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漫笔>>>>>>>>>

91

百年潮

“两个拳头打人”一词的由来与使用
石善涛

在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诸多学者

在论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国“反帝反

修”的外交政策时，一般会使用“两个拳

头打人”来形容和总结。如齐鹏飞、李葆

珍著的《新中国外交简史》中在论述新中

国成立后“第二个十年”的外交战略时就

认为：“在‘第二个十年’，由于苏联大党、

大国霸权主义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和全面破

裂，我们开始摆脱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

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

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那么，“两个拳头打人”一词究竟缘起何

时？其内涵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

条件下又是如何加以运用的？本文通过查

阅党史、国史方面已公开的重要文献以及

现有的学术成果，试对“两个拳头打人”

一词作一梳理。

军事层面上的“两个拳头打人”

在已公开的中共党史重要文献档案

中，“两个拳头打人”一词最早出现在毛

泽东于 1936 年 12 月撰写的题为《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论述关于“集

中兵力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军事平

均主义者到 1933 年，有所谓‘两个拳头

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

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

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

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那么，毛泽东这段话究竟是在什么历史背

景下，针对什么而提出的呢？

时间回到 1933 年初的第四次反“围

剿”时期。周恩来、朱德领导下的红一方

面军主力在决定反“围剿”胜败的关键时

刻，果断改变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原定主

攻南丰的军事部署，转战黄陂、草台冈一

带，采用大兵团伏击歼灭的战术，最终取

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但是

战役的胜利却冲昏了临时中央的头脑，他

们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积

极防御”等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转而实

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路线，命令已经

疲劳过度、亟待休整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立

即向西北方向进攻，继续扩大战果。5 月

20 日，临时中央增选博古等人为中革军委

委员，并实际上取得了临时中央的军事指

挥权。6 月 13 日，红一方面军接到苏区中

央局转发的《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

示》的长篇电文（又称“沪电”）。在电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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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中央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

因而会在中央苏区北部取守势，不易攻击，

所以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分

离作战，以便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打击

敌人，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

由于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给了蒋介石

喘息的机会，使他得以从容布置对中央苏

区的第五次“围剿”。相反，我军在面对

蒋介石 50 万军队的时候，没有做好充分

准备，仓促迎战，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局

面，虽然取得过个别战役的胜利，但最终

也没能打破“围剿”。1934 年 10 月，遭

受严重削弱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撤出根

据地，被迫开始长征。

“两个拳头打人”的“左”倾军事冒

险主义方针给我党、我军造成了重大损

失。1935 年 12 月 23 日，毛泽东在瓦窑

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在谈到战略方针

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时，他明确指出：

“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

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

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

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毛

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两个拳

头打人”一词，但立场鲜明地提出坚决反

对“两个拳头主义”，主张集中优势兵力，

在战略上实行一个拳头打人。

“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军事方针让

我党、我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是我党、

我军历史上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

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第三次“左”

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再次予以严肃批

判，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作

战问题上……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

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

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总之是

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

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战争年代，

“两个拳头打人”的历史教训时刻警示着我

军指战员。1948 年 2 月，徐向前在临汾前

线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使

用兵力上，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我们

反对两个拳头的思想。在兵力上是如此，

在火力上也是如此。上次攻运城，恐怕有

些平均使用和分散兵力的地方。攻临汾，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提到“两个拳头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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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不要犯这个错误了。即使在新中国

成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工作和

讲话中也经常以“两个拳头打人”的历史

教训来警示广大干部。1950 年 7 月，朱德

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

机关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9 周年大会

上就告诫全体干部一定要汲取历史经验，

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历史的经

验教育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军事方针

和原则去办事。凡是违背了这些方针和原

则的，就要受到严重的挫折。如在1933年

9 月开始的反对国民党五次‘围剿’战役

中，发生了单纯防御观点以及两个拳头同

时打敌人的分兵袭敌思想，就使我们吃了

很大的亏，受到了严重的损失。”1961 年

6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

教育干部问题时指出：“为什么后来三年

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

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

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

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

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

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

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

外交层面上的“两个拳头打人”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开始，受到国

内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分化、动荡等

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关系

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一方面，国民经

济的衰退对外交走向产生深层次影响；另

一方面，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因美苏的军事

威胁而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

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20 世纪 60 年代初，

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加速了我国外交战略

的调整。1965 年 6 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

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

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

行到底——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的编辑部文

章，文中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美苏合作”

的对外政策严加痛斥，并第一次提出“把

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

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口号。此后，“反

帝反修”的“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政策基

本确立起来，并一直持续到中美建交。不

可否认，“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由

于受到当时国内“左”的思潮的干扰，使

得我国的对外关系一度出现四面受敌的严

峻局面，这一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与军事意义上“两个拳头打人”一词

的提出不同，外交意义上的“两个拳头打

人”一词并不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在已公

开的中共中央文件、领导人著作以及《人

民日报》等重要媒体中也无迹可寻。根据

现有学术文献，外交意义上“两个拳头打

人”一词最早见于大连陆军学院历史教

研室于 1986 年 9 月编写的《世界政治经

济和国际关系》内部教材中。该书在论述

60 年代我国外交政策时，认为“这一时

期的外交政策叫做‘两个拳头打人’，也

就是既反美又抗苏”。1988 年公开出版的

《形势与政策基础教程》一书中沿用了“两

个拳头打人”这一表述。此后，“两个拳

头打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逐渐成

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一个特定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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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外交意义上的“两个拳头打

人”一词还屡次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讲话中。1991 年 8 月 13 日，乔石在一次

讲话中谈到我国外交政策时指出：“在处

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要坚持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讲究

艺术，不要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要

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目的是争取一个

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国际环境。”2000 年 1

月 12 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

出：“在国际上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

人不能伸出两个拳头打人”。

辩证地理解、使用“两个拳头打人”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

一条重要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

的灵魂。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

一，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就必

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

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同

样，对于“两个拳头打人”也要辩证地理

解和使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做出正确

的选择，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中指出：“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

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期

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

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时期内，只应

有一个。”也即是说，毛泽东并不是反对

“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但在敌强

我弱的情况下，应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集中优势兵力，用“一个拳头”去攻击敌

人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一旦条件允许，

目标一致，“两个拳头打人”也是必要的。

这就要求军事指挥员在复杂多变的战争情

况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运用“两

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解放战争初期，

陈云在东北指挥“四保临江”战役时，就

很好地运用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

略，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拉北

打、北打南拉”相互配合的作战方针，粉

碎了国民党军队“先南后北，各个击破”

的军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南北两线同

时作战，最终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

一举扭转了东北战局。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一段时间内我国粮

食严重短缺，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但是

为了创收外汇，必须要出口一些核桃、瓜

子、红枣等食物，这样一来国内的食品就

更少了。针对这一矛盾，陈云认为，“要顾

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

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顾了

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

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

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这和打仗的道

理一样，两个拳头打不行，要一个拳头

打”。上述事实证明，“两个拳头打人”并

无对错之分，但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必

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

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

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

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军事战略上亦然，

其他工作亦然，只有辩证地理解，才能正

确地使用。（责任编辑 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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