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博览 2022.5

杨成武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 张子申

中印之间的历史恩怨

中印边界线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

中印两国人民有着2000多年和睦友好历

史，按照双方行政管辖所及的范围，早

已形成传统的习惯边界线，全长约2000
公里，分东段、中段和西段。

杨成武说：“我国政府多次向印度

政府 说 明 ，我 国并 不 承 认‘麦 克 马洪

线’。但是为了中印友谊和维持边境和

睦，我国军队从不越过这条线，以利于

通过谈判谋求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由

于我国的友好态度，长期以来，中印边

境基本上相安无事。”
所谓“麦克马洪线”，是指英帝国主

义为侵略中国西藏而单方面制造的所谓

“中印东段边界线”，由参加所谓的“西

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同

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

表于1914年3月通过私下交易划定。该线

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部

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9万

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

度。历届中国政府都发表声明，严正指

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无效的，

不予承认。实际上，此后数十年，中国

西藏地方政府仍对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以南、传统习惯边界线以北地区行使行

政管辖权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英国才派兵越过传统习惯边界线。
我国向印度总理尼赫鲁交了底，说

明我国的战略重点在东方，永远无意与

印度为敌。为什么他还要和我们打仗呢？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是思考了很久的。
毛泽东听过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的意见，也曾问过杨成武的看法。在中

央讨论作战部署之前，他还叫杨成武把

总参作战部同志叫去，听了他们的看法。
有的人说：“印度总理尼赫鲁看我

们遇到天灾人祸，经济困难，妄图乘机

实现他的扩张野心。”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没有表态。
有的人说：“美国、苏联都在整我

们，尼赫鲁以为打我们，可以从两方面

得到军事援助。”
毛泽东只是说：“尼赫鲁知道，军

20多年前， 为撰写 《毛泽东和杨成武》 一书， 笔者曾多次聆听了杨成武将军回忆在毛泽东麾下48年的

经历。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期间， 杨成武担任副总参谋长， 分管作战。 他详细讲述了毛泽东对中印边界

问题的分析和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 之后， 笔者又去中央军委档案馆 （今解放军档案馆） 查阅、 复印了有

关资料， 对中印的历史恩怨和边界问题有了一些了解。

杨成武晚年在回忆战斗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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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和我们较量，他不行。”
又有人说：“我边防部队一直避免

和印军发生流血冲突，他可能认为我们

软弱可欺，打我们可以得手。”
毛泽东摇摇头，否定了这种说法。
“他以为我们不会打他！”有人分析，

“虽然印度上层矛盾重重，有反对和中国

打仗的，斗争很激烈，但尼赫鲁押了个

宝，认定中国不敢打他。”
毛泽东笑了，点点头说：“恐怕是

这么回事。不过，他非打不可的话，就

先输了理，战争的责任和后果也就都得

由他来负了。”
杨成武说：毛主席对维护、发展中

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考虑是很深

很远的。1954年10月，尼赫鲁来访时，

毛泽东开诚布公地对他说：“朋友之间

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

面红耳赤，但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

的吵架，性质是不同的。”
就在印度当局军事冒险态势不可逆

转时，毛泽东仍然语重心长地对杨成武

和参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部署的人

员说：“我国自唐朝和印度开始外交往

来，已长达10多个世纪，两国有没有打

过仗？先是贞观三年 （公元629年），玄

奘到印度取经。之后，公元641年，唐朝

和印度的卡瑙季王朝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公元647年，唐太宗派使团去卡瑙季觐见

印度国王。这时，原来的国王一年前死

了，王位被一个叫阿罗那顺的人篡夺了。
他一面收下送来的大量珍贵礼品，一面

阴谋杀害全部使团人员。使团的领队立

刻设法带一名随员逃到尼泊尔，招募起

一支队伍，打回卡瑙季，捉拿了阿罗那

顺，并将他押到唐都长安。唐太宗对阿

罗那顺采取了宽大政策，让他客居长安。
唐太宗死后的陵墓两旁，立有160多个功

臣贵戚的石像作为陪葬，其中还有阿罗

那顺的石像。”
毛泽东讲得引人入胜，杨成武等人

听得津津有味，几乎完全从紧张的边界

冲突中飘然而出，好像回到了1300多年

前。
“有的史书把这段历史称作中印战

争。”毛泽东的一句话，又把大家带回到

现实之中，他接着说，“那也算场战争

吗？后来真正打过印度的，是成吉思汗

‘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军队。他们西

征时，为追击一个大国的王子，打到了

印度，曾兵临德里城下。要算这笔老账，

我们也只摊上一半，因为他们分成了内

蒙古、外蒙古嘛。这事，鲁迅说得透彻，

那个时代，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境遇都

一样，就都是被蒙古人征服的’。”
杨成武感慨地说：“毛主席寥寥数

语，就把中国和印度历史上的恩恩怨怨

讲清楚了。”

入侵与自卫反击

杨成武指出：“印度政府一直支持

西藏反动分子分裂中国的活动，也不肯

改变他们继承的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

权，不肯放弃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遗产。
从1951年起，印度军队利用中国人民抗

美援朝的契机，越过中印传统的习惯边

中国边防战士在追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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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扩大侵占范围，建立侵略据点，

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我国政府多次提出

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均被印

度政府拒绝。
“从1959年3月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

子武装叛乱后，印军不仅超越了所谓的

‘麦克马洪线’，而且超越了印度现行出

版的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侵占了朗久、
着沙则、兼则马尼 （沙则）、塔马墩等

地。印军还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我

国边防警戒部队进行挑衅，这不能不引

起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西藏武装叛乱当天，尼赫鲁致函

周恩来，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不

仅要求将其非法侵占的约9万平方公里土

地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领土划归其所

有，还要求将西段我国的阿克赛钦约3.3
万平方公里领土也划归印度，合计12.5万

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一个福建省。
杨成武说：“中国政府本着中印友

好的精神，由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向印度

外交部提交了一份 《书面谈话》。然而，

尼赫鲁却认为我国软弱可欺，使边界争

端和边境形势日趋紧张。7月，面对印军

的蚕食和进攻，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边

防部队向总参提出：在加勒万河谷实施

反击，打掉印军在中国边防军哨卡背后

修建的几个据点，以保障边防哨卡后方

补给的畅通和安全。”
杨成武主持总参作战会议研究后，

将作战方案上报周恩来和毛泽东。毛泽

东当即指示：“停止实施这个方案。”要

求边防部队：“对印军的入侵，绝不退

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

武装共处。”接到指示后，杨成武在总参

作战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胸怀

太宽厚了，我国政府对印度真是一忍再

忍，一让再让了！”

1959年4月25日，印度军队侵入“麦

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地区，28日对我

国驻塔马墩的边防部队开火，我军未予

理睬。印军随后退往“麦克马洪线”以

南。
1962年10月、11月，印军越过中印

边境东段、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悍然

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西藏、
新疆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

迫进行自卫反击，驱除入侵的印军，维

护了我国领土和主权。
印度政府在军事进逼的同时，掀起

了反华高潮。帝国主义也借机煽风点火，

竭力挑拨中印关系，不断对中国施加压

力，企图迫使我国接受印度政府从英帝

国主义那里承袭下来的非法边界线。
为明辨是非和责任，周恩来代表中

国政府于9月8日致函尼赫鲁，系统地说

明中印边界的真实情况，中国政府为维

护中印友好和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

问题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和主张。但是，

印度政府和军队仍然一意孤行，继续扩

大边界武装冲突。
印度国防部还宣布成立新军团第4

军，任命陆军司令部参谋局局长考尔中

将为司令。印度国防部长宣称：“要同

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

着，他又乘飞机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

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后，印

军在东段大量增兵。几天后，印军第7旅

向“麦克马洪线”以北大举进攻，并不

顾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和警告，进一步

扩大事态，公然下令在中印边界东段、
西段，以10个旅的兵力同时发动大规模

进攻。
在难以克制和忍让的严峻形势下，

我国边防部队纷纷上书总参和军委，强

烈要求进行自卫反击。杨成武把情况一

次次报告周恩来、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忙，通知部队后撤。”毛泽东又说，

“告诉他们再退，暂不还击”，并叮嘱杨

成武，“要通知部队，什么时候打响自

卫反击第一枪，一定要等军委的命令”。
还说，“这个事我要管”。

在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边防部队开

进情况时，毛泽东指示：“打第一枪要

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还说：“打响第

一枪之后，仗怎么打，那就主要由你们

负责了。”随后，毛泽东在听取总参关于

作战部署的汇报时说：“有这个部署，

我们就主动了，什么事情都要事先有个

要求。”并再次强调：“打第一枪要有最

高统帅部的命令，至于第一枪打响之后，

仗怎么打，放多少枪，打多少炮，我不

管，反正打胜就是了。”
为了实现毛泽东“务求初战必胜”

的指示，杨成武指挥总参、总后及西藏、
新疆军区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为加强

自卫反击作战的组织指挥，根据总参的

指示，西藏军区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

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

和副政委吕义山等组成中印边界东段指

挥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员

陈明义、副政委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

主持拉萨基本指挥所；新疆边防部队成

立了由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主持的中

印边界西段指挥部。在入侵印军越过朗

久河进占克节朗地区后，在中印边界东

段，我国边防部队又先后组成“东段东

部指挥部”，由成都军区第54军军长丁

盛、副军长韦统泰负责指挥。
当时，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印军

兵力为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
个步兵营，共约2.2万人。根据毛泽东、
周恩来及老帅的指示，总参拟定了中印

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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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印度军队越过克节朗河

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
三五分钟后，消息传到总参，杨成武立

即报告周恩来和毛泽东。毛泽东一声令

下，杨成武签发了 《关于西段天文点、
西犬沟战役作战方案》 《关于歼灭入侵

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的作战命令》，中国边

防部队在东、西两段同时展开了中印边

界自卫反击作战。
东段的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第7旅

沿着克节朗河右岸的进攻，集中优势兵

力，采取两翼攻击、迂回侧后、分割包

围、各个击破的战法进行反击，拔除了

其侵略据点，全歼了印军第7旅，俘获旅

长达维尔准将。西段的新疆边防部队向

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进

行反击，全歼了入侵的印军，战况都是

由杨成武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的。
杨成武回忆说：在自卫反击作战初

战胜利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

图，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停止冲

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

三项和平建议。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指

示，中国边防部队暂时停止自卫反击作

战，甚至停止边防部队的正常巡逻。继

而，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希望他对

“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响。然而，尼

赫鲁置若罔闻，顽固坚持走军事冒险之

路。他一面寻找外国军援，一面将一线

作战部队增加到3万多人。随后，印军

在东段西山口和 瓦 弄 等 地 不断 实 施 炮

击；在西段热琼沟西侧增建6个 据 点 ，

威胁中国边防军的纵深安全。11月14日

和16日，印军又一次向中国边防部队发

起全线进攻。
随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作

战命令，中印边界前线指挥部下令开始

进行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11月18日

晨，边防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

灭了侵入西山口地区的印军大部，接着

继续向南反击。当天上午，西段印军又

在斯潘古尔湖地区发起进攻，中国边防

部队当即进行自卫反击。
战至11月21日，中国边防部队逼近

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拔除了印军设在

中国实际控制线一侧的据点，全歼其1个

旅，重创其6个旅，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俘虏一批印军官兵，粉碎了印军的再次

侵犯。

胜利者的善意

杨成武说，正当战役胜利发展时，毛

主席从战略全局出发，下达了新的命令：

“刹车！”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告诉政治

委员，要保证刹车！”杨成武立即发电报

给前线指挥部，并打电话给谭冠三，要他

确保部队立即停止自卫反击作战。
之后，“毛主席又决定自卫反击部

队主动后撤，把缴获的武器装备擦拭干

净，交还给印度政府”。这是我军乃至世

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举措。为了执行好毛

泽东的命令，杨成武和总参作战部对前

线指挥员反复进行了说服工作。
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

国边防部队将实行全线主动停火，主动

后撤。于是，我国边防部队在进行了加

勒万河、红山口战役，班公洛、热钦沟

战役，克节朗战役，西山口、邦迪拉战

役和瓦弄战役后，于11月22日零时在中

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全线

撤军。
12月，我国边防部队将火炮192门、

枪支3322支、炮弹2.61万发、子弹215.3
万多发、运输机1架、坦克2辆、汽车127
辆、筑路机械12台，以及其他大批军用

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达维尔准将

以下战俘3213名。
我国边防部队对印军被俘人员，一

律不杀、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

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还组织他们到中国一些著名城市参观。
至1963年5月下旬，中国政府将印军被俘

人员全部释放回国。中国政府的诚意和

友好行动，博得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

人民的赞誉。
杨成武说：“毛主席指示，要释放

俘虏、交还武器装备。周总理对这两项

工作十分重视，抓得很细。他要求边防

部队和外事部门，要周密安排，密切配

合，做好工作。还特别交代在移交被俘

人员和装备时，可让印方人员打着绿旗

来领。”
为什么不打白旗而打绿色旗呢？杨

成武解释说：“这是周总理从战略全局

和长远利益考虑的。通常打白旗意味着

投降，打绿旗意味着和平。印度入侵中

国，被我们打败了，它输了理。我们还

是希望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相处，让印军

打绿旗，体现了我们化干戈为玉帛的善

美心意。在国际上开创了战胜国军队主

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的全

部武器装备的先例，打出了国威、军威，

是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惊世创举。”
毛泽东、周恩来的所有良苦用心，

虽然未能感化尼赫鲁，但他终于还是作

出了明智的选择，没有再向中国发动新

的武装进攻，并宣布：接受中国政府提

出的停火声明，赞成中印双方武装部队

脱离接触。这样，中印边境地区在较长

时间内趋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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