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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战略节奏是指决策者为达到战略目标,通过持续观察外部战

略环境和运用自身战略能力,在动态执行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节律性活

动。战略节奏首先取决于战略目标,其次取决于决策者对于战略环境和战

略能力的认知。崛起国需要密切关注自己的战略节奏问题,因为国家的崛

起历程漫长。在崛起过程中,国家需要动态执行战略以适应战略主体和客

体的各种变化。在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均判断正确的情况下,该

国战略节奏将是适当的。当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发生失误

时,该国可能出现战略节奏过快、过慢或时快时慢的情况。对战国时期的秦

国、魏国和楚国战略节奏的研究结果表明:战略节奏适当,预示着国家的崛

起之路比较顺利;战略节奏不当,预示着国家的崛起会遇到较大的挫折甚至

崛起之路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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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崛起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崛起过程中,国家需要不断调整具体

政策以适应国内外环境和自身能力的变化。没有一项战略可以一成不变地

长期执行,战略目标、时间、内容和执行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这

种调整并不容易,需要决策者拿捏好时机和力度。从中长期来看,对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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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执行与调整所呈现出的节律性活动就类似于音乐节奏,我们将之称为

战略节奏。战略节奏得当,预示着国家崛起之路就会比较顺利;战略节奏不

当,预示着国家崛起将遇到较大的挫折甚至崛起之路被中断。本文拟研究

崛起国的战略节奏问题,即什么因素会影响崛起国的战略节奏,以及崛起国

如何通过把握这些因素来调适战略节奏。

一、
 

战略节奏

战略节奏似乎不在大战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之内,反倒是研究企业管

理、国内治理的学者偶尔在使用。企业管理学者帕特里夏·克拉内尔

(Patricia
 

Klarner)和塞巴斯蒂安·雷什(Sebastian
 

Raisch)将节奏定义为“在

特定时间周期中频繁调整的时机”①。朱恒源、杨斌等人将战略节奏定义为

企业的一种节律性活动,即企业通过追踪市场需求变化,在产品市场中动态

调整自己的行为,在资源市场中改变自己的资源能力组合,借助股权市场进

一步更新资源基础,应对产品市场的未来挑战。一句话,企业应根据市场环

境变化动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并通过有效的运作对环境施加影响,以获得

竞争优势。② 任剑涛将国家治理节奏定义为“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有快有慢、

快慢相宜、张弛有度地采取治理举措而展现出来的一种节律”,并指出领导

人需要精巧地确定治理的宽严尺度。③ 但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者们

都承认节奏的重要性,但都没有给出分析节奏的客观标准。他们可能认为

节奏是一个“众妙之玄,在乎一心”的艺术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严格分

析的社会科学概念。

美军中校马修·普雷斯科特(Matthew
 

Prescott)研究了战斗节奏问题。

他将战斗节奏定义为指挥、人员和单位活动的有意循环,目的是同步当前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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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60-
184.

朱恒源等:《战略节奏:战略分析的动态新框架》,载《技术经济》,2018年第3期,
第30—36页;朱恒源、杨斌:《战略节奏》,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4页。

任剑涛:《一张一驰谓之道:复杂局面中的国家治理节奏》,载《治理研究》,2021
年第1期,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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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行动。一个战术司令部的战斗节奏包括一系列循环的工作会议、简

报和其他按时间和目的同步进行的活动。一个作战单位的战斗节奏管理着

司令部内最重要的资源: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时间。战斗节奏必须与指挥

官的能力相匹配,以便其做出及时而明智的决定,并有效执行相关任务。①

马修·普雷斯科特对战斗节奏的定义和解释对本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即

他指出节奏必须与指挥官的能力相匹配。但他的文章主要探讨指挥链上的

各个层级如何做好协调工作,这与前述企业管理研究高度类似。

为什么战略节奏不在大战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之内是一个令人困惑的

问题,对其原因鲜有分析。笔者的一个猜测是这与大战略集艺术与科学两

方面特征于一身的特性有关,这一特性导致对大战略的研究出现艺术取向

和科学取向。历史学家出身的大战略研究者通常更看重大战略的艺术性一

面。他们并不认为对大战略可以做科学式的结构、要素或因果分析,反对用

固定分析框架去束缚研究者的思维,而主张从历史情境出发,去领悟和理解

大战略。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前几年出版的《论大战略》一书中没有对大战略本身进行任

何理论分析,只是讲述一系列与大战略相关的历史故事,希望读者从中汲取

有益营养。② 政治学或军事学出身的大战略研究者通常更看重大战略的科

学性一面。他们主张“解剖”大战略,观察其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

系。中国大战略研究者周丕启的《大战略分析》一书就分别论述大战略的构

成要素和制约因素,以及与大战略实施的有关因素。③ 科学取向的大战略研

究者可能认为战略节奏是一个艺术概念,因此战略节奏不在其研究视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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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臧博、崔传刚译:《论大战略》,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版。其他历史学者出身的大战略研究者的著作亦多是这个研究取向,参看爱德华·勒特

维克著,时殷弘、惠黎文译:《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劳伦斯·弗里

德曼著,王坚、马娟娟译:《战略:一部历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威廉森·默里等

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战争和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彼得·帕

雷特等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约翰·刘易

斯·加迪斯著、时殷弘等译:《遏制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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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艺术取向的大战略研究者又不注重对概念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对他

们来说,提出“大战略”这个词并给它一个定义就已经完成理论化的工作。

本文将战略节奏定义为决策者为达到战略目标,通过持续观察外部战

略环境和运用自身战略能力,在动态执行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节律性活

动。从这个定义来看,与战略节奏有较强关联的概念是战略调整。战略调

整指根据战略评估的状况,对大战略构成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包括战略充

实、战略完善和战略转换。① 如果战略节奏也要研究战略调整情况,那这两

个词就有同义反复之嫌。不过本文认为,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上虽有一定交

叉,但决非同义反复。战略调整主要涉及战略本身的变化,也的确涉及调整

节奏问题,比如是激进式调整还是渐进式调整。② 而战略节奏的研究尽管也

要涉及战略调整事宜,但目的不是探讨要进行哪些调整,而是探讨是什么因

素导致节奏与目标匹配(或错配),从而致使节奏得当(或失当)。战略调整研

究的是调整导致哪些变化,而战略节奏研究的是什么因素会导致战略调整。

本文旨在把战略节奏这个艺术概念进行社会科学化的处理,以揭示其

可能存在的因果逻辑。从研究策略而言,本文采取韦伯式方法,把战略节奏

从复杂的甚至是非线性的战略实践情境中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一个“理想

类型”。这意味着战略节奏就不必考虑战略失误、第三方因素、偶然因素等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从研究方法而言,本文采取变量控制的方法,把实际可

能影响战略节奏的多种因素,包括上文提到的战略失误、第三方因素和偶然

因素等控制住或排除掉。为此,本文所选案例都是一些“极端式”案例,以符

合战略节奏的“理想类型”特征。这种研究法有助于使研究对象抽象化和概

念化,并发现其内在的一些因果逻辑,但缺点在于历史感不强,很多情况下

无法完全匹配真实的战略情境。③

节奏本是一个音乐名词,音乐理论或许可以为我们分析战略节奏提供

一些借鉴。根据音乐理论,一首乐曲的两个构成要素是旋律和节奏。旋律

是指长短、高低、强弱不同的一连串乐音有组织地进行。它是乐曲的基础和

①

②

③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第238—254页。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第251—252页。
人文历史学科的时间叙事和社会科学的结构叙事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

研究者大概只能择一而从之,无法做到两者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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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体现乐曲的主要思想或全部思想。节奏是指长音与短音有规律地用

强弱组织起来的音的长短关系。节奏包括节拍和速度这两个要素:前者是

指音乐规律性的强弱交替运动,即拍点的组合;后者是指这种律动的速率。

节奏服务于旋律,一定的旋律必须辅之以一定的节奏,才能具有表现力。比

如,一段表现军人行进时昂扬向上姿态的旋律必须辅之以进行曲的节奏(齐

步节奏,4/2拍),一段表现人们热情奔放情绪的旋律可辅之以圆舞曲的节奏

(小快板,4/3拍)。如果用圆舞曲的节奏去匹配表现军人行进的旋律,那就

会使这段旋律丧失应有的表现力。在音乐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节奏叫

做节奏型,比如音值均分型、附点节奏型、长短交替型等等。

我们可将战略目标和战略节奏的关系类比为旋律与节奏的关系。目标

要统帅节奏,节奏要服务于目标。战略节奏首先取决于战略目标。比如,一

个为期10年的战略目标和一个为期50年的战略目标,其各自应当匹配的战

略节奏肯定不同,前者的节奏要快于后者。战略节奏本身无所谓对错。我

们不能说节奏快就好于或差于节奏慢,而只能说它与目标是否匹配得当。

就好比我们不能说音乐中某种节奏型就一定好于其他的节奏型,只能说它

是否能与特定旋律相匹配。因此,战略目标才是大战略的核心。一个设置

失当的战略目标即使在执行过程中节奏得当,其结果也是失败的。比如,拿

破仑的战略目标是以最短的时间控制全欧洲,为此他全国动员、四处征战、

马不停蹄,致使国力疲弊,最后兵败下台。他采取的高强度、快速度的战略

节奏完全服务于其战略目标,可以说节奏与目标相匹配,但他的失败不在于

节奏本身,而在于目标设定错误。

当战略节奏与战略目标相匹配时,战略节奏又可能受什么因素影响?

或者说,此时什么因素会导致战略节奏与战略目标的错配? 本文认为,决策

者对于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的认知会影响二者的匹配。这两个变量都是主

观变量,这是因为战略节奏本身是决策者的一种主观选择,这种主观选择取

决于决策者对客观条件的认知。因此,本文隐含的一个前提假定是决策者

不可能是经济学意义上标准的“理性人”,所以他们对客观条件的认知才有

正确和错误之分。

我们把战略节奏分为合适、过快和过慢三种基本类型,其中合适是指节

奏与目标相匹配,过快和过慢不是指节奏本身的快或慢,而是指它与目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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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节奏相比是快还是慢。决策者对战略环境的认知可分为正确和错误

两类,对国家战略能力的认知可分为合理和高估两类。由于崛起国低估本

国能力的情况非常罕见,故本文对低估类型不予以考虑。由此,我们可以得

到如下逻辑组合,见表1。

表1 战略节奏的组合逻辑

能力认知

合理 高估

环境认知
正确 适当 过快

错误 过快/过慢 过快

在决策者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均判断正确的情况下,该国的战略节

奏将是适当的。决策者将与时俱进地调整(或不调整)战略的各项要素,国

家崛起步伐亦因之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呈现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状态。

如果决策者对自身战略能力的认知合理但对战略环境的判断失误,该

国可能出现战略节奏时而过快时而过慢的紊乱情况。一方面,他(们)可能

对国家面临的各类问题和挑战视而不见,政策调整不及时,战略节奏将呈现

出过慢态势。① 过慢的战略节奏将导致国家对内动员不足或对主要外部威

胁应对不当。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采取激进的对外战略,急于改变不利

的战略环境,但在战略方向上缺乏重点和主次之分,结果使战略节奏呈现出

过快态势。过快的战略节奏将导致国家对内过度动员或对外采取冒进式的

扩张战略,结果最终使国家崛起受挫。

当决策者高估自身战略能力时,其通常也会乐观地看待战略环境,认为

自己可以驾驭环境的发展或尽快扭转不利环境,从而导致战略节奏过快。

换句话说,无论决策者对环境的判断是否正确,此时都不影响他加快战略节

奏。特别是当突发事件导致机会窗口出现时,为抓住机会窗口,决策者通常

会贸然加快战略节奏。

由于战略节奏是决策者动态执行和调整政策而形成的一种节律性活

① 战略在总体性和抽象性上要大于政策,政策属于对战略的具体执行,或者说,战
略是通过一系列政策的执行来体现的。因此,我们有赖于通过观察政策的调整来判定战

略调整幅度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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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此观察政策调整的幅度是确定战略节奏的关键要素。调整幅度大,则

战略节奏过快;调整幅度小,则战略节奏过慢。政策调整幅度可由以下因素

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战略目标、目标时间、战略方向、政策内容、政策执行

方式。在这几个指标中,当战略方向、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发生变化时,就

表明政策出现调整,这是显而易见的。战略目标和目标时间是一项大战略

的龙头要素,是大战略规划与设计方案必须首先确定下来的内容。当这两

项因素发生变化时,就会导致战略本身发生较大的变动,从而必将带来具体

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因此,战略目标和目标时间是影响政策调整幅度最重

要的两个因素。

战略环境是指一定时期内影响国家安全全局的客观情况和条件,包括

但不限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和地缘等方面综合形成的客观状况。① 战

略环境是客观的,但决策者对环境的判断具有主观性,因此判断决策者对战

略环境的认知正确与否需要将决策者的认知与客观环境对比。由于本文选

择的都是历史案例,因此案例发生时的客观环境可有较准确的定论。我们

根据决策者的语言和文献来判定其对环境的认知是否符合实际。

战略能力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家运用自身实力达成战略目标的能力。战

略能力又可以细分为国家实力和战略操作能力两个要素。其实国家实力是

客观实在的物质力量,战略操作能力是决策者主动运用国家实力以达到战

略目标的能力,这个能力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面对同样的国家实力,战略操

作能力强的决策者会运用得当,战略操作能力弱的决策者则运用失当。因

此,这两个要素之间是相乘关系,即战略能力=国家实力×战略操作能力。

一般来说,决策者对本国物质实力的认知准确程度要高于对自己的政治能

力的认知准确程度。换句话说,决策者经常高估自己的战略操作能力,以为

凭借自己的操作能力可以弥补国家实力之不足。由于本文选择的都是历史

案例,因此当事国的国家实力和决策者的战略操作能力已有定论。我们可

根据当事人的语言和行为来判定其对能力的认知是否符合实际。

本文选取战国时期秦、魏、楚三国的战略节奏作为案例分析。秦国的成

功崛起是战略节奏适当的典型案例,魏国在魏惠王时期是战略节奏紊乱的

典型案例,楚国在楚怀王时期出现战略节奏过快的情况。见表2。

① 周丕启:《大战略分析》,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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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战国时期秦、魏、楚三国的大战略相关要素

战略目标 战略能力认知 战略环境认知 战略节奏

秦国 称霸 合理 正确 适当

魏国 称霸 合理 错误 紊乱(过快/过慢)

楚国 称霸 高估 正确/错误 过快

选择这三个国家出于如下理由。首先,这三国面临的具体战略环境有

差异,但都有崛起为体系最强国的战略目标。而且在本文所研究的时间范

围内,这三国没有为本国生存等低层次国家战略目标而努力的需要,这样我

们就可以集中探讨战略节奏与崛起进程之间的关系。其次,本文的出发点

是对一个理论概念进行社会科学式的系统研究,并旨在阐明其内在的因果

逻辑,因此历史案例的作用在于对这个概念及其逻辑进行阐释性说明

(illustrate),而不是通过历史叙事来启示今天的战略实践。因此,尽管这三

个案例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之久,但只要它们能有力地说明战略节奏这个概

念及其逻辑成立,那么战略节奏这个概念就可以用来观察和研究当今以及

未来的国家战略行为。

二、
 

战略节奏适当的秦国

战国时期秦国崛起为最强国进而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到公元前260年秦国取得长平之

战的胜利,其崛起历程长达近百年。我们把秦国的崛起历程大致分为三个

阶段:一是追赶阶段,时间大致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到公元前337年秦

惠文王继位。秦国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变法图强,大幅度提升国力,重新成为

强国。二是相持阶段,时间大致从秦惠文王继位到公元前313年秦国在丹阳

大破楚军,夺取原属楚国的汉中。经此一战,传统强国楚国一蹶不振。三是

超越阶段,时间大致从公元前312年到公元前260年秦国取得长平之战的胜

利。经此一战,赵国元气大伤,秦国崛起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且

基本扫平统一中国的道路。在上述三个阶段中,秦国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

挫折和失败,但它都能够一一妥善应对,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总体看

来,秦国能够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其战略节奏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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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与其战略目标、环境和能力相匹配。

(一)
 

追赶阶段

秦国在秦穆公时期位列春秋五霸之一。但穆公之后,秦国国力持续下

滑。到战国初期,秦国已经沦为极为平庸的国家。战国初期的几位秦国国

君,包括厉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要么无所作为,要么因陷

入政争而被杀,直到献公继位,国内政局才基本稳定下来。秦献公采取一些

社会改革措施,并且在与魏国的石门之战和少梁之战中取得胜利,暂时扭转

国力严重下滑的局面,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秦国仍然是个不起眼的弱国。

孝公继位后的国际形势是强国林立、互相争战,但大家都不把秦国放在

眼里,认为它不过是个边远的夷翟之国。据《史记·秦本记》记载:“孝公元

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

小国十余。……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

会盟,夷翟遇之。”

力图奋发有为的秦孝公对国内外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变法求贤令

中精辟总结秦国面临的国内外困境。他说:“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

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

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

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

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

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①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

首先,秦孝公指出秦国不但国力衰落,而且外部战略环境非常险恶。其次,

秦献公的改革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继续深化改革在国内有一定的共识,但

怎么改尚无定论,因此改革的国内环境亦不容乐观。

当秦孝公听取商鞅进行变法的总体设想后,两人都明白这次改革一定

非常艰难,将是对秦国现行权力、资源和财富结构的深度重组,也是对传统

保守思想的彻底涤荡。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无论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普通百

姓,还是作为统治者成员的贵族精英集团,都不会支持改革。如果孝公和商

① 《史记·秦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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鞅此时对自己的政治能力过于自信,急于把改革全面铺开,则战略节奏有过

快之虞,甚至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因此,孝公和商鞅并未急于求

成,而是采用慢启动的方法。从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到孝公六年(公元

前356年),孝公和商鞅一直在做改革的前期准备工作。虽然他们具体做了

哪些工作史无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想他们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对变法方案进

行调研和细化;二是摸清国内各群体对变法的态度,以争取支持者,怀柔中

立者,打击反对者。

据《史记》记载,其间有两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变法:一个叫甘龙,另一个

叫杜挚。但司马迁没有记载两人的官职,说明这两人并非显贵,或者也不是

显贵集团的代言人。在秦国的官僚体系中,手握大权的是大庶长、右庶长、

左庶长、驷车庶长。大庶长相当于丞相,右庶长和左庶长相当于副丞相,驷

车庶长执掌王族事务。左庶长可以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三庶长均由王

族大臣担任。四庶长位高权重,其背后的政治势力盘根错节,一旦出现君弱

臣强的局面,庶长甚至可以废立君主。在秦国历史上,怀公和出子就在与众

庶长的斗争中失败而自杀或被杀。献公得立也是因为得到庶长的支持。①

因此,孝公和商鞅实施变法必须取得王族三庶长的支持或者至少善意

中立。②

商鞅变法开始后,平民反对声音很大,但贵族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对声

浪,这说明孝公对统治集团所做的说服和分化工作是有效的。当太子违反

新法令时,为了严肃法纪和表明变法的决心,商鞅毅然惩罚太子的两位老师

公子虔和公孙贾,这一举措既震慑了统治集团中的反对派,也向普通百姓传

达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自此秦国上下再无人公开反对变法。③ 由此

看来,孝公和商鞅准确把握住了国内的改革环境,那么两人又是怎么为国内

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呢? 其实就是四个字:韬光养晦。从孝公三

①

②

③

《史记·秦本记》:“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出子二年,庶长

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孝公六年,商鞅出任左庶长,全面负责变法工作。
《史记·商君列传》:“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

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

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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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孝公二十一年,秦国在18年间只与魏国爆发过两场战争,并且决不介入

东方六国的争战。在变法最关键的前五年,秦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直保持

沉默。

另外,秦国在对外战略上坚持韬光养晦,也有助于缓解和延迟贵族集团

反对变法的声音。商鞅变法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实行军功爵制,即“宗室非有

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① 这项改革措

施旨在打破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僚世袭制,一定程度上打开社会阶层上下流

动的通道。但这项措施必定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可以预想上层贵族

反对,而中下级官员和平民支持。孝公和商鞅对改革节奏的把握就高明在

这里。他们对外韬光养晦,不介入诸侯国混战,等于这项改革措施只具有字

面上的意义,而实际上显贵集团无人因之利益受损。也就是说,孝公和商鞅

的策略是先通过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而努力使各阶层受益并获得其支

持,待改革基本成功后,再进行对外战争以真正实行军功爵制,而此时既得

利益者的反对力量已被大为削弱。这说明,孝公和商鞅对于具体变法措施

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是有明确考虑的,对整个变法的战略节奏把握得相当

到位。

商鞅变法大大提升了秦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秦人富

强的消息传遍东方各国,秦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战国列强面前。② 变

法完成之后,秦国必然要参与到战国列强的争霸战争当中。从孝公二十二

年(公元前340年)开始,秦国就开始逐步设计和实施新的对外战略。对外战

略的设计需要分析国际环境,明确战略目标,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制定战略

方针和措施。

就国际环境而言,秦国地处西部,既非当时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亦

非国际矛盾的焦点所在。就战略目标而言,秦国与魏、楚两国接壤,而魏国

是秦国最主要的敌人。魏国在战国初期率先变法图强,国力迅速上升为战

国诸侯之首。历史上秦晋两国原本大致以黄河为界,但魏文侯和武侯两代

①

②

《史记·商君列传》。
《史记·商君列传》:“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秦本记》:“(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

年,诸侯毕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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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经过数次战争,夺取秦之河西和上郡等大片土地,对秦形成战略高压态

势。河西之地是伸向秦国国土的一个巨大突出部,就好比魏国插向秦国心

脏地带的一把匕首。不剪掉这个突出部,不拔出这把匕首,秦国非但无法与

诸侯争霸,反而时刻有国家安全之虞。商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孝公

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 魏居领厄

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

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叛)之,可因此时伐魏。

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①

这段话实际上是商鞅为秦提出的阶段性对外战略构想,基本意思是:魏国是

现阶段秦国最主要的敌人,秦必须先击败魏国才能将势力向东方扩展。现

在是攻击魏国的好时机,一是因为国君贤明,国力强盛;二是因为魏国去年

(公元前341年)在马陵之战中惨败于齐国,国力大损。秦国的战略目标首先

是收复河西和上郡,将魏国推回黄河以东,然后秦军再渡河与魏作战。一旦

秦国夺取魏国东部领土,就能打开与东方诸侯国争霸的通道。因此,击败魏

国是成就帝王之业的第一阶段目标。

孝公十分赞同这个战略构想,迅速下令商鞅准备领兵进攻魏国。孝公

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秦国联合赵、齐两国共同进攻魏国,俘虏魏将公子

昂。魏惠王因连年用兵,致国力空虚,不得已将部分河西之地献于秦而求

和。秦国初步达成收复国土的战略目标。

总的来说,秦国在追赶阶段的战略节奏总体上是以慢为主。孝公和商

鞅在诸多改革问题上不急于求成,特别是在一些影响贵族集团利益的关键

问题上暂时搁置改革措施;在对外关系上韬光养晦,静待时机。这个慢节奏

与商鞅变法所要达到的目标、秦国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变法集团对自身能力

的认知相匹配。

(二)
 

相持阶段

公元前337年,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秦国崛起进入下一阶段,即相

持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秦国在与其他强国的反复拉锯中逐步取得并扩大

① 《史记·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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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为追赶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惠文王是一位非常有政治智慧的君主。孝公晚年,因变法而利益受损

的一批贵族开始发出批评之声,即所谓“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去世后,

失去政治靠山的商鞅立即受到这批贵族的攻击。而惠文王与商鞅也有私

怨。当年惠文君为太子时曾犯法,商鞅惩罚他的两位老师以示警告。惠文

王杀掉商鞅,以报私怨,也起到安抚那些宗室贵族的作用,稳定了国内政治

局势。但惠文王的政治智慧在于他不因恶其人而废其事,而是沿用孝公和

商鞅的变法措施和对外战略。

惠文王继续保持对魏的高压态势,以谋取剩余的河西之地。惠文君七

年(公元前331年),秦魏两军在雕阴激战,秦军大胜,全歼魏国在河西和上郡

的守军。随后,秦军从函谷关沿黄河南岸向东出击,攻取魏的焦和曲沃两

城。次年,魏国被迫将除少梁外的剩余河西之地归还给秦国。① 九年(公元

前329年),秦军趁势渡过黄河,攻入魏河东之地,夺取汾阴和皮氏。十年(公

元前328年),魏国又被迫将少梁和上郡归还给秦国。至此,秦国成功夺回河

西失地,并将对手推回到黄河以东地区,胜利完成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

那么下一阶段秦国将以谁为主要对手? 秦国的主攻方向是哪里? 从国

际环境来看,秦国的安全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它的西、北、南三面无强敌,东

南方向隔秦岭与楚遥遥相对,东依黄河和函谷关天险,将东方诸国拒之门

外。就军事地理形势而言,秦国进可攻、退可守。这一点,秦国君臣心知肚

明。但另一方面,秦国实力上升已经引起东方诸国的注意,如果下一步操之

过急,可能导致各国单独或联合来攻,安全压力将骤然上升。从战略能力来

看,秦国的国力处于上升期是不假,但与魏国相比仍无明显优势。秦国能顺

利夺回河西与上郡,是因为魏国的战略重心在东方,此时正集中精力与齐、

赵等国争斗,无暇西顾而已。因此,秦国仍然不能过于张扬,不能进一步刺

激魏国。为此,秦国大度地将焦和曲沃归还给魏国,以求改善两国关系。此

后直至惠文王六年②(公元前319年),秦国在八年间对外保持低调,只是攻

占北部的义渠,解决了这个叛服不定的少数民族政权,巩固了北方。

①

②

河西之地对魏国西拒秦国的战略意义非常重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魏
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美哉山河之险,岂不亦信固哉!’”

作者注:惠文君十四年(公元前324年),改元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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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年),秦国的日益强大终于引起东方诸国的警

惕。韩、赵、魏、燕、齐与匈奴合纵攻秦。次年,秦军在修鱼大破联军,迫使第

一次反秦合纵联盟解体。修鱼之战震惊东方诸国,使其不敢再小视秦国,标

志着秦国开始走向战国时期国际政治舞台中央。

即便如此,秦国没有急于四处扩张,反而暂时停下来持重待机。公元前

316年,巴蜀两国互相攻打并都向秦国求救,而此时韩国也在攻打秦国。秦

国君臣就下一阶段战略主攻方向展开争论,争论的核心是攻韩还是攻蜀。

以张仪为代表的攻韩派指出:“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 辕、缑氏之口,当屯

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

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

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

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

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翁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①

张仪提出的是一个“黑虎掏心”式的战略。由于韩国地处中原腹地,而

秦国的国都咸阳、边关函谷关和韩国的重镇宜阳以及周王室所在地洛阳地

处一条地理直线上,因此张仪主张秦军应当出函谷关,以猛虎下山之势直线

扑向宜阳、洛阳。拿下洛阳后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当然秦国

单独出兵恐怕国际反响和压力太大,需要与魏、楚两国结为进攻性同盟。魏

军从北向南,楚军从南向北,将韩国斩为三段,而秦军从东向西一剑穿心。

张仪认为攻蜀是得小利,而攻韩是得大利。岂有不得大利而得小利的道理?

以大将军司马错为代表的攻蜀派完全不同意张仪的分析,其指出:“臣

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

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

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

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

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

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

下之所不欲,危! 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

① 《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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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所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

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错也承认秦国的最终战略目标是成就王业,但

批评张仪欲以最短时间抄捷径企图崛起成功的设想太过天真,既没有认清

秦国的国力,也没有看透国际形势的本质。真要按张仪的办法来,那就会犯

下战略节奏过快的大错。司马错清醒地指出,成就王业需要国富、兵强、德

备等三个条件。而秦国现在地小民贫,不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虽然他说

秦国地小民贫是谦虚之词,但也反映出当时秦国与楚、齐、魏等国的相对实

力并无太大优势。而秦国攻下蜀国并非难事,既可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又

有助于获得匡扶正义的国际名声,更重要的是,攻蜀不会引起其他大国的警

惕和反对,不会恶化秦国的安全环境。如果攻打韩国和周王室,则既会严重

损害秦国的国际声望,又会引起韩国和周王室的激烈反抗,同时齐、赵等国

会趁机介入。最严重的是,如果此时楚、魏两国趁机提高同盟的要价,秦国

给还是不给? 不给,同盟破裂,两国可能反过来攻秦。给,秦国得利甚少,又

背个骂名,就会得不偿失。

比较张仪和司马错的战略主张可以看出,司马错对国际形势和国家能

力的分析高过张仪一筹,因此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全力攻下蜀国。蜀

国归秦后,大大增加了秦国的国力,同时也在战略态势上对楚国形成远端侧

翼包围之势。于是,秦国顺势将主攻方向转移到东南方向的楚国。

此时楚、齐为盟国,秦国若与楚国开战,必会得罪另一大国齐国,秦国对

抗楚、齐两大国恐怕有些吃力。因此,秦国的第一步是拆散楚齐联盟。张仪

设巧计使楚怀王与齐绝交,又诱使其愤而攻秦。结果,秦军在丹阳大败楚

军,攻取楚汉中郡,打开向东南方向进攻楚国的通道。② 战国时期的著名谋

士苏代分析蜀地和汉中对秦攻楚的战略意义时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

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

至五渚。”③丹阳之战后,秦国的实力已经明显高出战国六雄,六雄此后必须

以合纵的方式才能与秦勉强对抗。

①

②

③

《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史记·楚世家》。
《战国策·燕策二·秦召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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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持阶段中,秦国的战略节奏总体上比追赶阶段要快,但快慢相兼。

秦国君臣对自身能力和国际形势的把握相当准确,故而其战略目标清晰,战

略方向明确,政策措施得当,战略节奏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可以非常灵活地

进行调整。

(三)
 

超越阶段

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对右丞相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

川,窥周室,死不恨矣。”①这其实就是当年张仪“论攻韩”时提出的战略主张。

现在的秦国已今非昔比,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难度比当年要小得多。于是,

秦军接连攻下韩国重镇宜阳和武遂,从北、西两个方向逼近洛阳。就在武王

将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之时,他却因故去世。因武王无子,秦国统治集团

在其继承人问题上发生分裂。赵武灵王介入秦国政争,力推在燕国为质的

公子稷为秦王,但秦国群臣大多反对立他为君。经过一番斗争和妥协,公子

稷得立为秦王,是为秦昭王。据《史记》记载,昭王二年,庶长壮与大臣、诸

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② 这表明,秦

国高层发生严重分裂,新统治集团被迫采用政治清洗的方式除掉反对派。

秦国高层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政治斗争削弱了新执政集团的政治能

力,所以尽管秦国的物质实力没有下降,但在政治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其战

略能力无法发挥出来。有鉴于此,在昭王执政前期,秦国改变武王直取韩国

和周王室的政策,而采取怀柔政策。昭王二年(公元前305年),秦楚王室互

为婚姻。三年(公元前304年),两王在黄棘会盟,秦将上庸归还给楚国,以缓

和两国关系。五年(公元前302年),秦魏两王会见,秦国将蒲阪归还给魏国,

以缓和两国关系。此后,昭王在巩固王位后,迅速调整政策,再次采取攻势

战略。从昭王六年(公元前301年)到十年(公元前297年),秦国集中兵力猛

攻楚国,连下多座城池。与此同时,秦国再次使用外交诡计,骗楚怀王到秦,并

将其扣留。秦国以楚怀王为人质要求楚国割让巫、黔中两郡。在遭到楚国拒

绝后,秦国再次兴兵,攻取楚国十五座城池,打得楚国一蹶不振。不过,秦国猛

①

②

《史记·秦本记》。
《史记·秦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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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楚国引起其他强国的反弹。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合纵攻秦。秦此时

并未与联军强硬抗争,而是策略性地将战略节奏调慢,通过将武遂和封陵等地

归还给韩、魏,以分化联军。同时又拉拢楚国,给楚五万担粮食以示好。

反秦联盟分化后,齐国为集中精力灭宋,转而对秦国示好。此时,秦国

抓住机会,再次猛攻韩国和魏国。从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到二十一年

(公元前286年),秦军集中兵力连续攻击韩、魏两国,攻取多座重要城池。特

别是昭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军取得伊阙之战的胜利,歼灭韩、魏联军

主力。昭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后,韩、魏两国再也无力与秦正面对抗,

基本沦为秦的附庸。在基本解决韩、魏两国后,秦国再次将矛头指向楚国。

从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到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军连续进攻楚

国,不仅占据大量领土,而且还攻入楚国都城郢,迫使楚顷襄王逃走。此后,

楚国再也无力与秦军对抗。

秦国此时又把目光转移到中原腹地。从昭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

到四十六年(公元前261年),秦国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连续攻打韩、魏两国,

两国无力抵抗秦军,只得不断割地求和。此时,唯一还能与秦国对抗的国家

就是赵国。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在长平进行战略决战。

秦国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并围歼赵军主力。赵国经此一战,精锐尽失,此

后再无力与秦对抗。在相继击垮楚、魏、韩、赵等国后,秦国已经成为战国时

期无可争议的超级霸主,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在赶超阶段,秦国的战略节奏要快于相持阶段,特别是在超越阶段的后

期,战略节奏非常快,保持连年征战的节奏。这是因为秦国具有较大的国力

优势以及较强的把控国际形势的能力。当然,在国内外形势不利时,秦国也

会策略性地调慢节奏,以缓和压力,从而保持战略节奏的弹性。

三、
 

战略节奏紊乱的魏国

魏国是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称霸时间长达近百年。可惜的是,魏国占

尽先机,却没能坚持到底。从魏武侯开始,魏国在战略目标、环境和自身能

力的判断上均出现失误,导致战略节奏紊乱,结果被秦国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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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略节奏适当期

得益于战国初期相对平静的国际环境,魏国能够顺利地变法图强。

当时,齐、楚等春秋时期的传统强国国力不振,秦国早就严重衰落。三晋

国家中,韩国地小民贫,国力先天不足;赵国分得的国土面积最大,实力

不俗,但此时陷于高层内斗,无暇他顾。魏文侯抓住时机,率先变法。他笼

络人才,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魏国迅速强

盛起来。

文侯十分清楚魏国的优势与弱点。魏国的优势在于平原多,农业基础

条件较好,经济和交通发达,军力强盛,人才济济;但弱点在于国土面积有

限,而且与多国为邻,周边形势复杂,对外扩展不易。文侯采取一文一武两

手抓的对外战略。就文的一手而言,魏文侯采取团结三晋的对外政策。文

侯执政期间,三晋国家之间基本没有发生战争,这就为他实行武的一手打下

基础。就武的一手而言,文侯着力在西、北、东三个方向上开疆拓土。魏国

的西面是弱国秦国。魏军渡过黄河向西攻秦,从而完全控制河西之地,把秦

国压缩在渭水流域一带。河西之地就像一把匕首直插秦国腹心,严重威胁

秦国的安全,逼得秦国在洛河西岸的重泉筑城防守。魏国还趁机向北发展,

夺取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并在此设立上郡。此后,文侯在洛水东岸修

建一条长城,既为防备秦国,也为控制秦国与中原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在北

方,一度复兴的中山国对赵国产生较大威胁。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
年),魏国应赵国之请,越过赵国灭掉中山国,为魏国又增加一大块国土。至

此,文侯为魏国的崛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东方,文侯四十三年(公元前

403年),齐国发生内乱。文侯联合赵、韩两国并力攻打齐国,俘虏齐康公,并

获得大片的土地。文侯为了使新得到的齐国土地与此前占领的河内地区相

连,便攻占卫国朝歌附近的几座城市,有效改善了魏国东部领土的地理形

势。另外,赵、魏、韩伐齐,押着齐康公晋见周天子,让后者代为向周天子禀

告,请册封三人为诸侯。周天子同意后,赵、魏、韩三家分晋的行为得以合法

化,三国的存在亦为诸国所承认。

总的看来,文侯在位期间,其对国家能力和国际形势有准确的判断。他

趁国际形势较为和平之际,率先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有效地提升了国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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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趁周边国家实力不振之际,有目的有准备地开疆拓土,为魏国后来的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魏国的战略节奏稳健适中。

(二)
 

战略节奏紊乱期

文侯去世后,继任的魏武侯也是一位有为之君。武侯在军事作战指挥

方面很有一套,但他在战略谋划、形势判断和政治能力方面不如其父。此时

魏国仍然很强盛,但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认识不足,导致其战略节奏已有紊

乱的趋势。

首先,改革势头趋缓,人才严重匮乏。武侯只是继承文侯变法的成果,

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没有想法,因而在任期间没有推出像样的重大改革措施。

据《战国策》记载,武侯与吴起曾就国家安全是靠地理形势还是靠治理得当

有过一番争论。① 武侯当然没有争过吴起,但也反映出武侯的治国思路并不

在继续变法之上,而是满足于维持已有成果。这一思路也反映在吴起与田

文的一番争论上。武侯任命田文为相,吴起很不服气,就与田文发生争论。

田文承认自己无论是理政还是治军皆不如吴起,但武侯任用他是为了维持

国内稳定。② 因此维持稳定而不思改革进取应当是武侯治国理政的基本思

路。文侯在任期间,礼贤下士,国内人才济济,文有李悝、西门豹,武有吴起、

乐羊,皆为一时之选,为各国所侧目。武侯继任后,在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

基本无所作为,而且还对能臣控御无方,导致臣子之间出现互相争斗的情

况。比如,吴起是曾为魏国立下大功的著名军事家,却因相国公孙痤的排挤

而逃往楚国。改革停滞和人才外流表明,魏国的战略能力下降,但武侯对此

并无清醒的认识。

其次,对国际形势判断不准确,对外战略缺乏章法。武侯时期,国际形

势发生较大变化,他对形势变化的跟进不及时,致使魏国的战略态势没有得

到进一步优化。当年文侯采取“以我为首、团结三晋”的对外战略方针,这是

因为文侯年间魏国最强,而赵、韩两国较弱,因此魏国是当仁不让的三晋之

①

②

《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

之于子乎? 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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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到武侯年间,赵国任用公仲连等人实行变法,国力上升。之后,赵国不

满魏国主导三晋联盟和在联合对外战争中总是收益最大。公元前386年,

赵敬侯将都城迁往战略要地邯郸,标志着赵国也要直接参与中原争霸。此

时,是通过分权让利以维持三晋同盟更有利于魏国,还是宁愿让三晋同盟

破裂也要压制住赵国更有利于魏国? 对于这个问题,武侯并没有体现出一

个战略家的长远眼光和宽广胸怀。就在赵国迁都的当年,公子朝起兵反

叛,欲与赵成侯争夺君位。武侯派遣军队协助公子朝为乱,直接攻打邯郸。

武侯介入赵国政争的阴谋没能得逞,反使魏赵关系破裂,三晋联盟走到尽

头。魏国凭空给自己增加一个潜在的敌国。此后,魏国每当有意发动大规

模扩张战争时,总担心赵国会乘虚而入,这堪称武侯对外战略中的一大

败笔。

武侯一生(在位25年)东征西讨,貌似战功赫赫,但实则战略重点不明,

树敌过多。武侯三年(公元前393年),魏军同时进攻秦国和郑国。武侯五年

(公元前391年),在武侯的号召和率领下,三晋联军与楚国开战,攻占楚国在

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大梁,轻取襄陵,并向楚国腹地挺进,后因秦军在背后

偷袭韩国而停止。从武侯六年到九年,魏军在吴起的率领下横扫秦军主力,

巩固自己对河西之地的控制。就在对秦战争形势一片大好之时,魏军主将

吴起因公叔痤的排挤而离开魏国,此后魏国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武侯十

三年(公元前383年),魏、赵关系破裂,两国兵戎相见。此后两年,两国一直

处于战争状态。武侯十六年(公元前380年)和十七年(公元前379年),重新

联合起来的三晋国家连续对齐作战。武侯十八年(公元前378年),魏国与复

国的中山国军作战。武侯二十年(公元前376年),魏楚爆发战争。武侯二十

二年(公元前374年),魏、燕、鲁、卫四国联合攻齐。武侯二十三年(公元前

373年),魏国再次攻打赵国。可以看出,魏国与西秦、东齐、南楚、北赵等战

国诸雄多次爆发过战争,也夺得一些土地,但具有战略性和决定性的战果很

少。武侯继承文侯四处征战的对外战略,但文侯时代可以四处征战的条件

到武侯时期已经不复存在,魏国需要明确主攻方向和主要对手,而不应随时

变动战略方向。这一点与秦国相比做得实在太差,秦国在一段时间内只集

中攻击一个国家。

魏国在武侯时期的战略节奏其实是紊乱的,即国内改革节奏过慢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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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战略节奏又过快,国内和国外两种节奏背道而驰,不能统一起来。在这种

紊乱的节奏下,魏国其实在战略执行上是在“吃老本”,徒然消耗国力,为下

一阶段魏国的持续衰落埋下伏笔。

(三)
 

战略节奏过快期

公元前370年,武侯去世,魏惠王即位。惠王在位期间,魏国国力上升势

头停止,而周边大国实力迅速上升,国家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惠王的改革力

度不大,对战略形势判断有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结果在对外战争中连

续失败,魏国崛起之路终止。

惠王时期的魏国改革措施不彻底,人才使用不充分。惠王进行了一些

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力度不大;提拔了一批人才,但未能做到人尽其用。惠

王即位之初,也曾体恤民情,尽心于国事。他曾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

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

者。”①他还开放国有的山川林泽,兴修水利设施,切实发展农业。他迁都大

梁后,在大梁附近兴修多条水道,形成黄淮之间的水运交通网。凭借便捷的

交通优势,大梁城在短短十几年间便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业大都

市。但是,惠王的改革措施仅此而已,缺乏系统性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

惠王提拔了一批青年人才,比如庞涓、龙贾、惠施、公子昂等人,但对于

公叔痤极力推荐的卫鞅(即商鞅)却弃之不用,反而为秦国所引进使用。在

魏国的主要对手齐国也开始延揽人才、变法图强之时,魏国的人才储备少得

可怜。比如,齐威王设立稷下学宫,为齐国吸引大量人才。威王二十四年

(公元前333年),惠王与威王在郊外会猎。魏惠王夸耀自己有一颗国宝夜明

珠。齐威王则说,齐国没有夜明珠,但有檀子、盼子等一批出色人才,这些人

就是齐国的夜明珠。②

魏国战略形势判断失误,对外政策过于冒进。在惠王执政的中前期,在

魏国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的大国齐国和秦国都在积极变法图强,并迅速强

大起来。南方的楚国在楚宣王的领导下休养生息,国力也在不断恢复当中。

①

②

《孟子·梁惠王上》。
《资治通鉴·周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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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相对于这三个大国,实力优势在迅速减小。魏国处于四战之地,但此时

已不能像文侯和武侯时代那样四面出击。魏国必须想清楚团结谁、依靠谁、

防范谁、打击谁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秦国发誓要收复河西之地,一雪前

耻,因此魏、秦两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齐、赵要削弱

魏国在中原的霸权,楚国要恢复昔日的荣光。韩国较弱,但亦非魏之附庸,

且有可能为赵、齐所拉拢。由此看来,秦国肯定是魏国的敌人,而魏国如何

处理与齐、赵、韩、楚四大国的关系,当然有多种政策组合,但底线是这三大

国中最多只能有一个魏国的敌人。有一个敌人,再加上秦国,魏国就已经要

两线作战。如果有两个敌人的话,那魏国就要三线作战,根本抵挡不住。惠

王没有想清楚这中间的利害关系,采取激进的对外战略,搞坏与齐、赵、韩三

国的关系,从而铸下大错。

公元前356年,赵、齐、宋、燕四国结盟,魏国感受到安全威胁。惠王十七

年(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

以救卫。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国军事家孙膑使出围魏救赵之计,在桂陵击

败魏军,俘获其主帅庞涓。此战魏军主力虽然得以保存,国力亦未受损,但

已显示出齐、魏实力对比的变化。桂陵之战后,魏军主力仍在包围邯郸,齐

军则包围魏国东部重镇襄陵,秦国一看魏国国内空虚,就趁机出兵攻取魏国

西部重镇少梁和安邑。虽然魏国后来拼尽全力击退秦、齐两国军队,但实在

架不住多线作战,只得设法与各国讲和。桂陵之战其实给魏国敲响警钟,警

告其应当迅速收缩战线,作出适当的取舍。

但惠王执迷不悟,没有作出像样的调整,继续执着于霸主的美梦。惠王

二十七年(公元前344年),惠王听信商鞅的游说,在宋国都城外摆出天子仪

仗,效法齐桓公九合诸侯,自称“夏王”。同时召集逢泽之会,邀宋、卫、邹、鲁

等一众小国国君及秦公子少官会盟,尔后一同朝见周天子。逢泽之会遭到

韩、齐等大国的抵制。魏国不敢招惹齐国,就决定惩罚较弱的韩国以示威。

韩国于是向齐国求救,孙膑使出围魏救韩之计,在马陵围歼魏军主力,大将

庞涓战败自杀,主帅魏太子申被俘。马陵之战后,魏国国力大损。马陵之战

之后的两年间,魏国连遭秦、赵、齐三国进攻,被打得节节败退,崛起之路中

断。惠王后来对孟子作自我批评,承认魏国在东、西、南三个战略方向上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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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大挫败,一手造成魏国国力衰颓之势。①

惠王时代的魏国本已无战略能力上的优势,战略环境亦日趋复杂,此时

的魏国应该对内重拾改革大旗,对外韬光养晦,采取较慢的战略节奏。然

而,惠王却沉醉于魏国昔日的荣光,执迷于霸主的美梦,为此采取非常冒进

的对外政策,导致战略节奏过快,最后力不能支,战略崩盘。

四、
 

战略节奏从适当到过快的楚国

楚国堪称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当年曾与另一超级大国晋国对抗百年

而不落下风。进入战国时期后,楚国经历过一段国力低迷期。在楚悼王、宣

王和威王三位君主的不断努力下,楚国重振雄风,一度令中原诸侯国胆战心

惊。然后好景不长,楚怀王过于托大自信,不仅被秦国诡计耍得团团转,而

且还连续兵败,结果令楚国从此一蹶不振。

(一)
 

步伐稳健地重新崛起

楚悼王是楚国重新崛起的功臣之一。悼王的祖父简王在位二十四年,

内政和外交上无所建树;父亲声王在位六年,却莫名其妙地为盗贼所杀。②

当悼王继位时,魏国强大,有意率三晋联军将楚国势力压回到黄淮一线。悼

王二年(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败楚师于乘丘。十一年(公元前391年),

三晋联军大败楚师,夺取大梁和榆关两处重镇。楚国无法招架,只好用重金

拉拢秦国。秦国出兵韩国以吸引三晋的注意力,楚国的压力暂时得以减轻。

就在悼王苦思对策之时,魏国名将吴起因故投奔楚国。悼王任用吴起

变法图强,削减贵族特权,制定法令,整顿吏治,开发边远地区,改革军制,奖

励耕战。经过短短八年时间,楚国重新强大起来。在吴起的率领下,楚军南

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③ 楚肃王、宣王时期,楚

国在内政和外交上没有大的动静,主要采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的策略,国

①

②

③

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魏惠王对孟子说:“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

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一洒之。”
《史记·楚世家》。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4   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

力稳步上升。

公元前340年,楚威王继位。此时西方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经强大起

来,成为令各国胆寒的“虎狼之国”;东方的齐国在齐威王的带领下,通过马

陵之战一举切断魏国的崛起之路。威王对战略形势和大国实力对比有深刻

的认识。当时著名纵横家苏秦来楚游说合纵,对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

也;王,天下之贤王也。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

年。此霸王之资也。”①威王对苏秦的恭维不以为然,反而清醒地指出:“寡人

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

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

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

不甘味,心摇摇然如县(悬)旌而无所终薄。”②威王这段话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楚国最危险的敌人是秦国。一旦秦国夺取巴蜀和汉中后,楚国就将直

面秦国。二是合纵想法可行,但问题在于韩、魏两国受到秦国的压力太大,

因此政治上不可靠。三是秦国实力在楚之上,急需找到对付秦国的好办法。

威王在位时的对外战略是攻打越国,将楚国疆域扩展至长江中下游地

区;吞并巴国,堵住秦国向东南扩张的道路;参加合纵联盟,但不领头,以免

招惹秦国;打击齐国,将楚国势力向北推进至黄淮流域。在这个战略的指导

下,楚国的疆域和威望都达到战国时期的顶峰。

可以看出,楚悼、肃、宣、威四王对国际形势和自身战略能力均有非常清

醒的认知,采取总体偏慢的战略节奏,对内注重变法图强,对外没有采取激

进的进取政策,而是避实击虚,向比较容易的战略方向扩张。

(二)
 

战略节奏过快引发国势衰落

公元前328年,楚怀王继位。怀王执政早期重用昭阳、屈原、田忌、公孙

衍等一批能臣,对内实施改革,对外联齐合纵,国势继续强盛。公元前318
年,韩、赵、魏、燕等国公推楚怀王为纵长,攻打秦国直捣函谷关。怀王的个

人声望达到顶点,但他此后宠信子椒、子兰等一批佞臣,对内改革停滞,政治

①

②

《史记·苏秦列传》。
《史记·苏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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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暗,对外连出昏招,丧权辱国,楚国由盛转衰。

怀王为纵长攻秦之后,秦、楚、齐三强并列,而楚、齐结为同盟。秦国为

拆散楚、齐联盟,派张仪欺骗怀王说,只要楚国断绝与齐国的同盟,秦国愿意

拿商、於六百里之地赠与楚国。怀王竟然轻信张仪,以为这是一个扩大国家

疆域的机会窗口,却完全忘记其父威王对秦国的基本判断:秦,虎狼之国,不

可亲也。楚国与齐国绝交后向秦国索要地盘,秦国推托说只给六里地。怀

王大怒,兴兵攻秦。此时他又忘记威王对楚、秦实力对比的判断:以楚当秦,

不见胜也。结果楚军在丹阳之战中惨败,失去汉中诸郡,楚国西北方向门户

洞开。不甘心失败的怀王集中楚军精锐再次攻秦,结果再次失败。不仅如

此,韩、魏两国趁机攻打楚国,楚国只好撤军。

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9年),齐王致信楚王,表示可以不计往事,再次邀

请楚国参加合纵。怀王与手下大臣讨论后决定改善与齐国的关系,合纵而

抗秦。没想到两年后,楚国再次背叛齐国而与秦国改善关系。事情的起因

是秦昭王经过一番政治斗争后继位,地位不稳,故而有意对外取守势。昭王

之母宣太后是楚国人,支持秦国改善与楚国的关系。秦国向楚国君臣行贿,

并结为婚姻。公元前304年,秦、楚两王在黄棘会盟,秦国将上庸归还给楚

国。怀王再次被秦国的糖衣炮弹迷惑,以为这又是一个搞好两国关系的机

会窗口,于是决定倒向秦国,结果齐、魏、韩三国因楚国背叛合纵联手攻打楚

国。三年后,地位稳固的秦昭王立刻悔约,连续攻打楚国。此时的楚国孤立

无援,束手无策。秦昭王再次使诈,说愿意与怀王在秦国的武关会见,商讨

两国关系事宜。怀王手下的大臣都说秦国毫无信义,劝其不要前往,但怀王

不听,坚持前去,结果被秦国扣留,此后留在秦国直到去世。

怀王在执政后期严重高估自己的政治能力和楚国的国家实力,也严重

误判国际战略形势。首先,怀王对执政前期的成功过于自信,以为自己的政

治能力追比威王,在面对狡诈的秦国时缺乏应有的警惕,忘记威王对秦国外

交的精辟论断,把陷阱当作机会,结果接连受骗。其次,怀王对楚、秦实力对

比心中无数,连能力出众的威王在位期间都不敢轻易招惹秦国,怀王竟敢贸

然主动对秦开战,而且第一次战败后不甘心,紧接着再次发动战争,结果又

以失败告终。最后,怀王对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判断失误。威王

早就指出秦国是楚国最大的安全威胁,而且警告楚国后人要坚持联齐合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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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与秦国结盟。但怀王没有坚持威王的外交方针,在秦、齐之间来回摇摆,

致使楚国丧失稳定的战略方向。总之,楚国在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整反复无常,

节奏变化过快。过快的节奏使楚国上下无所适从,最后导致悲剧性后果。

五、
 

结论

战略节奏服务于战略目标,是战略执行过程中的时间维度。本文以战

国时期秦、魏、楚三国的崛起历程为例,研究影响战略节奏的要素。一个适

当的战略节奏取决于决策者对战略目标的准确设定,以及对战略形势和国

家战略能力的准确判断。当战略节奏不能正确匹配战略目标以及当决策者

错误选择战略节奏时,国家的崛起进程就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

被中断。

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实现

现代化目标的“三步走”战略部署,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并在此后历届党代会中予以强调、安排和清晰擘画。党的二十大提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当前,中国已经胜利

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正在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历程,可以说是

蹄疾步稳。党和政府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家能力的提升速度都有准确的

判断,这使中国保持适当的崛起战略节奏。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将更趋

复杂,特别是中美关系将向以竞争为主的方向演变,这对中国是否能维持适

当的战略节奏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中国将面临来自守成国越来越大

的战略压力,崛起困境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

际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没有改变,时与势仍在我一边。从这两方面因素的

结合来看,中国今后的总体战略节奏比此前稍慢为宜。时与势在我一边,意

味着中国不必采取激进的战略姿态,强行提升战略节奏,以图短期之功。崛

起困境加大,意味着中国对战略环境和战略能力认知的不确定性也在上升,

此时放慢节奏,避免判断上的失误极为重要。总之,中国应当更准确地把握国

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准确地认识国家能力的提升水平,特别是中美之间实力

对比的发展变化,坚定信心,沉着应对,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