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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自卫反击战是一场规模有限、持续时间不长的新中

国边界作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并不多见的高寒山

地作战，毛泽东称中印边境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

叫政治军事仗”，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国的政

治和外交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

影响，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毛泽东在这次战役中所体

现的军事战略思维，对未来对敌军事斗争有着重要启示。

一、案例详情

（一）战前态势。印度奉行的“前进政策”，是以武装

入侵的方式，不断蚕食中国西南边疆领土，强行占领中国东

段传统习惯线以北 9 万平方公里和中段 2000 多平方公里的领

土，以及试图将西部3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自身版图以内，

并在中国非法建立了军事据点。1959 年 3 月 20 日，中国政府

严词拒绝了印度总理尼赫鲁要中国将上述领土并入其版图内

的非法要求。同时，前线部队按照毛泽东指示，针对印军的

入侵，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坚持以和平的原则性态度

解决边界争端。到 1962 年 8 月底，印度在中国境内陆续部署

了 100 多个据点，同时中印哨所“面对面”的对峙，造成了

多次中印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中印边境的不稳定状况

加剧。

（二）战场环境。众所周知，西藏物产丰富，面积广阔，

谁拥有了西藏就等于拥有其丰富的资源优势和俯瞰周边的战

略优势。中印边界分为东、中、西三段，全长约为 2000 公里。

争议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不利于部队的机动、指挥和协同

作战，而且战线长，运输和补给困难。中印边境的东、中、

西三面都位于青藏高原的边缘。东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稍好，

山高谷深，林木茂密，但也山势陡峭，可以部署多个建制师，

而西部地区是高寒缺氧地区，雪深路滑，荒无人烟，地势险要，

一般只能进行小部队作战。中段因处在喜马拉雅山口，有着

高山冰川，时常大雪封山而不能通行，在此处作战的困难显

而易见。因此，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便成为中印边境作战

的主要地域。

（三）决心部署。1962 年 10 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印边境边防部队自卫反击作战全面开始。整个作战过程区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0 月 20 日至 28 日，西藏军区有 4个步兵团，

新疆军区有 1个团，兵力约 1.3万人；印度方面有 1个军部、

4个旅部，共 21个步兵营，兵力约 2.2 万人）：10月 17 日、

18 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挑起大规模边界武装

冲突。第一阶段解放军的反击主要是在东段展开，即在西藏

山南的克节朗、达旺地区作战。10 月 19 日晚，解放军部队开

始渡过克节朗河，向印军后方渗透。10 月 20 日 5 时 14 分，

克节朗战役（即达旺战役）打响。10 月 22 日傍晚，克节朗地

区的战斗基本结束。10 月 23 日，中共西藏工委发出号召，全

区全力赴前线支援反击作战。10月 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提出结束冲突、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点建议。

10 月 25 日，驻扎在达旺的印军渡过达旺河南逃。解放军收复

了 1950 年以来被印度占领的西藏边境重要城市达旺。克节朗

之战进入尾声。解放军收复达旺后，仅用 22 天时间就打通了

一条可以通行的公路。这条公路使得解放军集结和后勤补给

速度加快，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西段的新疆边

防部队在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已经展开作战。10月28日，

中国边防部队对印度侵略军停止反击。然而，印度政府不甘

心失败，拒绝了中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建议，宣布全国进

入“紧急状态”，决心继续扩大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

第二阶段（11 月 16 日至 21 日，中国边防军有 8 个步兵

团、3 个炮兵团，兵力约 2.6 万人；印方有 2 个师，9 个旅，

炮兵、装甲兵各一部，兵力约 3万人。）：11 月 13 日，考尔

中将指挥印度第 11 旅在中印边界东段最东端的瓦弄方向对解

放军发起进攻。11 月 14 日至 16 日，印军又向整个边境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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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进攻。11 月 16 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奉命进行第二阶

段自卫反击战。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继续分东、西两段进行。

东段作战主要是对色拉山口—德让宗—邦迪拉地区和瓦弄地

区两个方向的印军进行反击。11月18日邦迪拉战役正式打响。

11 月 19 日 15 时，解放军攻克邦迪拉。11 月 20 日，顺利拿

下查库。印度第 4 师被完全击溃。截至 11 月 21 日，西藏边

防部队乘胜追击并进攻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寞山口一线

和萨木维尔与金谷底，兵锋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新疆

边防部队在西段的部队彻底清除了印军入侵设立的全部据点，

歼灭印军一部，收复了大片被占领土，迫使印军喜马拉雅第 3

师龟缩列城、东堤和楚舒勒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

东、西线的胜利，迅速改变了战场上双方的态势。印军在战

场上节节败退，根本无法抵御解放军的进攻。解放军决定于

11 月 22 日零时起，主动停火。从 12 月 1 日开始，主动撤回

至 1959 年 11 月 7 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本侧 20 公里地区。

二、尼赫鲁的过分乐观，激发了他在西藏扩大军事行动

的欲望

一方面历史遗留问题、美苏方面的压力以及国内右翼势

力等因素，造成了尼赫鲁决定实施“前进政策”，另一方面

尼赫鲁对中国战略判断的过分乐观，也激发了他在西藏扩大

军事行动的欲望。

一是认为中国战略重心有所变化。尼赫鲁认为，中国的

战略重心不是西部，而是东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过朝

鲜战争，正值中国国际关系的严峻期和经济的衰弱期，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打压，东南台湾蒋介

石“反攻大陆”的野心从未改变，他们成为中国对外的主要

战略威胁。中国在边界争端中采取的克制态度和忍让措施，

加强了尼赫鲁的判断。

二是认为中国综合国力下降比较严重。新中国经过长时

间的战争，国家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同时，经历了三年严

重自然灾害的新中国，国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相反印

度经济发展却相对稳定。因此，尼赫鲁认为印度在综合国力

上与中国相差不大，甚至还有部分优势。

三是认为中国国际战略局势较差。称赞印度是“西方民

主自由的橱窗”的美国向印度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给予印

度许多先进武器装备的支援，以遏制共产主义阵营，减轻中

美对抗。①另外，中苏关系已远离“蜜月”，中国拒绝沙文主

义控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由此苏联停止了对中

国的援助，撤走了苏联专家，并陈兵边界虎视眈眈。印度作

为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

上享有较高的声望，许多主张可以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②

四是认为中国部队规模小且战斗力弱。尼赫鲁认为，印

度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其中一些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此外，印度轻松地收复了葡萄牙占领的

果阿地区，自认为战斗力很强，亚非欧等军队都不是对手。

对比两国驻军，印度军队相对于驻守在西藏边境的中国部队

具有规模优势。

五是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没有优势。西藏远离中国政

治的核心区，利用达赖集团制造的西藏叛乱，局势有待控制，

而且山高路远，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中国在西

藏作战要克服许多严重的自然环境困难，而中印边境印度一

侧的自然环境要优越得多，条件较好，因此有局部的保障优势，

有利于印度增加驻军，维持较长时间的战争。

三、严峻的国际形势，不断制约着中国安全和发展

以上绝大多数情况，正如尼赫鲁所发现的那样，中国面

临的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中国的战略重心在东部沿海，主要的

战略对手是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等，他们是中国安

全和发展的头号威胁，相比之下，中印边境是次要战略方向。
③开战后，美苏为主的两大阵营企图控制南亚和印度洋地区，

以求开辟遏制包围中国的新战线。他们控制世界舆论，一边

倒地支持印度，批判中国，在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下，为了

避免落入国际斗争的“陷阱”，新中国的各项行动就显得非

常谨慎。而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大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不

久就让美国尝到了“苦头”，在朝鲜战场上使不可一世的美

军签下了停战协议，也因此加深了美国的仇恨。此后成为美

国省心省力的选择，那就是鼓励中印对抗，利用印度牵制中

国。④美国和英国更是大力援助印度，并派出航母编队向中国

施压。另外，中国和苏联虽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苏联的

“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大国沙文主义侵害了中国的国家利

益，这也使得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在苏联内部，亲印派的观

点逐渐增多。对此，毛泽东表示中国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

的国际问题，美苏都想利用中国暂时困难的机会，推中国上

阵，整中国一下，让中国上他们的“圈套”。虽然面对印度

的挑衅和侵略，毛泽东从大局出发，长期以来坚持克制忍让，

但他也并非没有底线。一旦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受到严

重挑战，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那么毛泽东就会选择武力

强硬回击，不管对手是地区大国还是世界强国。⑤

四、毛泽东的冷静决策，赢得了军事上的主动和国际道

义上的有利地位

印度侵占西藏的图谋已昭然若揭，严重触犯了中国底线，

只有通过武力解决，才能粉碎印度进一步侵占西藏领土的图

谋。同时也让印度见识一下解放军的实力，创造谈判条件，

才能保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在边境不敢挑起争端，为以

后经济建设的发展打好基础。毛泽东表示，既然尼赫鲁非打

不可，那就只有反击，和平解决西藏边界问题才能实现。而

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

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⑥其次，打击美、苏等的

嚣张气焰，昭示中国人民不可欺、不可辱的形象和立场。先

礼后兵，既然和平解决不了，那只能用胜利才能赢得敌对势

力的尊重了，强硬的武装行动胜于任何形式的抗议。一味地

退让软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一味地忍让，换来的只是

一时的和平，也只能显示中国的软弱，国家终究会受到西方

势力的欺压，未来也得不到和平稳定的局面，对此只能用军

事斗争来解决国际纠纷。最后，印度对中作战只是一次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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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理战争”，美国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失败，不敢再冒着

死伤与中国开战。冷战中的苏联更不敢贸然对尚处同一阵营

的中国有过激举动。

（一）精确控制，慎选战机，解决什么时候出兵的问题。

中印边境冲突持续了多年，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 1962 年 10

月发动自卫反击战，除了当时印度对中国领土的入侵升级等

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962 年 10 月，苏联和美国

因古巴导弹危机而陷入僵局，美苏两国无暇东顾，而且相对

弱势的苏联急需中国的支持。⑦苏联态度的转变使中国在社会

主义阵营中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同时，美国也专注于与

苏联的“扳手腕”，没有太多心思支持印度。这就减少了中

国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国际压力，更容易控制中印边境战争中

造成的国际影响。此外，毛泽东反复考量局势，认为尼赫鲁

挑起边界冲突，不仅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获取外援，打击

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而且尼赫鲁认为中国不敢反击。所以，

选择在1962年 10月开战，是毛泽东精准捕捉到的战略机会。

（二）且战且退，慎重决策，解决什么时候收兵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在胜利的情况下且战且退，作战胜利后及时收

兵并释放战俘和归还物资是有其战略考虑的。一是避免陷入

美苏圈套。美苏冷战对峙，用印度遏制中国，企图通过中印

两败俱伤，控制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开辟包围中国的新战线，

其中利害关系印度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是由于内外部因素驱

使，以及尼赫鲁对形势的误判，使得这次“代理战争”成为必然。

二是避免作战态势对中国不利。虽然随着战争胜利的推进，

有可能战局不好控制，进入印度本土作战，这就拉大了战线，

反而促使印度各方面作战条件愈发充足，使解放军作战态势

会急剧恶化，导致胜利成果毁于一旦，并且进入印度作战与

解放军自卫反击侵略的本意是有冲突的。三是台湾方面一直

虎视眈眈。印度在作战的同时，也在伺机挑唆台湾反攻大陆，

解放军不可能把全部兵力对印自卫反击，而且对印作战也不

是中国的主要战略目的，对东南沿海的威胁防范才是对敌的

主要战略方向。四是解放军综合保障能力弱。经历过战后和

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经济基础差，百废待兴，难以支撑东

西两线带来的巨大消耗，而且保障体系不完备，后勤保障能

力弱，在对印反击战时很多情况是需要人扛畜驮的，并且很

多情况下地方人员对军队的援助作用也很大。五是打开中印

关系新局面。中印都是大国，人口众多，并且都受到过外国

的侵略，两国人民都受到过深深的迫害，边界问题不应该成

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这也为以后深化两国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成为可能。六是树立好中国形象。胜利后

主动撤军，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样做既回击了印度及

国际反华势力之前的污蔑言论，更加表明了中国力主和平的

愿望，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理解，赢得了国际政

治外交斗争的主动地位，给全世界树立了典范。

五、对未来对敌斗争的启示

在这次军事斗争中，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国家经济实力

衰弱，军队战斗力骤然下降，当时中央军委、毛泽东针对各

种复杂因素进行了仔细考量，准确地把握了国际形势，及时

调整作战进程并制定了灵活的作战策略，对作战行动提出具

体指导和要求，在控制战局中牢牢把握住了主动权，粉碎了

美苏的干涉和印度的侵占图谋，最终赢得了这场对敌军事斗

争的最终胜利。

（一）找准时机，直击要害。对印自卫反击战役的发起

时机正好是处在苏联与美国因为古巴导弹危机处于对峙的状

态，尼赫鲁也认为中国不敢反击，可以说是巧妙地避开了强

敌的干扰，防止将美苏卷入战争，也打了印军一个出其不意。

整场战争可以说是速战速决，历时 1 个月就结束。因此在未

来的作战准备中，一定要找准作战时机，为确保战争胜利打

下基础。

（二）坚持底线，不畏强敌。在未来的国际形势中，要

坚持好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

备和工作准备。必须综合考虑好国际环境，既要表明中国的

立场，控制好战局，同时面对多线对峙的不利局面，也要予

以有力回击。另外就是不能忽视敌人，过分夸大和轻视敌人

都是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是要合理分析，理性作战。

（三）掌握主权，听从指挥。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中

共中央、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发展，对人民军队给予了正确的

指导。在除印度外的其他强国介入的同时，人民军队毫不示弱，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坚决不容他国觊觎中国

领土半寸，体现出异常高超的斗争艺术。前线部队官兵听从

指挥，服从命令，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

做到了该打就打，该停就停，叫怎么打就怎么打、叫如何停

就如何停，及时且准确地按照上级指示和要求实施作战行动，

最终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

（四）利用手段，营造态势。战争是解决问题的良好手

段，但不是唯一手段，也并非最好手段，现阶段中国仍处于

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仍是现阶

段极为重要的。避免用战争手段解决是最佳选择。一方面，

在战略威慑上，解放军要充分展示出强大军事力量和作战能

力，使对手不敢与我为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政治、经济、

外交手段，积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对敌形成无形遏制，

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势”。

[ 注释 ]

①②⑤⑦刘征鲁 . 毛泽东与对印自卫反击战 [J]. 坦克装甲

车辆 ,2017(20):51-57.

③ ④ 刘 征 鲁 . 毛 泽 东 决 策 对 印 自 卫 反 击 战 [J]. 湘

潮 ,2017(08):4-9.

⑥王学军 , 赵力兵 . 试析 1962 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作战

目的 [J]. 党史文苑 ,2012(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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