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1月27日
November 27，2015A9 历史

HISTORY

杀！
中越战争的残忍血腥到现在仍让人心惊胆

寒，双方在极短的时间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当然，这些尸体和鲜血大部分都是越南人的，因
为战争的优势始终在中国人一方。中国人用30万
人打越南10万人，而且由于越南人战术呆板，死
守固定的要点，所以在具体攻击时中国人往往能
调来5~7倍的兵力围攻越军。火器弹药中国人更
是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飞机、导弹、坦克没
有在战争中唱主角，大口径火炮成了双方最有效
的杀人武器。战争中中国人先后有48个炮兵团进
入越南境内，动用的大口径火炮超过2880门，而
越南人能与之对抗的仅9个炮兵团，充其量324门
大口径火炮。中国人发射的82毫米以上的炮弹达
883381枚，日均发射量超过朝鲜战争中的6倍！
而越南人回击的同样炮弹可能连1/10都不到。虽
然越南人小口径火炮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
通讯落后，弹药补给困难，部队过早分散，所以
也没有发挥出数量上的优势。铺天盖地的炮火让
一线的越南部队守不住任何一个要点，也使二线
的越南部队根本不能给一线提供有效的支援，被
迫分散的越军到后来也成为分散配置的中国大口
径火炮的靶子。中国在炮火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
度上免除了其步兵的战斗，如果没有炮兵的有力
支持，中国比朝鲜战争中素质低得多的步兵几乎
可以肯定不是越南步兵的对手。

不可否认的是，越南人在战争中并未一味挨
打，经验丰富、久经战阵的越南士兵在开战的头
3天曾让中国军队伤亡惨重，10名中国师团级军
官陨命，超过整个战争中师团级军官陨命人数的
一半，尤其是在高平地区，越南的游击队把中国
的后勤运输部队打得非常狼狈。越南人的伏击、
偷袭战术也曾经给进攻的中国部队造成相当大的
混乱，13军、43军、54军等中国的作战部队甚至
发生了中伏时军官扔下部队逃跑的事件。战争行
将结果时，中国的50军更是发生了团级军官带着
士兵投降的丑闻，50军被围的1个营有219人被越
军俘虏，而越南军队任何1个团都没有被俘那么
多人。经历了对法、对美战争磨练的越南军队借
助本土作战的优势，多多少少给自己挽回了不少
面子，但是那些胜利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根本
不能改变越南全局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一共有
297个营（不含炮兵）的作战部队进入了越南，
除了50军的那个营，其余296个营越南只俘获了
20人，由此可见这场战争基本上是一边倒，中国
只是在局部偶尔吃了点小亏。

越南的失败在于他们根本没有应付如此大
规模进攻的思想准备，他们犯了中东战争中阿拉
伯国家一样的错误，过分地相信后台老板苏联人
的决心和勇气。越南人始终认为有苏联在北面看
着中国，中国不敢对自己大动干戈，最多也是师
团一级的中小规模入侵，凭越南军队的战斗力完
全可以在一线挡住那样的进攻，只要拖到苏联
在北面向中国出兵，越南还可以反过来攻进中国
境内。过分的自以为是使越南人根本没有认真考
虑中国大规模出兵的可能，也没有仔细揣摩中国
领导层的意图，连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作用和地
位都没搞清。当邓小平在美国向越南发出战争警
告时，黎笋还以为邓小平是在违心地应和中国其
他领导人做表演。越南人在边境布置的10万人也
不是用来对付集团军一级规模的进攻的，其落后
简陋的通讯系统在战争的头一天就让河内跟前线
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越南在前线的部队基本上
是在各自为战，后方的增援部队也象没头的苍蝇
一样到处乱撞。直到一周后坐飞机风尘仆仆赶来
的苏联通讯部队紧急接管跟前线的通讯联络，越
南才逐渐恢复了跟前线部队的联系。等他们最终
搞清楚攻过来的中国军队的规模时，猛然发现在
首都以北驻守的部队数量根本挡不住中国军队，
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越南急忙把在柬埔寨的一
些主力部队如304师等紧急调往北方，但远水已
经解不了近渴，越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线部队
一个个陷入重围而无法救援。好在越南急忙下令
308师、312师等二线部队停止增援，马上回撤，
这才避免了越南第一王牌和第二王牌也象316A师
那样飞蛾扑火，从而给首都河内留下了宝贵的守
卫力量。不然，河内就象个一丝不挂的新娘，任
凭已经冲过来的成群的中国恶狼肆意蹂躏。

（本文摘自《华夏快递》，更多内容请访问本
报网站www.yamei-today.com）

成熟可以看出他们刚开始独立操纵自己命运时表
现得多么幼稚，幼稚得将自己30多年来无尽的鲜
血好不容易换来的世界性地位转瞬间全部抛弃扔
掉！

被江青攻击为机会主义分子的邓小平是绝不
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的，他从最初的惊愕中一回
过味儿来，立即决定扩大对越战争，几乎1秒钟
都没耽搁。他下令调9个野战军的部队准备攻击
越南，远远超出原计划的2个师，而且运去了大
量的作战器材。邓小平明白，对越南这样鬼迷心
窍的国家除了放血根本没办法，而且血放少了还
不起作用。现在越南人自己在柬埔寨妄开战端给
了邓小平机会，这个时候杀向越南比越南全力以
赴、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杀伤力大不知多少倍！邓
小平当然不会心慈手软，仗能打多大就打多大，
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血流得越多中国得的实惠就
越大！

邓小平就像闻到了血腥味儿的饿狼一样兴
奋活跃，一点也没浪费越南人留给自己的机会
和时间。在他的撮串下，1979年1月1日，中国跟
美国正式建立了的外交关系，彻底打破了尼克松
访华后中美关系的沉闷局面，这离越南出兵柬埔
寨仅仅7天。紧跟着，邓小平马不停蹄地出访美
国，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也是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共产党中国来的高官。邓
小平把自己出兵越南的意图全盘透露给美国总统
卡特，希望美国跟自己一起分割吃肉。但是卡特
脑子迟钝，没看出一场饕餮盛宴正等着美国，他
以为邓小平疯了，傻兮兮地劝介邓小平别忘了美
国在越南的教训。邓小平见卡特不开壳儿，当即
表示不管美国态度如何，中国都要坚决打一仗。
当时的邓小平就像在牌桌上偶然看到庄家不小心
露出底牌的赌徒，不顾一切地将兜里所有的钱都
掏出来拍到牌桌上，根本不管周围一群人莫名其
妙、目瞪口呆的眼神。2年后，接替了卡特的里
根被赚得盆满钵满的邓小平搞得眼热心跳，冲上
牌桌比邓小平玩得更大，从而为美国赚到了更多
更大的红利！

（五）残忍的教训
1979年2月17日，邓小平调来的30万军队越

过边境全部打进越南，另外30万军队也在边界附
近完成集结，随时准备接应。这样的部署几乎没
给越南留下任何反击的可能。越南人根本没估计
到中国会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进攻，直到炮弹打过
来还以为中国人不过是又在打中印边境那样的小
仗，顶多两个师打过来。自以为成竹在胸的越南
人为此做出了许多近乎荒唐的举动，在通讯联络
没有被中国人完全切断之前，甚至向一些部队下
达了击败敌军攻入敌境的命令。最可笑的是越南
的王牌316A师，竟然得到了向黄连山省进犯的
中国军队不过2个团的混帐通报，该师为此冒着
暴雨般倾泻的炮火往前奋勇推进了10公里。等他
们发现自己是在向4个中国师进攻时为时已晚，
急忙回撤的316A师的4个团被中国人撕得七零八
落，尽管没有全军覆没，但也折损大半。316A
师的回撤使其东面的345师陷入另3个中国师的
重围，345师比316A师差之千里，很快便全线崩
溃，几乎全军覆没。345师东面的346师表现相当
出色，给当面进攻的中国军队相当大的杀伤，
中国军队的伤亡一半以上都是在346师防御的高
平地区。但一周后，346师也陷入重围。尽管该
师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最后还是像345师一样
全军覆没。最可怜的是346师东面谅山地区的第3
师，该师忠实地执行了越共中央“一线决战，一
线取胜，决不放敌人进国境线”的作战方针，在
西面的防线已经完全崩溃的情况下仍在同登、谅
山一线死守不退，结果所属部队被中国最凶猛的
55军像铁锤砸甲虫一样一个个砸得血脓遍地，第
3师不仅丢了谅山，自己也死亡殆尽。在4个主力
师之间宽大的空隙地带，越南以营、连为单位布
置了大量的地方部队、公安部队，还有数量庞大
的民军，这些人合起来虽然数量惊人，但是分散
在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就都显得单薄无助。面
对潮水般过境的中国军队，越南人既不命令他们
迅速后撤，也不给他们有力的支援，结果这些部
队大部分也像4个主力师一样陷入合围。被围的
越南士兵在各自的工事、岩洞、山沟、丛林里都
进行了广泛持久的殊死抵抗，但面对绝对优势的
敌人，这些抵抗到最后往往演变成惨不忍睹的屠

当地时间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
近平担任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首次访问越南，也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近10年后再访越南。

（图片来源：多维网）

（上接2015年11月13日第9版）
复出后的邓小平对付越南的最初策略便是

扶植红色高棉，本来周恩来在世时并不想让红色
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因为红色高棉的行为十分极
端，周恩来不想让它替代朗诺。但由于美国的软
弱，红色高棉攻下金边比越南人攻下西贡还要
快。朗诺跟阮文绍两个亲美政权闪电般的垮台比
1991年前后亲苏的东欧政权快得多，这种相似的
情景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如果当时没有中国这
样的角色，美国用什么办法制止自己阵营里即将
发生的类似东欧巨变那样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倒
塌？柬埔寨、南越以后亲美的泰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能独善其身吗？本身就四分五裂的缅甸能
安然无恙吗？结论谁都不敢打保票的。但是邓小
平在波尔布特跟黎笋之间插了一杠子，就让这道
多米诺骨牌停止了连索倒塌。

波尔布特跟黎笋的反目成仇跟两个人的性
格有直接关系，但是邓小平的火上浇油也是个不
可或缺的因素，没有邓小平对波尔布特的煽风点
火，越南跟柬埔寨不会那样打得彼此头破血流。
不过，红色高棉执政后的种族灭绝政策确实臭名
昭著，所以邓小平支持红色高棉长期以来倍受诟
病。但是作为一个大战略家，邓小平不能只看
眼前的残忍而不顾眼后的恐怖。红色高棉毕竟已
经掌权，它跟中国之间隔着越南，干掉它对中国
来说不仅十分困难，就是干掉了也只能便宜越
南。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让波尔布特发
了疯，而越南统一也让黎笋发了疯，对邓小平来
说，波尔布特疯了还不可怕，黎笋疯了才可怕，
用疯了的波尔布特牵制疯了的黎笋，在当时条件
下对中国来说是能够选择的上上策。

从1977年开始，柬越边界发生了大量的流
血冲突，其程度比同期中越边界的凶狠100倍都
不已！波尔布特把自己畸形变态的残忍毫无保留
地都用在了跟越南人的斗狠上，难怪越南人到现
在还说跟中国人打仗还不算残酷，跟高棉人打仗
才残酷。对于这些冲突，越南人说是红色高棉受
了中国的挑唆，红色高棉说是在反抗越南吞并柬
埔寨的企图。双方的观点都没错，但那都是站在
各自狭隘的立场上作出的，很难分清孰是孰非，
从更高层次的简单层面看，这场冲突其实就是一
个野蛮而又冲动的孩子（红色高棉）不想听另一
个自命不凡的少年（越南）的胁迫，在旁边一个
成人（中国）的鼓励下，冲上去与少年搏斗，而
那个成人觉得那个少年很不听话，也想教训教训
他。

国际纷争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又残酷，小
国赖好有一点非分的企图，不是被大国抑制就是
被大国利用。1977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已大为减
少，相反，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不减反增，越南人
突然发现没有了中国的援助自己对付不了红色
高棉。他们忘了自己对法、对美的战争机器基本
上都是由中国人提供和开动的，苏联人只是到了
对美战争的后期才开始发挥作用，但在1978年以
前还没能替代中国在越南的位置。与朝鲜战争中
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完全不同，越南士兵从上到下
所有的穿戴和装备、整个军队的运转，包括粮食
弹药油料的供应、后勤组织、战场通讯、医疗救
护和战略战术的规划，甚至连大的战役指挥都得
仰仗中国人，越南人只是不停地用鲜血给这部机
器润滑罢了。这个里里外外、从硬件到软件都靠
别人组装起来的战争机器当然不可能围着越南的
意志转，中国人想让它转它就能转，想让它停它
就得停，这是周恩来以前控制越南屡试不爽的紧
箍咒，也是黎笋一直忌恨中国人的根本原因。这
样的机器越南用来对付法国人、美国人当然高效
运转，一但用来对付红色高棉，立即就被掐了电
源。

邓小平这一对红色高棉不断输血打气，对越
南死掐脖子、釜底抽薪的战略实在阴狠损毒！越
南开始为自己的梦想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没有中
国鼎力支持的情况下，黎笋倾其所有向红色高棉
发动的两次战役级进攻根本不能摧毁对方，那样
的进攻对阮文绍有用，对波尔布特则毫无作用。
以后黎笋借助苏联的帮助才吞并了弱小的柬埔
寨，但时间至少被推迟了2年！这2年对中越双方
来说性命悠关，越南在疲于奔命中消耗了大量精
力，而中国则平稳地渡过了江青倒台后的政局动
荡期，并为即将到来的对越作战赢得了宝贵的备
战时间。如果越南人在1977年1月而不是1979年1
月就吞并了柬埔寨，现在的东南亚、亚洲甚至整
个世界的局势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四）稚嫩的越南的幼稚
被中国断了奶的黎笋开始了极其荒唐的行

为，他仍以打败美国的最大英雄自居，到死都没
认识到越南战争其实就是越南人用身躯替中苏跟
美国人较量。1977年11月，高傲而又幼稚的黎笋
跑到北京，以恢复中越关系为交换条件，要求中
国继续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老奸巨滑的邓小平
可不稀罕什么恢复关系的空话，他发现黎笋要的
军援对付红色高棉绰绰有余，真给了恐怕倒霉的
不仅红色高棉，连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
坡甚至中国自己都得遭殃。邓小平进一步肯定了
周恩来两年前的判断，拒绝了黎笋的全部要求，
黎笋访华遇到了国际关系史上少有的冷遇。现在
的史学家仍然不明白1977年黎笋为什么访华，既
不是去求中国，也不是去试探中国，而是去把自
己的底牌全抖落给了中国，除了加快越南的灾难
外什么都没得到。选择这么一个幼稚、狂妄、顽
固、不知深浅的人当国家领头人，实在是越南这
个国家的悲哀！更可悲的是黎笋竟然认为邓小平
是中国领导人里唯一对越南友好的人，根本没看
出邓小平礼貌客套背后的杀机，以这样的见识还
在领导越南取代中国，简直是整个越南民族的奇
耻大辱！所以中越战争还没有开打，胜负就已经
命中注定！

从中国碰壁回来后，黎笋决定换一个靠山，
转而向苏联寻求大量的军事援助，因为这时越
南的战略举措已然启动，刹不住车了。而苏联这
时并没有仔细考虑答应越南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她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应竭力打压的对象，越南
这个原先中国的重要盟友脱离中国投入自己的怀
抱，这无疑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羞辱，
符合苏联的利益。但是苏联人没有认识到，邓小
平扶植红色高棉可以有效打击越南，而自己扶植
越南则不可能同样打击中国，勃列日涅夫对中国
有可能因此倒向西方严重估计不足，他好像没想
过这一局面对苏联的致命性。苏联的力量明显
弱于美国，以美国那样的国力在两掐一的情况下
还险些崩溃，苏联要是处于同样的境况，无疑会
更加危险。再者，苏联援助越南也让越南自己身
处险境。越南与苏联之间隔着中国，直线距离
超过5000公里，越南有事苏联不可能提供实质性
的帮助。而且越南还是个小国，几乎没有国家赖
以存在的重工业，中国想要收拾成本太低，出动
1/30~1/20的兵力即可，而苏联想要同样收拾中国
一番，非出动1/2以上的兵力不可。所以，中国想
要教训越南轻而易举，而苏联想要回敬中国则势
比登天，苏越要是结盟无论对越南还是苏联都是
一项糟糕透顶的选择，越南不可能在自己最需要
的时候得到苏联的温暖，而苏联则很有可能被越
南拖进冰冷的地狱。

但是1978年时的苏联并没有看出这种危险，
几乎是不遐思索地答应了越南的全部要求，大
批苏联军事技术装备源源不断地运抵越南。同年
8月，以沃罗比耶夫为首的苏联军事技术顾问团
120人抵达河内，帮助越南军队装备先进的苏式武
器。同年11月，黎笋应邀到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
签定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跟越南正式
结为盟国。可以肯定，勃列日涅夫是被越南军队
打败美国的光辉业绩迷惑了，但是中国人可没把
这种宣传当真，邓小平对越南军队到底几斤几两
心里一清二楚，苏联再怎么援助也不可能把越南
军队援助成苏联军队那样的水平。这就像一个瘦
弱的孩子，每天大鱼大肉尽情吃，也不可能一周
之后就像成人那样强壮！所以只要有机会邓小平
仍会毫不犹豫地向越南开战，越南军队打败过美
国还是不丹，他才不关心呢！果不其然，在勃列
日涅夫和黎笋举杯相庆仅仅106天后，邓小平就挥
军打进了越南。

不过1978年仍是越南人历史上最得意的一
年，他们沉浸在苏联军援的极度喜悦中，苏联的
武器装备比中国的数量多、质量好，而且苏联的
援助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像中国那样给了东西
就指手画脚，越南可以用这些先进的苏式武器干
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不受任何限制。有恃无恐的
越南立即跟中国翻脸，从1978年夏季开始，几十
万在越南的中国侨民被越南人赶出家园，驱逐出
境，这些人从陆路或海路逃到了中国或者西方，
凄惨无比。其实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
身上的越南血统比中国的还要多。越南的举动实
际上是在割裂自己的肌体，不仅增加了中国的仇
恨，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的战争步伐，而且也增加
了越南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仇恨，这对越南这个
国家的整体实力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削弱。
但是越南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他们仍在为
实现“印支联邦”而努力奋斗。要说越南人的工
作效率还是很高的，不到1年的时间就把战争机器
由中国造换成了苏联造。

1978年12月25日，借着苏联给的战争机器，
越南迫不及待地对红色高棉发动了战略性的毁
灭进攻，14天后，越南军队无任何悬念地攻下金
边，推翻了早就该倒台的红色高棉。这是越南人
摆脱中国后单独进行的第二次重大军事行动，又
取得了出乎意料的重大成功。但是越南的辉煌成
就里隐藏着致命的设计缺陷，而且这一缺陷还是
战略层面上的，不是战役战术层面的，所以越南
的重大成功不久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损害。首
先，越南出兵柬埔寨的时机非常糟糕。与希特勒
闪击波兰时英、法事先毫无准备、事后不想作为
不同，中国在越南出兵前1个月已决定对越开战，
许多军队已经开到边境集训，不可能对越南的举
动做不出反应。这就好比一头狮子（中国）已经
扎好架子要扑向一只猎狗（越南），而那只猎狗
却莫名其妙地转身扑向一只兔子（柬埔寨），把
后背留给了狮子。猎狗在咬住兔子的同时肯定会
被狮子从背后撕下一大块肉，而且由于猎狗的注
意力全在兔子身子，狮子想怎么咬就怎么咬，想
撕多大一块肉就能撕多大一块肉。当然，猎狗以
为狮子背后有北极熊（苏联）盯着，狮子不敢对
自己造次。但他不知道到北极熊离得太远，还天
生迟缓，等北极熊挪过来抬爪攻击时，狮子早撕
下一块肉跳到一旁了。

其次，越南出兵选择的时间更是糟糕透顶。
越南在柬埔寨闹出那么大动静中国不可能没有反
应，作为越南应该让这种反应规模尽量小，时间
尽量晚。如果越南考虑周密一些，中南半岛的气
候条件是能够帮助越南实现这一目标的。因为每
年3月底4月初中南半岛就进入雨季，大规模的战
争行动到时根本不能进行，所以越南像中国那样
选在来年的2月中下旬进攻柬埔寨，中国人在1979
年就没有时间进行后来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当
然，中国人有可能先对越南动手，但只要越南没
有在中南半岛大举行动，中国人在边境搞出大动
作就毫无必要，最多也是进行一些攻下法卡山、
老山那样的小战，不会对越南造成那么大的损
失。但是越南人选在1978年12月进攻柬埔寨就完
全不同了，中国人一下子有了3个多月的时间调兵
布置，能够从容实施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原计划
1980年以后才打的大仗完全可以提前到1979年，
这无疑对越南极为不利。所以越南进攻柬埔寨在
战术上虽然极其成功，但在战略上则愚蠢至极，
使用了下策中的下策。从越南人火候把握的极不

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