之所以发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求有裨于该问题的研究。

一、策反国民党军起义的军事环境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全国的

主要矛盾,在政治战线与军事战线上国共两党开始了异常激烈的较量。

过渡阶段,中共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争取和平但决不放松警惕。一方面通过重庆谈判和政协

协议宣传了中共和平、民主的主张,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适时确立

了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的战略方针,并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予以坚决的打击,先后歼灭国

民党军 54万余人。其中在平绥路、上党、平汉路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不仅打破了

蒋介石从陆上进军东北的计划,还有力配合了谈判斗争。这一时期中共策动了高树勋于邯郸、赵云

祥于盐城等相当一批原国民党将领高举义旗,起义人数约占解放战争总起义人数的 4% (见表 2)! 。

从 1946年 6月 26日国民党军包围中原军区的第一线部队向宣化店外围发起进攻, 全国全

面内战爆发,到 1948年 7月是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中共军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

略进攻的阶段。战争第一年,中共军队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

进攻和重点进攻,并在除陕北、山东外的各战场上进行了战略反攻。战争第二年, 中共军队开始

全国性的大反攻,三军以 品 字之势逐鹿中原, 外线作战和内线反攻同时并存、相互策应, 迫使

国民党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实现战争形势的根本性转折。这个阶段中共策反的国民党军起义数

量相对较少,规模也有限;但是也有一些重大事件,如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和冯玉祥公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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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 反对内战。蒋介石认为他们是 公然宣告叛国, 此诚存亡危机之秋

也  ∀ ,影响可见一斑。经过两年作战,双方兵力消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战争初期的 3 4: 1下降

到 1 3: 1,中共军队的机动兵力已大大超过国民党军, 同时国统区政治、经济陷入危机与中共军

队根据地政权日益巩固也形成了深刻对比。

1948年 7月开始中共军队相继进入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三大战役歼敌 173个师,国

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 而中共军队兵力在数量 (双方兵力对比为

0 57: 1)和质量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南京处于解放军的

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决战期间,中共策反国民党军起义的数量呈明显的上

升态势,其中辽沈战役中的曾泽生起义、济南战役中的吴化文起义、淮海战役中的何基沣、张克

侠、廖运周起义以及平津战役中的傅作义起义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有相当大影响的事

件。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进军, 猛追穷

寇,到 1950年 6月全国大陆除西藏外, 全部解放。战争最后一年双方兵力损失比大幅度增加,达

到 26 56: 1(战争第一年为 3 13: 1), 策反的国民党军起义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其数量和规模

均大幅度提高 (见表 1、3) ,实现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的和平解放, 成都一战就有 5 /6的

兵团起义,这一年的起义人数更是占到解放战争中全部起义人数的 59% (见表 2), 占歼敌总数

近 1 /3,使策反国民党军起义成为非军事对抗瓦解敌人的主要方式#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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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总计

起义将领数 (少将以上 )合计

上将 中将 少将

过 渡 1945 9- 1946 6 1 3 2 16 4 42200 8 29

防 御 1946 7- 1947 6 5 3 17000 4

反 攻 1947 7- 1948 6 1 3 28200 1

决 战 1948 7- 1949 6 1 3 13 45 1 19 15 401600 1 36 163

追 击 1949 7- 1950 6 4 8 26 90 1 33 39 693180 7 95 400

总 计 5 11 40 139 4 76 61 1182180 8 139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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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发展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情况的发展态势,有平缓回落也有急剧高涨,但总体上,解

放战争发展形势与中共策反工作的效果成正比 (见表 1、3)。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向前发展, 国民

党军队起义总量无论是人数还是建制数∃均不断上升, 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尤为明显。

其中策反国民党正规军起义的数量亦由战争开始时的低于非正规军起义的数量, 到第四年度明

显超过非正规军起义的数量,是其的 7倍多,此后继续增加。策反的起义将领也不断升级, 由最

初为数不多的少将、中将提高到战略决战时开始大量少将、中将出现并且有上将一级的将领加入

到起义阵营。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中共的大力策动下, 原湖南绥靖总部副司令李觉、原国民党新

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大大小小的许多起义将领, 均 意识到国民党即将垮台  % , 国民党统治

体系陷于土崩瓦解 &,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 最终丢掉幻想, 下定起义决心。

但是, 由于起义存在发生的不稳定性,所以只要起义还没有真正实现, 人民解放军就丝毫不会松

懈战斗的努力。另外,策反起义的成功反之又推动着战争的胜利进行, 如辽沈战役原计划 10个

月实际只用了 52天,淮海战役原计划 3至 5个月实际只用了 66天, 平津战役原计划 1949年上

半年完成实际只用了 64天。解放战争与国民党军起义这种互动作用在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

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战役以兵不血刃的方式结束。可见,策反工作是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

形势为依托,并与之相配合开展的,这种方式体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间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策反对象的思想动态

1 对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上的腐败有所认知。

国民党内滥用职权、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的现象十分严重。在人事调整上普遍的唯 关系  

是举, 战时逃跑、战后回来接管,兵败犹荣,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风气在国民党内上行下效、

习以为常。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官员以 接收  为名,行 劫收  之实, 三洋开泰  、五子登科  。更

有官商勾结,将完好的机器砸碎卖废铁以牟利。杜聿明曾直接向蒋介石明述他怀疑郭汝瑰是共

产党, 理由竟是郭汝瑰清廉得让人难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 二不贪财, 甚至连自己家里的沙发都

是打上补丁的! 连国民党自己都要以是否到处捞银子来判断党派之分, 腐败程度由此可见。内

战时, 每当即将败走麦城, 国民党便会蓄意损毁当地的车站、码头、水电厂等重要设施及档案卷

宗,珠江大桥未能幸免、小丰满电站险遭破坏。此外,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 不惜拿主权当礼

包,以致美国的势力渗入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凡此种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的做法,造成了国民党与人民群众的离心离德,也使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国民党将领对自己的事

业和信仰 产生了怀疑  甚至 失去了信心  ∋ ,这是构成他们萌生改弦更张念头的一个原因。

2 对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且日益尖锐的状况极度愤懑。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宗派主义作风由来已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反蒋派系, 他们

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积怨或深或浅。蒋介石在 1949年初下野时曾说:

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 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可见一斑。新华社

在 1946年 8月 19日评蒋介石五大军事弱点时,就将 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  、首领意图和下

级情绪的矛盾 列入其中。在蒋介石 打死敌军除外患, 打死我军除内乱 的利用消耗方针下,这

些反蒋派系在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为保存实力而各自心怀异志。

蒋介石用人三大原则:一黄埔门生,二浙江籍同乡, 三亲信嫡系。在此之列的有别,不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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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更是有天壤之别。解放战争中, 蒋介石袒护嫡系、任人唯亲的做法变本加厉: 嫡系将领骄横

跋扈, 即便位低也是权重, 嫡系部队装备精良、常常无功受赏;相反,非嫡系将领则处处受制于人、

有职无权,他们的部队多被分割、缩编,有时连最基本的军需物资都得不到解决,却打仗在前、有

功无赏,部队不仅受到特务监视,还要受其侮辱。傅作义、肖秉钧等很多起义将领在回忆起这种

排异己、灭杂牌  的政策时,无不义愤填膺, 倍感绝望: 追溯过去为反动派作帮凶,搞得国事日

非、民不聊生,到头来仍被他们猜忌歧视 ) , 内心痛苦,不问可知 ∗。

此外,将领之间, 无论是嫡系还是非嫡系, 经常为了权与利而明争暗斗, 部队之间协作很差。

战斗中只顾自己,见死不救的现象时有发生,由分配不公或其他矛盾引发的冲突迭起,以自己的

战略位置定夺别人兵力部署的个人本位主义屡见不鲜。蒋介石更是经常凭空下命令,以致部下

在实际行动中无法完成任务。但凡失利, 蒋介石从不反观自身, 部属轻则通令训斥、重则撤职查

办。在巨大的矛盾和压力下,将领们的 心情虽极端愤懑, 但仍尽量压抑, 勉强支撑  。而中共

的策反工作就善于 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 统统收集起来,   利用之、强化

之,并形成与之相反的无形引力,以影响国民党将领们的抉择。

3 对生命财产的担忧大于拼死 剿  共的信念。

决定战争失败的精神因素  是 过分发展的自我保存的 +本能 ,。 !蒋介石寄希望于第三

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即可反攻复国,他不断地提醒一线将领们: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安慰先总

统在天之灵。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在蒋介石的 美好  愿景与 光荣  感召下, 将领们处心积虑的

却是如何 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 ∀ , 以及为 留条后路 而 保存实力  #。前者以嫡系为主,后

者以非嫡系居多。非嫡系将领或是为了在国民党内继续生存,或是为日后有可与共产党对话的

资本而不甘愿拼死打硬仗,他们也没有执行 能搬就搬, 不能搬就毁  的命令, 这在客观上减少了

国家资财的损失。

华东、华中相继失守后,信誓旦旦 西南大决战 的蒋介石、顾祝同等国民党高官还未等开战

就逃往台湾,把部队甩给胡宗南。只是胡宗南也忙着撤退,还在胸有成竹的给属下布置完作战计

划后望风而逃了。上级 这样的自食其言, 竟不告而别的跑了,  下级更是 不愿帮他做替死

鬼  ∃ ,只图各自性命了。显然,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 当 不再走错路 成为 不能同归于尽  %

的唯一方式时,起义就显得尤为合情合理。因此, 走向新生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是肉体的

生命得以保全,然后才是政治生命的重新转化。

也正是因为有贪生怕死的将领, 才有中共 立功赎过,既往不咎  政策的出台,给那些想弃暗

投明却又怕共产党清算其罪恶历史的国民党将领以极大鼓舞。

4 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思想基础。

很多起义将领都经历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 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 如滇系军阀

龙云、卢汉。 20世纪初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龙云、卢汉的脑海里有着深厚的根基,他们参加过同

志军的反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 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龙云将滇军主力编成第六十军,卢

汉任军长,率 4万三迤子弟北上对日作战,期间在鲁南会战中血战台儿庄,粉碎日军直下徐州的

计划, 堪称抗日典范。这种爱国心和革命精神成为 1946年潘朔端海城起义、1948年六十军长春

起义以至后期卢汉领导云南起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又如原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

长高树勋,他参加过护国战争、讨伐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1931年, 九

−一八  事变爆发,高树勋出于民族义愤拒绝内战而毅然离开部队。后与原西北将领吉鸿昌取

得联系,帮助冯玉祥筹建抗日武装。他们发表联名通电, 声援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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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同盟军成立后,高树勋重新开始了领兵作战,在抗日问题上

始终坚持民族大义,曾将变节投敌的上司石友三就地正法。这些经历成为高树勋日后主动与共

产党建立联系,战场起义的重要阶梯。再如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的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

林遵, 他出生于海军世家, 自幼深受家族祖辈林则徐严禁鸦片、抵御外敌的爱国事迹和为官清正

的品德的教育熏陶。林遵参加过北伐革命,抱着海军救国之志赴英学习,并且在抗战爆发后坚决

要求回国,积极投身于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有此类似经历的还有黄樵松、邓宝珊、张轸、程潜、董

其武、陶峙岳等一批国民党起义将领,他们的进步思想与革命精神是促使他们产生进步与革命行

动的重要基础。

但是,由于惯性思维, 也有一些国民党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人民的信仰,把

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离经叛道,他们很难跳出这种君臣、师生的特殊而微妙关系的桎梏,胡

宗南 非不为也, 实不能也  &的无奈, 可谓是国民党将领对待起义一事态度的典型诠释。因此,

将领们要下定 背叛领袖 的决心大都需要一个激烈、艰难的思想斗争过程。因此, 上述情况成

为导致国民党将领可能率部起义的内部因素, 但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除少数完全主

动自觉起义的将领 (如邯郸起义的高树勋、贾汪起义的何基沣 )外,其余绝大多数将领则需要大

量的外部刺激和诱导才能起义,而中共根据将领们的思想动态不失时机地开展策反工作就成为

起义发生的关键性推动力量。这种心理攻略有着巨大的瓦解作用, 连蒋介石都认为是使国民党

固有的 精神  斫丧 、德性  毁灭 ,为 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

三、策反工作的实践展开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曾指出: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  , 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

谨慎、极巧妙地 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 +裂痕 ,  , 利用敌人营垒中的 一切利益对立  , 来获得

大量的同盟者 ()。中共承前启后, 将列宁的这种思想中国化为对国民党军的策反, 并且使这一

理论几乎发展到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中共对国民党军的策反政策是 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

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的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内容, 是削弱敌方力量与增强我方力量的完美结

合,它充分发挥了中共军队作为战斗队和工作队的双重作用。以非战斗的方式进行对敌斗争是

中共军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中共中央

于战争伊始就提出: 坚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 向国民党军有系统, 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  , 号召

他们反内战的起义 ( 。并且指出: 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 否则我

们就会失败  ( 。中国共产党人在公开和隐秘两条战线上与国民党进行了紧张而残酷的博弈,

成功地践行了党中央的策反政策,这一斗争情况大致包括以下 4个环节:

1 策反工作是在中共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实施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策反工作作为对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

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

就独立领导过顺沪起义、渭华起义、平江起义等一系列起义, 这些尝试或成或败都为以后的对敌

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解放战争时期, 也是中共的对敌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并且取得前所未有

的大丰收时期。 1945年 10月 2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 .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 /, 中央

在军委之内专设国军工作部,王世英为部长,各中央局和分局下设国军工作部, 专门进行国民党

军队的工作。1948年 1月,又将 国军工作部  改为 敌军工作部  ,撤销地方党委设立的国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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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门,只在军队政治机关设 敌工部  ,统一瓦解敌军工作。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防御阶

段还是进攻、决战、追击阶段,从中央到各军区政治部在对敌方针和指示中都多次提到开展对敌

政治攻势,分化与争取国民党军以及组织起义等方面的内容。即使在停战状态下,中共中央仍然

提醒全党全军和各界人民,不要将这一工作松懈下来。随着局势日渐明朗,到 1949年 1月 4日

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可与国民党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 8条基

础,号召国民党军通过非战争的方式加入到人民革命阵营。尔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将

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概括为 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 其中后两种方式即通过策反工作瓦解

敌军的方式。这样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 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得以有组织、有系统开展,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瓦解敌军的奇迹。

2 策反工作的执行者来源于中共久经考验、最得力的干部, 党中央领导, 教育争取后的国民

党俘虏、投诚人员,国民党起义人员及其他进步人士 5种力量。

在党中央的部署下,选调了一批与国民党势力有各种亲疏关系并且适宜从事策反工作的干

部,经过适当训练后打入到国民党政府、军队等部门中, 广交朋友、组织力量、俟机起义。毛泽东、

周恩来等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传话、递信等方式与国民党将领进行交流,往往对国民党将领

消除疑虑,下定起义决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 中共在处理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时, 十分注

意对他们的改造和争取工作,指出: 要选择其中不顽固的 一部分散放回其原部队, 以便扩大我

军影响  (∀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胆使用俘虏瓦解敌军的策略。如人民解放军鲁南军

区通过被俘的吴化文部第六军军长于怀安派原该部参谋主任靳文元直接做吴化文的工作。再

者,利用国民党起义过来的人员尤其是高级将领现身说法,进行对敌策反,其说服力也是不可小

视的。如二野情报部派原傅作义部副师长陈济生对重庆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兼一 0八军军长

罗广文、一一 0军参谋长贾应华进行策反, 毛泽东请张治中电促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起义等。

此外, 还有一部分有进步思想的人士积极帮助中共的和谈努力,如一野十九兵团联络部部长甄华

请以兰州上层知名人士郭南蒲为首组成的代表团, 赴银川劝说马氏父子走和平之路。同时,一野

一兵团司令王震也请回族上层马丕烈、马良,汉族士绅徐季直、祁子原组成代表团,对马步芳进行

劝说。

3 策反对象的选择有一个从兵到官兵并重、从非嫡系向嫡系非嫡系兼而有之的转变过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国民党军中组织的兵变多以失败而告终, 周恩来及时总结

了经验教训,指出: 我们过去在敌军工作中 , 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 而轻视做军官的工

作  , 今后绝不能这样搞了  (#。周恩来特别强调做好将领尤其是高级将领的工作对于在下级

军官和士兵中的秘密党员存在下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另外,兵随将转,做好统帅的

工作就能产生滚雪团效应,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 同时还要促进军队内部的团结, 这些也成为解

放战争时期策反工作的一项重要准则。而周恩来当时所说的 敌军  指的是国民党非嫡系军队。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策反对象由战争初期的以非嫡系军队为重点到后期嫡系非

嫡系兼而有之,实现对国民党的全面策反。

4 采取灵活多样、缜密机巧的方式方法, 对国民党军进行有效策反。

( 1)知己知彼,在充分掌握国民党军的各种实际情况后对症下药。策反工作大都经过了一

个长期的酝酿和磨合的过程,期间各对敌工作部门不断地在国民党军队、俘虏以及人民群众中进

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军队的政治情况、思想动态, 通过各种渠道对将领的人生经历、性格情绪、

社会关系、地位处境等方面尽可能做到了如指掌, 从而能 从敌人最基本的弱点上来痛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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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有针对性地进行策反。如对傅作义进行策反期间, 中共更是每天都能了解到傅的神态、

言谈以及情绪变化,以便随时改变对策。

( 2)利用一切社会、亲属等人脉资源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策反工作。敌工干部对很多国民

党将领的策反都是通过多层关系的周转才得以实现的。如对吴化文的策反利用了敌工干部李昌

言的姨表姐林世英是吴的第三个妻子、李昌言的胞兄李正言在吴部任上尉军需官以及吴的老师

刘子衡、吴的旧友王道的关系; 对傅作义的策反利用了大女儿傅冬菊, 傅作义的亲信前绥远主席

刘厚同、华北学院教授杜任之以及傅的高级幕僚李腾九的关系等等。这种内线攻心对于国民党

将领转变到起义的道路上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3)多管齐下,各策反部门相对独立或者相互配合。由于策反工作本身的机密特性,所以就

算对同一支部队进行工作,也可能形成彼此互不交叉的平行工作模式。如镇江起义的国民党海

军第三机动艇队,从 1947年夏到 1949年春, 就有苏北军区第一分区公安局长江直属工作站、苏

南行政公署和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 3个系统,都分别进行策动起义工作。各系统都是单线联

系,直至起义之前,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起义组织。而 两航 起义则得到了中共香港秘密组

织、驻香港情报机构以及工会组织的共同配合。

( 4)以点带面,对起义军队和反正的原国民党官兵加以宣传, 发挥其示范效应。如对高树

勋(%和王克勤(&的宣传。中央于 1945年 11月 12日发出了 .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解

放日报于 1946年 12月 11日发表.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 /的社论,号召国民党官兵怠战、罢战或

起义。这样通过树立将领或士兵的典型, 把民主和平的精神具体化, 使其具有更加普遍、生动的

号召力,达到动摇、瓦解国民党军心, 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目的。

( 5)利用矛盾、激化矛盾、制造矛盾、解决矛盾。对彼方矛盾的利用是转换双方力量对比的

有效方式,策反工作在此基础上不仅要激化矛盾,甚至还要在敌方阵营中制造矛盾并且主动解决

矛盾, 这种 无事生非  和 雪中送炭 的策略对于化敌为友、促成国民党军起义起到了助推作用。

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就回忆道: 当部队缺粮时,解放军竟将

煮得热腾腾的米粥送到我前沿阵地,士兵吃后,有人将碗钵摔破, 解放军却只笑一笑便走开了。

这怎能不使人感动?  (∋

( 6)注重起义时机选取的策略性, 发挥起义作用的最大化。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

量、以待时机  ∗) ,对于时机选择要特别注意,既要使我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又要使起义超越简

单的人数上的作用,起到小则影响局部战役大则震撼国民党当局的重大意义,而平时要荫蔽埋

伏,不失时机地向我方提供秘密情报。如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

克侠在国民党营垒中潜伏近 20年,于淮海战役发起之际,率部 2 3万余人战场起义,策应了淮海

战役, 为顺利完成中间突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被毛泽东誉为 淮海战役第一胜利  。又如中

共特别党员、原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和绝

密文件,三大战役后又设法担任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成功率部 1 5万余

官兵于宜宾起义,为川南地区 40多个县城的迅速解放创造了条件。此外, 御林军 国民党警卫

师在师长王晏清率领下于南京近郊起义, 太子军 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在国民党国防部陆

军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的率领下于嘉兴起义, 华北 剿匪  总司令傅作义领导的北平起

义,国民党海军中两大王牌 重庆号 和 灵甫号  起义等不少国民党军在中共策反政策的影响下

举旗倒戈,在国民党朝野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使中共军队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双赢。但客

观而言,由于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任何个人活动所无法抗衡的,因此,策反起义对解放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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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作用只是加速,而不是决定性的。

( 7)宣传方式多样化。对敌工作部采取放 思乡曲 , 火线喊话, 媒体报道、评论, 张贴简明而

有煽动性的标语,用射弓箭、发炮弹或者放风筝等方法向敌军散发传单, 以各种名义给国民党军

将领写信,组织联欢, 送礼物等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宣传中共民主和平的主张和优待俘虏的

政策, 标明时局利害, 打破国民党军队中的欺骗宣传,动员国民党军高举义旗,将功赎罪。

( 8)建立立功制度,提高起义者和策反工作者的积极性。毛泽东在 1947年的.双十宣言 /中,

提出了区分对待国民党人员的方针,即 首恶者必办, 协从者不问, 立功者受奖 。中共 对于起义

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 , 给予奖励 ∗ 。 1948年 8月 5日华东野

战军政治部又发布了.政治攻势立功条例/,对于在策反工作中有成绩者均可记一至四等功。虽然

起义者和策反工作者的行动初衷与立功毫无干系, 但是立功制度的建立使策反政策的实施体系更

加正规和完备,极大的减免了国民党军对起义的思想顾虑,对起义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

中共进行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图既是解放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决定性前提, 也是策反政策得

以成功实施的逻辑起点。而策反工作以战争形势为依托, 且与军事打击并行不悖, 二者里应外

合、相得益彰,共同促使国民党将领举棋不定的思想最终外化为率军起义的具体行动;国民党军

起义反之又加速战争进程,并且推进策反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样就形成了战争形势、中共的策反

工作及国民党军起义三者间的良性循环 (见表 4)。

起义的行为发生是众多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些力量中既有动力也有阻力,当动力的总值

大于阻力总值时,起义就水到渠成了;反之,则起义计划流产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所

有的条件都相同时,由于量化的比重差异也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结局。就动力而言, 总的说来,

全国解放的大趋势应该是最重要的外动力,政治前途这一根植于起义将领内心的价值考量则是

促成起义的最根本性内动力,它的附加值便是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当然,少数政治觉悟程度较高

的国民党起义将领 (如刘善本 )除外。不言而喻, 起义的决心下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不仅因

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大的人生拐点, 更是因为事情本身充满变数, 没有人能笃定打开这只潘

多拉盒子之后的凶吉,正如傅作义在起义之前决然地说: 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

第一, 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 +戳乱、剿共 ,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 180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

若不通,定会打死我; 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 泄露出去, 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 再者,共

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 ∗ 吴化文在起义通电中更是不忘以赞许的方式提醒中共信守诚

诺: 解放区上下此种相见以诚与人为善之胸怀, 实足令人感动。以化文过去之罪孽深重, 错误

重重, 犹能获得如此待遇, 更足以证明中共与人民解放军言行一致及宽大政策之真诚;而蒋贼种

种威胁之词,适足暴露其荒谬拙劣与无耻欺骗之卑劣心理。 ∗!但是当南京政权陷于全民的包围

73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8年第 6期 (总第 206期 )

中败相毕露、无力回天,当共产党的局部胜利乃至全国解放的大趋势难以逆转时, 国民党将领们

必须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暗自思忖对策, 起义就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起义通电中,公开

的起义原因是对国民党祸国殃民政策的不满以及对民主和平这一群情大义的认可,并且所有的

电文在这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事实上,由于无法突破阶级局限性的瓶颈,很多起义将领对革

命本身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和认识,也没有因中共的规劝而真正幡然悔悟,有的竟把共产党取得胜

利等同于从前的改朝换代,他们的政治取向在根本上取决于权利的诉求和利益的分配,这也是长

期军阀、派系斗争所形成的定式思维。在起义前的谈判协定中,起义后的政治地位及其私人财产

问题几乎成为所有将领关注的要点。湖南起义前陈明仁更是以能否保住其省主席和兵团司令的

位子作为其是否起义的筹码。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也曾坦白地说: 我的反蒋,不是为了

革命, 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 我的亲共, 也不是为了革命, 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

害  ∗∀。但由于本身所特有的敏感性, 仕途问题只能处于鲜有触及的灰色地带, 为大多数起义将

领所避讳,也正因为如此, 才更需要我们特别深入的探究。

从结果上来看,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在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很多领

域和部门都有任职,也可谓各得其所。在中共军队的开国将帅中, 就有 3位上将 (陈明仁、陶峙

岳、董其武 )、2位中将 (孔从洲、曾泽生 )和 5位少将 (邓兆祥、刘善本、张全珍、林遵、巍镇 )是原

国民党的起义将领∗#。而那些跟随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官的命运就各有千秋, 但总体上并不尽如

人意。这种比照可以大致从 1948年 12月 25日中共公布的国民党头等战犯的最后结局中参见

一二。这些人对中共来说都是涂炭生灵, 罪大恶极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都是在国民党内位

高权重的高级将领,为蒋介石立下过汗马功劳的。 43名战犯中除 6人∗∃弃暗投明外, 其余近 20

人的人生均以惨淡收场。他们随国民党到台湾后或者不受重用,或者逐渐失宠, 有的即便被授予

高官, 也是有名无实, 终究难逃凄凉的宿命。值得注意的是, 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也有一份暗杀

黑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有 4人 (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卫立煌 )也曾在中共通缉令之中。他们

既是 国人曰可杀者 ,又是蒋介石的政敌,是为蒋所不容的人, 但是由于选择的不同, 先后走大

陆路线的傅、李、卫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礼遇,他们也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海峡两岸统一而尽心

尽力, 而走台湾路线的白崇禧却只能像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 有光明没前途。这样看来, 不管出

于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起义的国民党将领的确通过投向人民阵营的方式延续了自己的政治

生命, 并起到了革命的意义,也赢得了人民的尊重。而中共善于把握解放战争形势,善于利用国

民党将领的心理动态,则是策反国民党军起义成功的关键之所在, 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共总揽全局

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 这些国民党起义将领也随之顺势而为, 由 暂

时的利用 变为 长期依靠  。正如毛泽东在会见傅作义时形象地说: 今天, 我们是姑舅亲戚,难

舍难分  ∗% ,诚哉斯言。

注释:

! 本文数据来源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 (第五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全

国解放战争时期 ) /,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战争时期国

民党军起义投诚/,解放军出版社 1994~ 1996年版。

∀ 蒋介石: .本月反省录/ ( 1947年 11月 30日 ), 转引自长舜等编: .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 中国文史

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1533页。

# 解放战争最后一年起义、投诚、俘虏及毙伤人数占歼敌总数比分别为: 29 1%、16 4%、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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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军没有绥署总部和兵团部绥区部这两种建制。

% ∋ ∀#(∋∗ 蔡惠霖、孙维吼编: .光荣的抉择 1 1 1 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 (上 ),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484、33、465、30、82、468、154页。

&) ∗∃% ∗∀蔡惠霖、孙维吼编: .光荣的抉择 1 1 1 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回忆录/ (下 ),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

防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2、411、434、402、411、131页。

(张治中: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782页。

 .毛泽东选集/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8页。

!刘红松: .军事心理学/,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51页。

&朱汉生: .胡宗南的未遂起义/, .炎黄春秋/ 2007年第 6期。

∋蒋介石: .苏俄在中国/ ( 1957年 12月 ), 转引自 [日 ]古屋奎二执笔, 木吉雨等编译: .蒋介石秘录/ (下 )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606页。

() .列宁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225页。

(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81、353、426页。

( 中央档案馆编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6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4页。

(!∗ .毛泽东选集/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24、1238页。

(#蔡惠霖等主编 : .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续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79页。

(% 高树勋是原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 他于 1945年 10月 30日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 1 3万

余人在邯郸起义, 这一事件对于我军取得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克勤原是一名国民党士兵,在平汉战役中被解放参加人民解放军, 他屡立战功, 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

1946年入共产党, 1947年鲁西南战役中不幸牺牲。

∗) .毛泽东选集/第 2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763页。

∗!.吴化文等起义通电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

诚 1 1 1 鲁豫地区/,解放军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51页。

∗#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中的地下工作者和解放战争前就被策反但继续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将领除外。

∗∃除傅作义、程潜和平起义外,李宗仁于 1965年、翁文灏 1951年、卫立煌于 1955年回归祖国,杜聿明 1949

年被解放军俘虏, 1959年人民政府宣布将他特赦。

∗% .北平国民党军和平改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

诚 1 1 1 冀晋察绥平津地区/,解放军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167页。

(本文作者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师 上海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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