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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系列之中原抗日烽火（上）

阅读提示

北京政府惩办帝制祸首
1916 年 7 月 14 日，北京政

府着手惩治帝制策划操办者。
西南原提出一个惩治祸首名
单，除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
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和
胡瑛外，加上梁士诒、朱启钤、
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
春、袁乃宽所谓“七凶”（ 合称

“十三太保”）。
段祺瑞起初不同意惩办，

主张将帝制派与被缉拿的国民
党人一起予以特赦。黎元洪认
为不能将两者混同起来，黎、段
发生意见分歧。南方坚决要求
惩办，为了满足要求，经多次磋
商研究，北京政府于 7 月 14 日
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将杨
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
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8人
列为祸首，命令发表前祸首们
早已逃之夭夭,只有顾鳌一人乘
车离京时在车站被捕。

张露萍被杀害
1945 年 7 月 14 日，打入国

民党特工组织军统局的张露萍
在贵州息烽监狱被杀害。

张露萍 1921 年生，原名余
薇娜，四川人，女。1935年考入
成都建国中学，后从事抗日救
亡运动。1938 年 2 月到延安，
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1939 年 11 月到重庆后，奉
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领导并
联络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
的中共特别支部，从事情报工
作，1940 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
逮捕。

日本首相岸信介遇刺
岸信介 1896 年生，山口县

人。岸内阁推行追随美国、敌
视中国，向东南亚经济扩张的
方针，1960 年 6 月 19 日强行修
改《日美安全条约》，并于 6 月
23 日在东京与美方交换批准
书。岸信介的这一行动遭到日
本人民的强烈反对。

1960 年 7 月 14 日，岸信介
参加自民党新任总裁池田勇人
招待会，被右翼团体“大化会”
成员荒牧退助刺伤，次日岸内
阁总辞职。

王杰牺牲
1965 年 7 月 14 日，解放军

战士王杰在江苏省邳县的古连
河附近，向民兵传授埋地雷技
术，在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时
刻，他为了保护在场的另外 12
个人，以身体扑向爆炸点，英勇
牺牲。

王杰生前任解放军济南部
队装甲兵某部班长，入伍后，他
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进
行思想改造，表现非常出色。

他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被广为
宣传，成为全国群众学习的榜
样。11月初，解放军总政治部、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分别
号召向王杰学习，再次掀起学
习英模的全国性运动。

抗日根据地星火燎原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0月，侵华日军三路攻入河南境

内。在豫北，攻占安阳，侵占了豫北全部地区；在豫东，攻占省会
开封，占领了虞城、商丘、宁陵、民权、睢县等县城；在豫东南，攻
占了商城、潢川、罗山、光山、信阳等大片地区。在日军的疯狂进
攻下，国民党驻豫部队被迫向豫西、豫西南全面撤退，以黄河和
淮河为界与日军长期对峙。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狂轰滥炸，烧杀
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给河南
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
机，中共河南省委贯彻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
抗战的号召，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培训抗日骨干，组织抗日团体，
创建抗日武装，奠定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础。挺进河南敌
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先后在河南周边创建
了太行、太岳、冀鲁豫、豫皖苏、豫鄂边、豫西等抗日根据地。全
省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
力”，形成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
河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
帜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奋起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章。

日军入侵中原屡造惨案

“1937年11月3日，日军进攻豫北门户安阳，
拉开了入侵河南的序幕。”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
处长张守四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1938年5月，
侵占徐州的日军沿陇海铁路进攻豫东。8月，沿
长江进攻的日军进犯豫南。在日军疯狂进攻下，
豫北、豫东、豫南先后沦陷，国民党驻豫部队向豫
西、豫西南全面撤退，以黄河和淮河为界与日军
开始长期对峙。河南成为华北抗战的后方、华中
抗战的前线、保卫大西北的屏障，在全国抗战中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据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侵华
日军暴行总录》不完全记载，侵华日军在河南制
造的惨案就有 108次。其中包括安阳西梁惨案、
郑州惨案、新乡同庆里惨案、永城惨案、驻马店惨
案、信阳北土门惨案、桐柏惨案等。

“鬼子轻的不拿鸡毛，重的不拿碾砣，凡是值
钱有用的东西，没有不抢的，带不走的就放火烧
掉。”河南的老百姓这样描述侵华日军的“三光”
政策，“很多日军到过的地方就等于是剃了头，多
少人都没了。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
作，其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自古迄今，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共中央对中
原抗战极为重视。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接
见负责筹备中共河南省委的朱理治时就指出：这
个工作区域很重要，今后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区
域，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组织群众，建
立党组织，抓紧时间在各方面做好抗日准备。
1937年9月，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河南省委在开封
成立，河南抗战在省委的领导下逐渐开展起来。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

定撤销长江局，在确山县竹沟设立中共中央中原
局，任命刘少奇为书记，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
位三为委员。并明确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
战略方针，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
苏四个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所指导。随后，
刘少奇两次从延安到达确山县竹沟镇，主持中原
局工作。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河南省委，并于
1938年 12月和 1939年 1月分别成立了豫西省委
和豫南省委。

同时，党还从竹沟先后向皖中、豫皖苏边区
等敌后地区派出基干队伍 4000 多人，后来这些
部队发展成为新四军四师、二师、五师的骨干力
量。竹沟成为党中央、中原局向中原各地输送干
部、物资、经费以及交通联络等的干线枢纽，成为
党领导华中抗战的中心所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期间，河南各级党组织领导全省
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
献。”张守四语气肯定地说。

1937 年 9 月，中共河南省委建立后，根据中
共中央的指示和河南党组织的情况，作出了《关
于发展组织的决定》，积极发展党员，整顿、恢复
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到 1938 年 10 月，全省党
员已发展到 8000 余人（不包括豫北），比一年前
省委建立时，增加了 50 倍。黄河以南的 69 个县
有64个县建立了党组织。

全省的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加强了
党对河南民众的领导，为组织和领导全民抗战奠
定了组织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贯
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广泛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的全面抗战路线，先后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省政府主席程潜，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国民党 5 个专员，3 个县党部，18 个县长
及驻豫的国民党军队，地方实力派别庭芳、王友
梅等建立了各种统战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合
作；对各地枪会和土匪做了大量的争取和瓦解工
作，收编了一批土匪武装，争取一大批枪会会员
参加群众抗日自卫武装，抗日救亡的革命力量得
到了很大发展；团结了文化知识界的爱国人士，
在全省各地创办了大量救亡刊物，宣传共产党的
全面抗战路线，促进抗日救亡；在各地开办抗日
训练班，培训民众运动骨干。

河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河南省战时工作促进
团、河南省文化动员委员会光明话剧团、开封孩
子剧团等抗日救亡团体，足迹踏遍中原大地，以
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军暴
行，在全省掀起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潮。到
1938 年夏，全省各种救亡团体 500 多个，仅黄河

以南地区就有 9 万多名农救会员，3 万多名青救
会员，民众自卫武装数十万。

“当时，在省委的领导下，河南全省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救亡运动高潮。‘大刀向鬼子头上砍
去……’的歌声响彻中原大地，就连那些整天围
着锅台转的不识字的妇女也参加了抗日救亡活
动。宜阳县赵堡村 30多位五六十岁的老大娘组
成“老婆宣传队”，不仅在本地演出，还到洛宁、洛
阳等地宣传抗日。”张守四说，“抗战初期河南的
抗日救亡运动是河南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
一次群众运动，在全省促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抗战。不仅从精神上、人力
和物力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而且为
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发展壮大了党组织，
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奠定了群众基础。”

抗日根据地遍地开花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对开展中原敌后
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38年初，中央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
雪枫和数十名干部到河南，由彭雪枫任河南省委
军事部长。3月6日，毛泽东电示彭雪枫，目前根
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
豫皖边，望大力发展该区工作。

“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河南省委提出了为
‘创建十万武装而斗争’的口号，号召全省人民自
愿武装起来，要求立即组成 200万抗日联庄会或
抗日自卫队，在这200万中，应有‘10万有政治觉
悟、技术纯熟、武器整齐的基干联庄会或自卫队，
以便敌人来时迅速转变为游击队’。”张守四说，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时河南省委在豫南、豫东
先后建立了多支抗日武装。到 1938 年 10 月，省
委直接和间接掌握的抗日武装已达 2 万人。这
些抗日武装的成立，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
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豫北和豫东沦陷后，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新
四军按照中央指示，在河南与邻省人民的配合
下，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在河南周边地区及省内先后建立了 6 块敌后抗
日根据地。”张守四说。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
行山为依托，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后改称
太行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在杨得志率领下
挺进冀鲁豫边区，与早已在此地活动的党领导的
抗日武装会合，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中共晋豫特委率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创建
了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后并入太岳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指挥下，从竹沟出发，挺
进豫东敌后，统一整编豫东、皖北、苏北等地党领导
的抗日武装，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竹
沟南下，会合豫南、鄂中、鄂东等地党领导的抗日
武装，开辟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194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向河南敌后进军
的指示。冀鲁豫军区先后派出南下大队、军区八
团、党校警卫团等挺进豫东，扩大了水东（新黄河
以东）根据地，开辟了水西（新黄河以西）根据地；
彭雪枫率新四军主力从淮北根据地向西挺进，经

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
地；新四军第五师豫中游击兵团与南下的豫西八
路军第三支队会师嵖岈山，开辟了豫中地区抗日
根据地；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太行八路军抗日
先遣支队挺进登封、偃师、巩县等地，开辟了嵩岳
抗日根据地；太岳八路军组织的豫西抗日第二支
队收复了新安、渑池、洛宁、陕县等大部分地区。

194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河南区党
委、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统一领导豫西
人民的抗日斗争，至1945年8月河南行政公署成
立，初步建立了豫西抗日根据地。

各边区抗日根据地，认真执行党的减租减息
政策，实行精兵简政，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并广泛
开展反奸反霸、反贪污、改造村政权的斗争，通过
普选，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权和各种群众抗日组
织，从政治上树立了人民群众的政治优势。同
时，还在广大农村建立民兵、自卫队、基干团，扩
大区、县地方武装，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
游击队三结合的作战体制，在反“扫荡”、反摩擦
斗争中，机动灵活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形成了全
民抗战的局面，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河南工人成立抗日武装开赴前线 省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记者 马国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