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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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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略理论关注战争，而大战略理论关注和平。由于认识到孤立的战争研究的危害性，
利德尔 · 哈特提出了战后和平与非军事手段的思想，即战争的胜利不再以战场胜利为标准，而以战
后和平为标准 ；军事手段不再是实现战争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成为手段之一，大战略理论由此
初步形成。利德尔 · 哈特是大战略理论的创始人，为研究一国政府治国方略的当代大战略理论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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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尔·哈特是大战略理论的创始人，他为

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达到

大战略理论从战略理论中分离出来从而形成一门

战争的政治目的。” [3](P.449) 利德尔·哈特认为，

单独的学科体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克劳塞维茨

第一，国务家不能孤立地对待战争，他们不仅应

对战略的定义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

关心如何打赢战役，还应关心战后是否取得了和

[1](P.128)

若米尼认为“战略是在战

平、战后状况是否优于战前；第二，单纯的军事

场上巧妙指挥大军的艺术。凡涉及整个战争区的

手段应是国务家工具箱中众多工具的一种，而非

问题，均属战略范畴。” [2](P.86)利德尔·哈特认为

全部，其他如财政、外交、商业、思想道义等手

“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来达到政治

段也应是国务家可供选择的手段。大战略理论由

目的的艺术。” [3](P.448) 总之，利德尔·哈特之前

此形成并对战略理论具有支配地位。

战斗的运用。”

的战略研究局限于战场，不涉及战后问题，战略
家关注的是如何在战场取胜，而战后是否达到了

一、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思想

和平，战后状况是否优于战前不是战略家关心的
问题；战略的使用工具仅是军事手段，不包括外
交、经济、精神等非军事手段。

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思想包括：第一，提
出了战后和平的思想。战后和平这一思想是利德

通 过 对 欧洲历史上的主要战争、尤 其 是 两

尔·哈特在分析战争目的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利

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利德尔·哈特认识到战略理

德尔·哈特深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另

论的不足与危害，提出了大战略理论。“所谓大

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观念的影响，他认为，战

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协调和指

争不是孤立的行为，它应受制于国家政治目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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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政治目的服务，所以，战场的胜利不足以

战胜国也由于资源耗费过大，在战后无力推行自

说明一场战争是成功的，只有国家政治目的得到

己的政治，其实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利德

实现，即总体而言战后的状况优于战前、战后达

尔·哈特严厉批评了这种貌似成功的战争，他还

到了稳固的和平才能认为一场战争是成功的。第

详细阐述了反对丧失理智的、耗损过大的战争的

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协约国虽然打败了以德

理由，他指出：1）高明的战略会使取胜的机会扩

国为首的同盟国，但胜利却很勉强，战后的局势

大、所花的代价减少；2）战争会使国家毫无成效

并没有达到稳固的和平的要求，战后状况并不优

地浪费很多力量，交战双方的局势可能会逆转；

于战前，这都直接导致英法等国国势的下降及第

3）即使取得胜利，但因国家力量消耗过大，战后

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利德尔·哈特认为,

将无力维护国家的利益；4）使用的方法越野蛮残

严格来讲，英法等国也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

酷，敌人的复仇心就越强烈，其抵抗自然就会越

胜国。通过对战争政治目的的分析，利德尔·哈

坚决，因而战争发动国所要克服的困难会越大；

特把战争的研究延长到战后，即战争不是止于战

5）用征服手段获得一个和平条件后遇到的困难会

场上的胜利，而是止于战后和平的获得。

非常之大、非常之多。

第二，提倡大战略手段的多样化。“所谓大

第四，倡导间接路线。利德尔·哈特首先在

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协调和指

战略层面上非常推崇间接路线，他的名著 《战

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来达

略论》 之前的版本就是 《间接路线战略》 。利

[3](P.449)

在对大战略的定义

德尔·哈特认为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去直接

中，利德尔·哈特明确指出了大战略的手段应是

进攻，往往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而采取出其不意

多样的，即“所有一切资源”。利德尔·哈特反

的间接路线对付敌人，使其措手不及，才会取得

对动辄使用军事手段，“大战略更应该注意和利

有效的结果。“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

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财政上的压力、外交上

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最要害的

的压力、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从重要性说来并不

地点。” [3](P.7) “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

算最后一项的思想道义上的压力。”[3](P.449-450)利德

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3](P.12)在大战略层面，利德

尔·哈特反复强调军事手段仅是真正打赢战争、

尔·哈特也极力推崇间接路线，他反对动辄用直

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非全

接的、流血的方式解决危机，提倡运用经济、外

部。

交、心理等综合力量实现国家政治目的，即所谓

到战争的政治目的。”

第 三 ， 对战争持谨慎态度。利德尔 · 哈 特
认为战争有以下四种境界：1）不战。“最完美

“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战略间接路线的提倡是
利德尔·哈特对战争持谨慎态度的实质。

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

第五，重视精神因素。利德尔·哈特首先认

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为精神因素能决定战争的胜负，“精神因素在所

[3](P.453)

利德尔·哈特认为如果其他非战争手

有军事活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作用。它往往

段能达到政治目的，就不应发动战争。2）速战

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战局。” [3](P.11)利德尔·哈

速决，迅速取得战果，或者进行持久战，但要根

特呼吁最合理的战略是只有在敌人精神上发生动

据国家资源情况节约使用兵力，目的与手段相适

摇之后再开始进行会战，这样才有可能取胜，而

应，并且战后能取得和平、战后状况优于战前。

一味强攻猛打、在敌方具有高昂的战斗力的情况

3）如果夺取真正胜利的机会已经丧失，那么应马

下进行攻击只会导致失败，所以“战略的目的就

上停止战争，缔结和约。4）战争双方筋疲力尽、

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要使敌人自行陷入混

两败俱伤后再缔结和约。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

乱。”[3](P.455)其次，利德尔·哈特认为精神因素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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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战后和平的主要依据。战后和平意味着战后

势兵力迎面打击敌人的战略，强调应“避免向坚

敌人的士气被击败、敌人的精神已经屈服，而不

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

仅仅是占领了敌人的地盘。在战争中杀死一定数

动以猛击最要害的地点”，在追求战略目标时，

量的敌军士兵或占领敌人的重要城池并不能阻止

“则应该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3](P.7)；在大

敌人伺机卷土重来、再次反攻，而如果敌人的心

战略层面上，利德尔·哈特因深受一战时欧洲大

理受到震撼、意志已经被打垮、精神上完全屈服

陆西线的拉锯战的震撼，极力反对以军事手段解

才会出现真正的和平。利德尔·哈特非常重视精

决问题，提倡运用经济、外交、道义等非军事手

神因素，他认为，“战争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压垮

段实现政治目的。利德尔·哈特认为大战略究其

敌人的抵抗意志，瓦解其统治者的心灵，而并不

本质是一门艺术，他反对僵化地采纳一般军事教

是一定要消灭其军队；战争的胜或负，主要取决

科书上的不变的战争原理，提出应依据机智与正

于双方的民心士气。”

[3](P.291)

“一个战略家的思

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
去消灭他们。”

[3](P.300)

确的判断力对独特的形势作出灵活性的对策。
利德尔·哈特看待问题具有全局性视野。正
是由于全局性眼光才使利德尔·哈特提出战后状

第六，提出了目的与手段平衡的观点。利德

况分析必不可少的论点。利德尔·哈特之前的战

尔·哈特明确指出“根据自己的手段来选择目标。

争分析起于战前的政治目的分析（克劳塞维茨的

在确定目标时，一定要有健康的思想和冷 静的头脑。

贡献），终于战场冲突的结束，而利德尔·哈特

[3](P.467)

“战略

把此分析时段延长至战后，提出，“所谓胜利，

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目的’和‘手段’

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

（工具）是否能做精确的计算，能否把他们正确

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3](P.500)

‘贪多嚼不烂’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3](P.450)同时，利德尔·哈

利德尔·哈特重视历史经验。利德尔·哈特

特还指出依据手段选定目标之后，要牢记此目

认为只有在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个具体的战争事

标，“当你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来制订自己的计划

件的深入分析才能掌握战争原理。事实上，利德

[3](P.468)

虽然利德

尔·哈特的名著 《战略论》 的绝大部分篇章就是

尔·哈特对大战略层面的目的与各种不同手段的

对历史上的重大战争的分析，而战略及大战略理

平衡问题没有进行详尽的阐述，但他对一场战争

论则是在这些历史上的战争分析的基础上的自然

是否得大于失、是否本应以较小的代价取胜的思

结论。通过对自希腊时代以来25个世纪的欧洲重

考为其学生保罗·肯尼迪对大战略目的与手段的

大战争的研究，利德尔·哈特认为在所有280多场

时，必须时刻记住你的目标。”

[4](P.3-4)

详尽阐述奠定了基础。

主要战役中，只有6次战役的胜利是通过直接路线
取胜的，而其余都是通过间接路线取胜的。历史

二、利德尔·哈特
大战略思想的特点

经验有力地支撑了利德尔·哈特大战略理论。
利 德 尔 · 哈 特 的 战 略 思 想 深 受 中 国古代的
《孙子兵法》 的影响。他曾向人透露，他的军事

利德尔·哈特大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是灵活

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其实在 2500 年前的 《孙

性、全局性、重视历史经验及深受 《孙子兵法》

子兵法》 中就可以找到。利德尔·哈特的最重要

的影响。

的著作 《战略论》 中的军事学家语录中约有三

利 德 尔 ·哈特反对蛮打、猛打，大 力 提 倡

分之二摘自 《孙子兵法》 ，由此可见 《孙子兵

间接路线，这反映了其灵活性的特点。在战略层

法》 对利德尔·哈特的影响。 《孙子兵法》 认

面上，利德尔·哈特反对得到广泛认同的集中优

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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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察也。”[5](P.2)“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

而大战略关注和平，关注战后和平、手段非战争

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

化以及和平时期的国家运作。大战略理论的形

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

成——突破狭义的战争研究并开始向和平方向迈

之有也。”

[5](P.14)

利德尔·哈特对战争同样持审慎

进——得益于利德尔·哈特的贡献。

态度，并认为战争一旦开始最好速战速决，旷日

利德尔·哈特对大战略理论的贡献主要有

持久的战争只会导致财力枯竭，国势危急。《孙

两点：第一是首次提出了战争的胜利应以战后和

子兵法》 认为：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

平为标准，第二是强调指出了战争手段只不过是

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5](P.56)；“进而不可御

大战略手段中的一种。利德尔·哈特创造性地提

[5](P.48)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

出“所谓胜利，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

意” [5](P.46)。这是利德尔·哈特提倡的战略层面的

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

间接路线的实质。《孙子兵法》认为“是故百战

善。” [3](P.500) 实际上，这一论断是受克劳塞维茨

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

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观点的

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

启发，是对前人贡献的创造性运用。利德尔·哈

者，冲其虚也”

[5](P.20,22)

这是利德尔·哈特提倡的大战略

特认为，“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诚然如克劳

层面的间接路线的实质。《孙子兵法》 认为“故

塞维茨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就必须考虑到战后的利益。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把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

自己的力量消耗干净，那么它本身的政治也就会

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

随之而破产。” [3](P.479) 克劳塞维茨虽指出战争的

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5](P.64,66)这是

政治从属性，但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学生都到此为

利德尔·哈特推崇精神因素的实质。总之，利德

止，没有用政治目的来检验战争的胜负，而利德

尔·哈特的战略思想基本都可在 《孙子兵法》 中

尔·哈特却把战争研究时段扩展到战后，以战后

找到对应物，而其超越 《孙子兵法》 的地方只是

是否达到和平、战后状况是否优于战前作为战争

战后和平的提出与大战略手段多样化的论及，即

胜利的标准。在利德尔·哈特对战后和平的关注

大战略思想。

的基础上，其学生保罗·肯尼迪又进一步扩展，

攻城。”

指出大战略不仅关注战争及战后和平，而且关注

三、利德尔·哈特
对大战略理论的贡献

非战争的和平时期的国家政策，“真正的大战略
现在像关注战争一样多地（或许甚至更多地）
关注和平。它关系到应当作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当代大战略理论是指“国家政府的这么一种

的政策的演化和整合。它既非止于战争结束，

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

亦非始于战争爆发。这就是——利德尔·哈特认

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政治、

为——克劳塞维茨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

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

段的继续’的真正要义。” [4](P.3) 利德尔·哈特对

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 [6](P.249) 即一

战后和平状况的关注为当代大战略理论（不仅关

国政府不仅在战时，而且在和平时期中的全方位

注战争时期，也关注和平时期）的形成奠定了基

的治国方略。大战略理论来源于战略理论并对战

础。

略理论具有支配地位，即战略理论须服从大战略

对于第二点贡献，利德尔·哈特不是提出大

理论的指导。战略与大战略的主要区别是战争与

战略手段多样化的第一人。 《孙子兵法》 中“不

和平，战略关注战争，关注如何取得战场胜利，

战而屈人之兵”观点就有战略手段多样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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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德国的鲁登道夫等人在阐述总体战时也有

危机、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的藩篱，把非战

类似的论点。鲁登道夫认为，现代战争是总体性

争手段引入到大战略研究当中来。在此基础上，

的战争，涵盖了陆战、海战、空战、宣传、战争

保罗·肯尼迪对在传统的军事史中通常不予考虑

[7](P.421-428)

即使如

的非战争手段进行了详尽的历史-理论探讨，使得

此，利德尔·哈特在战略手段多样化方面仍有突

战争手段越来越成为实现大战略目的的众多手段

出的贡献，首先他明确提出了大战略手段的多样

之一，并且是最后的手段。

技术、经济与政治等各个领域。

化，“为了达到大战略的目的，军事工具不过是

当然，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思想的本体还

许多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 [3](P.454) 其次，他简

是战争，他对和平的关注仅是战后和平，对非战

要地介绍了几种主要的大战略手段，如经济、人

争的和平时期这一领域没有涉及，并且他对大战

力、精神、财政、外交、商业、思想道义等。第

略手段多样化的论述集中在实现战争政治目的的

三，他简要但精确地概括了战略目的与手段的平

所有资源的调动，而且是一般性的论述，缺少对

衡问题，“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

多种手段的具体的历史-理论探讨。正如哈特所承

和手段（工具）是否能作精确的计算,能否把它们

认的,大战略理论“其领域内大部分还是神秘的处

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的必须与现有一切

女地,正等待人们去继续开拓和研究。”[3](P.450)但是

手段相适应。”[3](P.450)最后，他详细阐述了战争手

利德尔·哈特是大战略理论的创始人，他对大战

段在大战略中的局限性与弊端，指出战争只是在

略理论从战略理论中分流出来、成为单独的一门

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使用的一种解决手段。

学科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利德尔·哈特突破了惯用的以战争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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