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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    蒲 宁大校

俄国。一线部

队约45万，拥

有火炮 9 4 0

门。拿破仑的

意图是，经过

一 、 两 次 决

战，力争在短

时 期 内 把 俄

军歼灭，至少

将其击溃，尽

快 占 领 俄 国

首 都 莫 斯

科 ， 迫 使 俄

国投降。

　      面对法军

东进之势，俄

国 沙 皇 亚 历

山 大 一 世 也

积极备战，沿

西 部 边 界 地

区 构 筑 大 量

工事，扩充兵

员，到战前总

兵力达43万，

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22 万，火

炮 800余门。俄军由沙皇统一指挥，

计划在法军进攻时，依托堡垒进行

抵抗，一部分兵力转至法军侧翼和

                     避敌锋芒  后发制人
　　　　                        —评库图佐夫在1812年俄法战争中的决策

      19世纪最初的10年，法国皇帝

拿破仑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了一系列

战争的胜利，征服了大部分欧洲，此

时对拿破仑来说，英国和俄国是他

实现统治欧洲的障碍。为此，他决定

先击败俄国，然后再进攻英国。1812

年6月初，拿破仑调集了包括一些欧

洲国家在内的68 万大军，准备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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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袭扰，力图将法军拖垮。

　　6月24日，法国三路大军渡过涅

曼河进入俄国境内，并向俄国纵深

急速挺进，连下数城，于7月8日占

领明斯克。俄军由于战争初期准备

不充分，在强大的法军压力下，无法

按原计划进行防御作战，为了避免

被分割包围，只好后撤。此时法军进

攻莫斯科的意图已经显露，沙皇决

定将俄军指挥权交陆军大臣巴克莱，

自己返回彼得堡。8 月1日，俄军两

大集团在斯摩棱斯克会合，而此时

俄军大约后退了600公里。按巴克莱

的想法，俄军应继续向腹地退却，以

便进一步收缩兵力，拉长法军的战

线，以空间换取时间，创造有利战机

再进行决战。他的主张遭到一部分

高级将领的反对，遂决定在斯摩棱

斯克城进行防御作战。8月16日，法

军进攻斯摩棱斯克，俄军在进行了

顽强抵抗后，于18 日撤出战斗。俄

军奉巴克莱命令，焚毁斯摩棱斯克

城，并在后撤的每一个地方实行坚

壁清野，不给法军留下任何给养。

　　俄军节节退却，引起了军队官

兵和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高级将

领也互相倾轧，指责的焦点集中在

巴克莱身上，要求撤换他的声音越

来越高。迫于形势，沙皇不得不重新

启用已经退役的67岁老将库图佐夫

担任俄军总司令。8月29日，库图佐

夫到达前线。此刻他非常清楚，巴克

莱的决策是对的，目前的俄军不具

备战胜法军的实力，只有继续后撤，

积蓄力量，进行持久战，才能拖垮法

军，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他也知道，

人民和军队都希望他采取坚决行动，

阻止法国人向内地长驱直入，不经

一战就放弃大片国土，特别是俄罗

斯的首都莫斯科，是绝对交待不过

去的，而且巴克莱的前车之鉴，也使

他必须打一仗。而此时，经过补充后

的俄军有 12 万，火炮640 门。库图

佐夫决定在距莫斯科 120 公里的博

罗季诺村迎击法军。为此，他进行了

周密的部署，修筑了防御工事，计划

依托博罗季诺的有利地形使法军在

战场上无法机动，不得不正面进攻，

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尽量杀伤敌人。

　　法军自进入俄国后，一路长驱

直入，漫长的交通线和补给基地需

要分兵驻守，使用于莫斯科方向的

兵力此时仅有13.5万，火炮587门。

但拿破仑依然希望以一次总决战来

消灭俄军。9 月7 日，俄法两军在博

罗季诺进行了一场自战争爆发以来

最大的交战。法军由于无法从两翼

包围俄军，只有采取正面突击，在比

较狭窄的地段上向俄军防线猛烈攻

击。两军在阵地前沿反复争夺，战斗

异常激烈，俄军在经过一天的拼死

抵抗后，利用夜色的掩护放弃了博

罗季诺阵地，使拿破仑消灭俄军的

企图未能实现。此战，法军付出了5

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俄军也损失

了4.4万人。博罗季诺交战消耗了法

军的力量，为俄军以后转入战略反

攻创造了条件。拿破仑后来曾回忆：

莫斯科城下的一战（指博罗季诺之

战），法军表现了最大的勇气，却获

得了最小的胜利。随后，库图佐夫又

主动放弃了莫斯科，将俄军撤至莫

斯科西南的塔鲁丁诺村。9月14日，

法军先头部队进入莫斯科。

　　法军在涌入莫斯科后，发现它

已经是一座空城。16 日夜，莫斯科

城燃烧了一场大火，三天后才熄灭，

使这座古城只剩下一片断瓦残垣，

法军大部分粮草和许多装备也都毁

在火中。随后，拿破仑多次向沙皇提

议媾和，但被亚历山大拒绝。与此同

时，法国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俄国人

民的反抗，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开展

了袭扰法军的游击活动，截夺车辆，

破坏交通，使各地法军惶惶不可终

日，人员和物资的损失不断增加。库

图佐夫也利用这段时间，避开法军

的攻击，休整部队，补充减员的兵

力，并抽调一部分正规军加强敌后

的游击战，为组织反攻积极做准备。

在短期内库图佐夫使自己掌握的兵

力达到 12 万，而拿破仑指挥的法军

仅剩 9 万，人员和物资得不到补充，

求战不得，求和不成，困守空城，处

境日益困难。

国际视野

决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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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 日，拿破仑被迫做

出撤出莫斯科的决定。他原想挥

师南下，取道未经战争破坏的卡

卢加地区，但库图佐夫早在此集

结重兵，切断了法军进入俄国南

部地区的通道，法军数次交战失

利，被迫从已被战争毁坏殆尽的

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在法军后

撤的同时，库图佐夫组织俄军转

入反攻，使法军不断遭受打击，

一路溃败，损失惨重。直到11月

2 9 日，法军残部渡过别列津纳

河，才摆脱了被俄军围歼的危

险。12月5日，法军退到维尔诺，

拿破仑把指挥权交给了缪拉元

帅，自己只带了几个将领和侍

从，乘坐雪橇悄悄离开俄国，返

回巴黎。当法军再次渡过涅曼河逃

出俄国境内时，仅剩3万人。在远征

俄罗斯的战役中，法军先后进入俄

国有 60 余万人，除了10 万被俘外，

全都战死、病死、冻死、饿死。拿破

仑这个曾使欧洲闻风丧胆的常胜

将军，在可怕的俄罗斯的冬天一

败涂地。此战法军精锐损失殆尽，

元气难以恢复。

　　点评

　　1812年俄法战争是库图佐夫50

余年戎马生涯最辉煌的一页，他打

败了不可一世的法军和它的统帅拿

破仑，拯救了他的祖国。库图佐夫是

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军事组织者和

决策者，其军事决策的判断力、预见

性和果敢是统帅艺术的卓越典范。

　　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战场形势

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准确判断，

以及对未来战局可能发展的科学预

见。库图佐夫是在俄国处于极为困

难的情况下出任俄军总司令的。他

所接手的这支军队，由于连续后撤，

始终处于法军的追击中，兵员锐减，

粮秣不足，只能靠劫掠度日，士气受

到严重的影响。虽然法军相当一部

分被分散驻防各地，使一线作战兵

力在数量上与俄军大体相当，但他

们士气旺盛，久经征战，战斗力很

强，其统帅拿破仑具有极高的军事

指挥艺术和才能。因此，对库图佐夫

来说，在处理危局的决策中，必须小

心谨慎，避免过早与法国人决战，保

存俄军的有生力量。他深知，战争的

结局取决于俄国人民和军队的意志，

取决于俄国所拥有的战争潜力。因

为他早就预见到，法军不可能在一

个离开本土几千公里、而且充满敌

意的大国进行持久作战，俄罗斯所

具有的广阔战略纵深，人口的巨大

潜力，以及冬季严寒等恶劣的自然

条件，使俄国可以通过持久作战大

量消耗敌人而改变力量对比。为此，

他一上任就确定了在较长的时间和

较广阔的区域内消耗法军的战略决

策，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积蓄

力量，为最后夺取胜利创造条件。

　　库图佐夫出任总司令后的第一

项决策就是加强战略预备队的建设。

他写信给陆军部，分析正在与优势

法军作战的俄国军队极其不足，要

求组建预备队，提出这是扭转战争

进程的关键。正是由于俄军后备兵

员的不断补充，改变了与法军的力

量对比，在战略反攻阶段有充足的

兵力在各个地区给法军以沉重打击。

由于法军战线过长，后勤补给困难，

库图佐夫抓住拿破仑急于决战的心

理，采取避敌锋芒、诱敌深入的战

略，通过不断削弱法军的有生力量，

最后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溃退的法军。

　　在整个战争期间，库图佐夫做

出最艰难的决策是不战而放弃莫斯

科。他深知，人民和军队都把他作为

俄罗斯的救星，期望他在莫斯科城

下指挥他们与敌人决一死战，保卫

首都。而且莫斯科的居民已经拿起

了武器，军队中也流传一句话：宁愿

战死在莫斯科，也决不把它交给敌

人。这事关俄罗斯的荣辱。但库图佐

夫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目前的这支

军队，难以抵挡强大的敌人，一旦把

它拼光，拿什么来拯救祖国和人民

呢？作为最高统帅，他必须摆脱感

情的羁绊，站在国家与民族的高度，

不能只看到莫斯科，而应看到整个

俄国，不能只看到莫斯科郊外的阵

地，而应看到决定战争命运的整个

战场。库图佐夫顶住来自各方面的

压力，毅然决定放弃莫斯科。历史证

明，1812年俄法战争的转折点是从

放弃莫斯科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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