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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的战略战术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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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汉尼拔(公元前 207 年- 前 183年)是古代世界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迦太基著名的军事统帅, 他 9 岁离开故土, 随

父亲出征西班牙, 26岁独自率领迦太基军队纵横驰骋意大利,他百战百胜,成为无可争议的 战略之父 ,他的战略战术思想

对军事学术发展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似乎和中国的孙子兵法不谋而合,本文主要通过举例来说明他的战略战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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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元前264年- 前146年,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爆发了三次著名的

布匿战争,第二次由汉尼拔指挥,故第二次布匿战争又成为汉尼拔战

争,他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此次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西方历史上,

只有凯撒、苏沃洛夫、拿破仑等人与之媲美。美国史学家海斯 穆恩

韦兰称赞汉尼拔在意大利南征北战15,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罗马,从

来没有失败过 , [1]以下我们通过列举汉尼拔作战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

例子来加以说明。

二、战略特点

1.正确制定战略计划,立足于军队的持久远征

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时,汉尼拔拟定了一个早已酝酿已久的经过

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远征意大利的大胆战略计划。阿尔卑斯山山高

林密,道路崎岖,而且土著部落对于远征军也是一个威胁,要想翻越阿

尔卑斯山天险进入意大利,在上古时期是一件及其艰难而冒险的事情,

但是汉尼拔坚信,翻越阿尔卑斯山尽管危险,但是却是一条以最短时间

深入意大利本土的捷径,而罗马人也万万不会想到迦太基人会冒险翻

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部意大利向他们发动进攻,同时他也确信,在政治

上,罗马人与意大利人的联盟是在罗马武力压服下最终屈服的,一旦他

所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出现在意大利半岛,由罗马人控制的意大利联盟

必会分崩离析,导向迦太基阵营一边的,因此汉尼拔确信翻越阿尔卑斯

山,从陆地进攻意大利,把战场引入意大利本土是彻底战败意大利的最

佳方案。

公元前218年4月末或5月初汉尼拔率领由九万步兵、一万二千

骑兵几十只大象编成的军队从新迦太基(伊比利亚半岛东南海岸)出

发, [2]经过千难万险,排除重重困难,于九月末胜利抵到达波河上游,虽

然最后只剩下二万步兵和六千骑兵了,但成功地将战场引入意大利本

土,拉开了他百战百胜的序幕,事实也证明他在意大利的 15 年给其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几乎将罗马灭亡。

2.大胆冒险,出奇制胜

汉尼拔战略思想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敢于大胆冒险,出奇制

胜,例如他在意大利北部取得胜利后准备转战中部,他既没有选择西线

也没有选择中线,而是选择了一条行动最为艰难的路线 穿越亚平

宁山脚下与伊达拉里亚平原之间一片人迹罕至的沼泽地,由于春天来

临,积雪融化,阿尔诺河泛滥成灾,那里到处都是齐腰的深水,波里比阿

记载说: 当将军要率领他们穿过沼泽的消息在营中传过后,所有的人

都不愿意出发,因为在他们的眼前立即浮出深深的泥潭和进退不得的

绝境 [3]的确这是一条毒气弥漫,充满危险的死亡之路,但是这条

路不仅最短,而且颇有作战经验而又有着丰富地理和节气知识的罗马

军团指挥官理所当然将这条 路线 排除在自己的考虑之外,于是汉尼

拔下定决心大胆冒险穿过这个沼泽地,并且第一个跳入泥水中,虽然这

次行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尼拔的一只眼睛也几乎被沼泽的毒气熏

瞎,但是却实现了他出奇制胜的战略意图。当他穿过沼泽地,兵临阿雷

提翁时,弗拉米乌斯(罗马军团指挥官)不禁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有想到

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会选择这条路这么快就出现在他的左翼,汉

尼拔将又迎来一次胜利的曙光。

3.善于正确判断军事政治情况并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分化瓦

解敌人

汉尼拔在敌国领土作战,仅仅靠自己从西班牙带来的军队根本无

法与强大的罗马军团抗衡,他认为要想最终征服罗马,就必须最大限度

地争取意大利的同盟者,让他们站到自己一边来。据他掌握的情况,罗

马尽管控制了意大利,但绝大部分地区是被罗马征服以后作为同盟者

加入罗马的,因此这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统一,实质上是为松散的国

家,是一股强有力的反罗马势力。他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通过打胜仗

让意大利同盟者对罗马的实力信心发生动摇,让这些同盟者主动倒向

迦太基,汉尼拔此措施的效果非常好,例如坎尼会战后,阿普利亚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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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城市、萨莫奈的山区部落、路卡尼亚、布鲁蒂乌姆等叛离罗马,至于那

么些没有主动归顺的,他只好通过军事行动来瓦解了,如加普亚、他林

顿等地区,汉尼拔夜袭他林顿后意大利南部的梅塔蓬图姆、图里、以及

赫拉克里亚也相继脱离罗马。

为了瓦解罗马人和同盟者的友好关系,汉尼拔对俘虏进行了不同

的处理,例如在特拉西美诺湖战役后, 他(汉尼拔)很仁慈地对待罗马

同盟者,没有勒索赎款人而释放他们回家,以便安抚他们的市镇,但是

他扣留所有的罗马俘虏 。[4]

汉尼拔软硬兼施争取了大量的友好城市,而这些地区后来却成为

了他的主要兵源和补给基地。

4.关注战略后方和供应基地的稳定

汉尼拔远离故土在意大利作战,他所率领的是一支孤军深入敌国

领土、兵力较少的军队,因此要想战胜罗马,必须要保证战略后方和供

应基地的稳定,否则他的军队孤立无援,其处境十分困难。为了确保后

方安全,防止罗马对迦太基和西班牙袭击,汉尼拔在远征意大利之前,

对后方的防御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首先他把利比亚人派回非洲,以

便开战后让人民提供援兵;其次,他安排他的弟弟哈士多路巴接替自己

在西班牙所担任的职务,代他行使指挥权,以对抗罗马的进攻;最后,他

互换了驻西班牙与利比亚的军事部队,以此来加强北非和西班牙对迦

太基的忠诚。据古典作家记载,汉尼拔汉尼拔派往非洲的军队包括 1.

385万名轻装步兵,870 名巴利阿里投掷兵和 1200 名多民族组成的骑

兵,这些部队中的一部分防守迦太基,另一部分则驻扎在北非的各个战

略要地,汉尼拔留给弟弟哈士多路巴 1. 185万名利比亚人、300 名利古

里亚人、500名巴利阿里人的步兵,450 名迦太基人和利比亚人、800 名

努米底亚人和摩尔人以及 300名西班牙伊列尔吉特人的骑兵,共1. 42

万名战士和21头大象,汉尼拔还留下一支舰队, 2艘四列桨战舰和5艘

三列桨战舰。[5]此外,汉尼拔在意大利作战的十余年,也经常建议迦太

基政府一定要注意确保西班牙后方的安全。

三、战术特点

1.善于捕捉战机利用新方法出奇制胜

汉尼拔在意大利能百战百胜,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能抓住时

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例如,提挈努斯河战役之后,公元前218年,

老成持重、作战经验丰富的西庇阿正在养伤,罗马军队的指挥权落到了

狂妄自大、急躁鲁莽的森普洛尼乌斯手中,罗马军团的指挥官长产生了

严重的分歧,汉尼拔抓住此时大好机会,选好作战地点,首先他命令弟

弟玛哥率2千伏兵先行潜伏在战场右倾山坡上的灌木丛中,同时给他

们配备好向导,规定好发起进攻信号,为了将罗马军队引诱到玛哥的伏

击地点,汉尼拔先派出一支努米底亚骑兵渡过特雷米亚河,直捣罗马人

的军营,并向罗马兵营投掷标枪以引诱敌军出战,森普洛尼乌斯不知是

计,果然上钩了,结果被汉尼拔打败。特雷比亚河战役是汉尼拔战术的

辉煌胜利。

2.充分考虑利用地形和气候特点

例如,在亚平宁山西麓意大利中部有一个淡水湖叫特拉西美诺

湖,它三面环山,一条狭窄的小路顺着注入湖内的小河延伸,随后沿湖

北曲折向前,汉尼拔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绝妙的伏击地,路南是深不见底

碧蓝湖水,路北是一个倾斜的山坡,路中恰好形成一个半月形的小平

原,东西长约4 公里,宽约1 公里,迎面挡着一道约 50公尺高的小山

梁。汉尼拔发现半月形的小平原犹如一个大布袋,袋口就是山梁之间

的路口,于是心中大喜,一个围歼敌人的计划在脑中形成,他命令部队

停止前进,派西班牙人和利比亚人在山梁上面扎营,巴利阿里人和其余

的轻装步兵在山坡后排成一线,居高临下俯瞰特拉西美诺湖,派骑兵和

高卢人隐藏在峡谷入口处及其附近,只等罗马部队进入山湖的小平原,

就封锁入口,扎紧 口袋 。汉尼拔下令,在罗马军队未全部进入口袋之

前,一律不得私自出击,违令者格杀勿论,公元前217年6月21日早晨,

弗拉米尼乌斯率领军队排着一字纵队进入峡谷,汉尼拔一直耐心地等

到罗马军队全部进入口袋才发出战斗信号,首先是正面山丘上的利比

亚人和西班牙人开始俯冲罗马的先头部队,随后迦太基军队从侧面杀

出,山后的努米底亚骑兵和高卢人步兵则立即封锁袋口,攻击罗马军队

后卫,长蛇阵的罗马纵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目瞪口呆,喊杀声震

荡在特拉西美诺湖上空。罗马军队没有任何退路了,汉尼拔已经将他

们推向绝望的深渊,特拉西美诺湖战役以迦太基大获全胜而告终,罗马

及其同盟者死亡人数高达1.5万人, [6]汉尼拔只损失了 1500人,而且其

中大多数是高卢人,特拉西美诺湖战争是汉尼拔战术成功的又一次典范。

公元前216年夏,为了截断罗马的粮食补给,进一步打击其士气,

汉尼拔率领军队来到罗马粮仓坎尼城堡附近,准备和由罗马执政官鲍

鲁斯与发罗二人所统领的大军决一胜负,他了解到这里大约在中午时

分有强烈的东南风,以此他让整个部队背向东南展开,并在一个有许多

树林的山谷中埋伏了一只骑兵和轻装步兵,命令他们在双方交战并刮

起东南风的时候,立即袭击敌军的后区,战斗打响后直到时进中午,一

阵令人目眩的东南风刮起来了,狂风卷起大量尘土扑向罗马人,罗马士

兵两眼被风沙所迷,睁不开看不清,投射的剑石也因逆风使速度变慢,

力量减弱,迦太基投射的剑石因顺风使速度加快,力量加强,大大增强

了杀伤效果,汉尼拔运筹帷幄,成功地以少胜多大败罗马军团,他因此

会战而名垂青史,成为无可争议的战略之父 。

3. 兵不厌诈 、上兵伐谋

汉尼拔夜袭他林顿,是古代世界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一次成

功的兵不厌诈 、上兵伐谋 的典型战例,他巧施妙计,不费一兵一卒

占领了意大利南部最为富裕的海港城市 他林顿。公元前213 年

春的某天,汉尼拔据情报消息,他林顿的罗马守城官李维乌斯准备在城

市中心广场缪斯神庙举行宴会,于是汉尼拔决定与其在他林顿的内应

里应外合夺取他林顿,他决定采取瞒天过海 的计谋来麻痹敌人,他佯

作休战,将迦太基后营撤到距他林顿三天行程的地方。在宴会日到来

之前,汉尼拔先派出一支约80人的努米底亚骑兵向他林顿方向前进,

沿途劫掠粮草,以此制造假象使罗马人误认为他们是一支外出劫掠的

征粮部队 ,随后汉尼拔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支由1万名步兵和骑兵组

成的迦太基主力部队转移到距他林顿城约 25 公里的一个峡谷隐蔽起

来,罗马守城指挥官李维乌斯得知汉尼拔派遣努米底亚骑兵大肆蹂躏

他林顿附近时,认为这是在蔑视罗马军队和他本人,但他却丝毫没有发

现迦太基人的主力部队,李维乌斯天真地认为汉尼拔还在他的大营中,

同一天夜晚,汉尼拔与内应(斐雷梅努斯)接上头,双方约好在子夜时分

偷袭他林顿,此时的李维乌斯从白天起一直就在缪斯神庙举行宴会,对

汉尼拔兵临城下的准备一无所知,宴会结束后李维乌斯有一群护从送

回家,这些护从中又虚度是汉尼拔的内应,其中有一路内应为汉尼拔打

开了城门,他就这样率领迦太基军队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进入他林顿,

汉尼拔下令:除了他林顿人之外,对于罗马人一律格杀勿论,汉尼拔不

费一兵一卒成功偷袭他林顿,这比旷日持久、损失惨重的强攻战术无疑

要高明得多。

4.充分了解敌情,建立了完善的谍报系统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汉尼拔几乎每次作战之前都会派自己的

情报人员打探敌情,甚至他自己也经常化装和戴假发,亲自收集情报,

在充分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 (转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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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疲民乏,连本国的人口都难以养活,更不用说改善劳改营的条件,大

部分人就此丧生,未能再次踏上故土。铀矿的工作也极为艰苦,生存条

件之差甚至让人们将严重的辐射问题忽略不计。由于男性劳动力无

法满足苏联矿场的要求,劳工部门只得征募女人到矿场补充劳动力。

到1948年,至少有2万女人被征募。[ 6]

3.婚姻,家庭及与占领军的关系

战争造成的男性伤亡对战后德国家庭及婚姻关系的影响非常大。

由于大量青年赶赴战场,杳无音信,战时德国婚外情和婚前性行为大

增,短期的性关系成为德国人之间一种安慰解压和获得支持的方式。

而战后由于收入不稳,身体残疾以及对配偶下落的不确定,很多情侣选

择同居或是保持恋爱关系,而很少选择结婚。后来,对婚姻的需要及对

伴侣的渴求使德国妇女们开始寻求与占领军的友好关系。

但德国妇女与东西占区占领军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西占区的

占领军尤其是美国军人与德国妇女的关系较为友好。军队调查员估

计,1946年大约有50%到90%的美国军人与德国女人有着友好的性关

系,每八个已婚男人中就有一个与德国女人保持稳定的性关系。[6]但是

由于性关系混乱,占领军中感染性病的人数剧增,1946年8月,驻德美

占军中性病感染者的比例是1939年陆军的10倍,而且还在增长, [6]占

领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对此进行控制。而这些性病控制措施主要是

加强对德国妇女的监控,督促她们到医院进行检查,或是不定期的突袭

娱乐场所逮捕在场的所有妇女。这些措施不仅践踏了德国女人的自

由和自尊,而且还引起了德国普通民众的歧视。他们认为这些女人玷

污了德国女人向来的好名声,侮辱了国家的尊严,伤害了男人的感情,

导致德国妇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苏占区的情况则截然相反,人们在提到与占领军的关系时,首先

想到的是大量德国妇女被强奸。据统计,从苏联红军进入普鲁士与纳

粹德军作战和攻打柏林开始,到1948年柏林危机爆发,在差不多三年

时间里,约有二百万名妇女被强奸,但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受害,其

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而自杀。[10]面对占领军时,德国妇女只能依靠

自己的智慧逃生。德国男人即使见到了,也无能为力,甚至有时还会选

择牺牲女人从而保障自身的安全。妇女们对强奸的反应不尽相同。

对一些人来说,这只是每天经历的众多事件中的一件;但是对另一些人

来说,这是让她们毕生难忘的恐怖经历。而当女人带着满身伤痕狼狈

的回到家中时,她的家人或是未婚夫甚至会因此而深深厌恶,其他人则

虽然感到同情却无法表达。心理受到的伤害,可能被传染的性病,以及

因此可能导致的怀孕都使妇女们所受的伤害不断加深。

同样的,战时和战后初期妇女们的这些经历对她们的家庭和婚姻

生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男人的

缺席并没有打破妇女们对未来家庭的美好憧憬,而男人的归来却使这

种期望破灭。战后初期最困难的时候,家庭是每个男人和女人心中唯

一美好的憧憬,他们对重聚都抱有极大的期盼。但现实是,分开的这些

年已经大大改变了双方的生活方式。妇女们在没有男人帮助的情况

下渡过危机使她们获得了极大地独立,而男人由于多年的军队和监狱

生活已经习惯服从,因此重建传统的男性当家作主的家庭模式已不现

实。再加上战后初期女人们与占领军的关系导致夫妻间的信任破裂,

婚姻冲突和离婚浪潮开始出现。而这些分歧和冲突又使未婚或丧偶

的女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婚姻的想法。人们的心就像战后初期的

德国一样,千疮百孔,亟需重建。

四、结语

从1942年至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国被打败到 1948年西方货

币改革,德国妇女经历了战时的混乱和战后的艰难,努力生存下来,并

且帮助国家渡过危机。她们在男人不在身边的 20世纪中期及晚期所

做的牺牲,所经历的遭遇及所付出的努力至今在德国人民心中仍拥有

极为稳固的地位,人们习惯上将这个危机时代称为 妇女的时代 ,而带

着怜惜的心情将这一群伟大女性称之为 废墟上的妇女 。她们在混乱

的形势中发挥了超乎想象的智慧和能力,自觉承担了她们传统角色之

外的诸多角色责任,为国家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这个过程

中,她们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她们是德国战败恶果的承担者,是被报

复的目标,还是占领军发泄欲望的对象。虽然人们对于这时代的女人

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对于她们自己而言,她们只是在生存的本能和对家

人的责任意识驱使下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虽然她们也曾对此感到

自豪,但这段回忆带给她们更多的是伤害,因此她们更期望的是能够忘

记过去,过上安定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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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从而周密细致快速的准备战斗,这是他在意大利百战百胜的一个

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汉尼拔单枪匹马地向一个远较迦太基强大的国家提出了挑战,并

且几乎把他摧毁,如果他没有被本邦人的嫉恨所削弱,那么他似乎有可

能最终战败罗马人,的确,作为古典世界史上最早被称为 战略之父 的

军事家,汉尼拔在布匿战争中的胜利和他藉以获得这些胜利的出色手

段奠定了他作为杰出的军事家的地位。一个军人对于一个具有高度

文明的强大名族表现出了如此巨大的精神、智力与技术优势,这在全部

人类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也是直到今日汉尼拔之所以得到人

们敬仰的重要原因。他不愧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军人之一,不愧为是一

位最富想象力、最足智多谋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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