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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 将 军 自 参 加 革
命以来，从普通宣传员
干 起 ， 直 到 兵 团 政 委 、
大军区政委、人民解放
军 总 后 勤 部 政 委 等 职 。
在 近 70 年 的 戎 马 生 涯
中，不仅参与组织指挥
了许多有名的战役，更
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影响
至深的思想政治工作经
典范例。

阜平聚力，组建抗日武装

1 937年9月，王平从五台来到河
北阜平，与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
任罗荣桓会合。参与开辟、建立、巩
固和发展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王平把筹建“阜平县民族革命战
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
委会”)作为工作突破点。到达的第
二天，王平就去找国民党阜平县县长
张仲孚商谈筹集经费事宜，遭到回
绝。王平向张仲孚耐心说明了共产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同时正告
他，阜平的“后援会”必须改组为

“动委会”，还要“动员人民抗战，有
力出力，有钱出钱，组织武装共同对
敌”。经过说服教育，张仲孚表示愿
意支持筹建“动委会”。

10月初，“动委会”成立，王平
任主任，张仲孚任副主任。在王平的
领导下，“动委会”派出工作队到各
区、村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各区、
乡都相继组建起“动委会”。多地出
现开明人士捐粮、妇女捐金银首饰的
动人场景。一位老人步行 25 余公
里，把他收藏的2支德造驳壳枪和4
口袋各式各样的子弹倒在王平的炕
上，使王平非常感动。

面对阜平火红的抗日局势，一些
国民党顽固派从中作梗。王平针锋相
对，以“动委会”的名义召开群众大
会，并请张仲孚亲临“指导”。会
上，王平列举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等大
量事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受群
众欢迎。当晚，就有大批青年加入抗
日义勇军。

10月1 0日，日军侵占了石家庄，
张仲孚迫不及待地要逃跑。为了防止
他把保安队拉走，王平主动找保安队
副队长等人谈心，耐心做他的工作，终
于成功让保安队留在县中，参加抗日。

在王平的领导下，阜平县抗日武
装不断扩大。到1O月底，全县抗日义
勇军发展到4000人。为给抗日武装筹
集经费，王平又召集全县士绅开会。会
上，王平用八路军骑兵营在曲阳打日
军兵站时缴获的罐头、饼干和香烟招
待士绅。士绅们很高兴，边吃边议论。
王平顺势向大家解释共产党的抗日政
策，向他们介绍义勇军发展的情况。此
举不仅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更大大调动了士绅支援前线的积极
性。在王平的感召下，士绅们当场就认
捐了4万余元法币，解决了抗日义勇
军服装给养等当务之急。

王平在阜平工作仅一个多月的时
间，通过发动群众，组织起数千人的
抗日力量，为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付出了大量心血，也使阜平这个偏僻
小县很快发展为晋察冀边区政治、军
事、文化中心。

11 月中旬，王平奉命组建晋察
冀军区第三军分区，随后离开阜平。
在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和
冀中军区政委期间，通过团结、争
取、收编和改造民间抗日武装，为八
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了十几个团的兵
力，其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多次受
到上级的表扬。

发起政治攻势，促成和平
解放大同

解放战争时期，王平多次参与
指挥了重大战役，圆满完成了上级
交给的任务。1948 年 1 1 月底，时
任解放军北岳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
王平率所属一个步兵旅、骑兵第一
师和独立四团迅速开赴大同城郊，
与雁北军分区两个步兵团和浑源县
支队共万余人将大同城围困起来。
此时，山西北部雁北 13 县全部解
放，只剩大同一座孤城。国民党大
同城防司令长官于镇河根据阎锡山
的命令，以大同为据点，继续负隅
顽抗。在此次战斗中，王平经过认
真调查研究，针对守敌兵力、装备
处于优势的情况，在指挥部队坚决
打击企图突围之敌的同时，决定发
起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士气。

1948 年 1 1 月底和 12 月初，王
平主持召开两次会议，作出决策：以
政治攻势为主，政治、军事、城
（敌）工三管齐下，相互配合，迫敌
就范，和平解放大同。

方针确定后，王平组织围城军民
散发传单，用大同方言向守敌广播喊
话，进一步瓦解敌人的士气。同时，

还广泛发动群众做大同守敌军政人员
和城内居民亲朋故旧的思想工作，开
展“写一封信、探一次亲、捎一句
话”的“三一”活动。

1949年 1 月 7日至2月7日，围
城军民再一次掀起强大的政治攻势。
春节将临，围城军民向守城敌军大力
宣传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宣传
解放区人民蒸蒸日上的美满生活，阐
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一贯政策，并动
员敌军眷属在城下对话，有的还把过
年的食物用绳索吊上城去。顿时，敌
军官兵军心更加涣散，思乡、思逃、
思降和不满上层的气氛日益加剧，此
后不久，就有580余人的国民党守军
向解放军投诚。

王平还指示部队，把在三十里铺
战斗中被俘获的敌副团长释放回去，
让他给大同守敌军官带信，劝其出城
和谈。数日后，又将全部战俘释放回
城。这些俘虏回到城中，向守军讲述
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进一步瓦
解了守敌的斗志。4月初，大同国民
党军官派人出城与解放军围城部队正
式接触，王平等接见了他们，并进行
了长时间的会谈。

25 日，解放军各部相继向大同
集结。国民党守军将官见状，只得表
示愿意放下武器，走和平解放大同的
道路，并向王平递交了亲笔信。4月
29 日中午 12 时，于镇河、孟祥祉、
田尚志以及随从、马弁共 10 余人，
分乘几辆小汽车赴西坟村与围城解放
军正式谈判，王平司令员委派察哈尔
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及赵汉、叶修直、
杨正等为谈判全权代表。5月 1 日，
国民党守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大同
宣告和平解放。

“坚决打，争取停”

1953 年 5 月，王平奉命到志愿
军二十兵团任政委，与司令员杨勇

一起组织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
个战役——金城反击战。王平到任后，
立即着手了解部队的政治工作情况。王
平感到部队中有的口号提得不够妥当，
就与有关领导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
向部队发出了纠正的通知。经兵团党委
研究确定，以“坚决打，争取停”的指
导思想来统一全兵团的行动，让部队明
确战斗的胜败直接影响谈判桌上美方的
态度和我方代表“说话的分量”。

金城反击战第一阶段作战主要攻
占敌前沿的支撑点，以歼灭敌人连以
下目标为主。王平在组织部队战斗
时，发现个别部队采用“抓一把”的
战术，即派突击部队突袭消灭敌人的
据点后马上撤退。王平认为，这样的
战斗固然可以消灭一些敌人，但据点
有可能很快被敌人重新修复，继续成
为威胁志愿军前进的“钉子”，而突击
部队回撤途中也容易遭敌炮火攻击。
对此，王平当即与司令员杨勇进行了
研究，并确定：突击部队打下敌人的
据点后必须坚守，等待后续部队到来
巩固阵地。如敌人发起反扑，就坚决
将其消灭。这一战术在部队推广后，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经过几个回合的争夺，金城反击战
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终。此役，志愿军
与敌人激战14昼夜，歼敌5.3万余人，
重创敌人4个师，收复阵地160余平方
公里，把战线向南推进了 3至 6公里，
为促使朝鲜停战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
献。由于战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治工
作的作用，参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
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在整个战斗过程
中，志愿军指战员向世界展示了站起来
的中国人民的自信力、凝聚力、战斗
力。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在王平的组
织下，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嘹亮的
志愿军战歌随即响起，广大志愿军政工
人员和文艺战士用此种方式，对前方的
指战员表示祝贺。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石市档案馆）

王平政治思想工作二三事
陈军

1 945年4月，苏中军民经过8年艰
苦的抗日战争，迎来抗日大反攻的新形
势。日军苦于兵力不足，为了阻止苏中
军民的战略反攻，命令盘踞在宝应县城
的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马佑铭
部，调往兴化以南的周庄驻防。4月20
日，打入敌人内部的新四军敌工人员将
这一情报向十八旅旅长刘飞进行了汇
报。刘飞等人对敌情做了研究后，认为
可以在敌调防途中将其歼灭，并迅速将
这一方案向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
委陈丕显作了汇报，军区立即批准这一
计划，并调集十八旅五十二团、江都独
立团、三分区特务五团、一分区特务营
等部划归刘飞统一指挥。

刘飞随即带领侦察人员勘察，发
现三垛镇至河口镇之间有条东西走向
的公路，5公里内没有树木遮蔽，路北
是泥泞的水田，路南是与公路平行的
北澄子河，视野开阔，且这里位于兴
化、高邮的中间地带，与两城均相距
40里，不利于敌人增援。于是，刘飞决
定把伏击地点设在三垛镇以东、北澄
子河边新庄到野徐庄一线约3.5千米

的狭长地带，并命令江都独立团埋伏
于河口镇以西，控制通往兴化的公路
和河道，阻住敌人水路前进道路；一分
区特务营待敌人通过后，封锁敌人回
逃之路，并阻击从高邮出援之敌；五十
二团主力埋伏在公路以北，待敌人进
入伏击圈后出击，将敌人分割；三分区
特务五团会同独立团一个连守卫河
南，严防敌人渡河南逃，随时准备渡河
歼敌；旅指挥所设在河南岸的民房内。

4月25日下午，换防敌人离开驻
地向高邮移动，沿途新四军和地方干
部布下的侦察人员随时将敌人的行进
情况报给旅指挥所。4月27日拂晓，新
四军各参战部队秘密开进阵地。

28日早上，敌人离开高邮城，隐
蔽在高邮县城外的高邮独立团立即用
电台向指挥所报告了敌人行踪。当日
中午，敌人进入三垛镇，午后2时，敌
人从三垛镇出发，一路向伏击圈走来：
最前方是日军1 个小队，随后是伪军
1500余人，再次是日军两个中队300
余人，后卫是伪军一个营；另有3艘汽
艇，拖着民船20余只，满载辎重并日

军50余人、伪军200余人，与陆上部队
并进。前方的日军小队行至野徐庄后，
被公路上一条约5米宽的沟拦住了去
路。由于几天来天降暴雨，河水猛涨，
水面几乎接近了地面，导致沟中积满
了雨水。敌人前卫无法通过，又没有架
桥材料和工具，无奈之下只好联络河
里的敌人，让他们腾出木船搭建浮桥，
此时，后面的敌人也陆续赶到，公路上
顿时混乱起来。

刘飞一声令下，新四军指战员从
四面开火，子弹、炮弹如暴雨般射向敌
群。战斗一打响，伪团长马佑铭就被一
发炮弹击中负重伤而从马上掉下来，
一个日军中队长也被新四军机枪火力
击毙，日伪军顿时成了乌合之众，加上
公路上没有什么隐蔽物可以利用，敌
人在新四军的火力打击下顿时死伤狼
藉。战斗中，敌人的三艘汽艇扔下木
船，企图开足马力突出重围，但螺旋桨
被新四军事前投入河中的大批草绳缠
住，在河里打转。艇上的敌人纷纷跳进
水里，企图游水逃向岸上，遭到埋伏在
两岸的新四军战士猛烈射击。岸上的

日军见状，跑到河边准备下水救援，两脚
陷入河床的淤泥，也成了南岸新四军的
活靶子。

见敌人队形被打乱，刘飞命令各伏
击部队发起冲锋，位于北澄子河南的新
四军也渡河冲上公路，迅速把公路上的
日伪军截成数段分割包围起来。在“缴枪
不杀”的呐喊声中，被围伪军在副团长的
带领下纷纷缴械投降，公路东段的战斗
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基本结束。

殿后的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营
发现向西逃回高邮的路被新四军特务营
切断，便仓皇向新庄跑去，企图凭借房屋
固守待援。五十二团迅速组织力量冲入
敌人阵地，和敌人展开巷战，把残敌逐步
压缩到村子的南部。随后，新四军各部相
继赶到新庄，向残敌猛攻，歼敌大半，日
军只剩30余人。天黑后，敌人援军相继
赶到，鉴于伏击战的目的已经达成，为保
持主动，新四军除以部分兵力继续攻击、
监视新庄内的残敌外，大部分参战部队
在打扫战场后撤出战场。三垛河口伏击
战至此胜利结束。

三垛河口伏击战是新四军苏中地区
继车桥战役后的又一次大捷。据统计，此
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日伪
军180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240多人、伪
军600多人，俘虏日军7人、伪军团长马
佑铭以下伪军958人，缴获曲射炮两门、
掷弹筒及小炮12门、轻重机枪24挺、步
枪1166支、短枪48支，枪弹5万余发，电
台3部。战后，新四军军部对参战指战员
进行了通令嘉奖。

刘飞巧设“口袋阵”
贾晓明

1 935年6月，方志敏在狱中所写下
了《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一文其
中写道：“我们的红军，继续打了些胜
仗。尤以贵溪周坊之战，消灭了敌军一
个整连，第一次缴获了敌人一架重机关
枪。大家都很快乐，军委会主席邵式平
同志看到送机关枪来，乐得在地上打
滚。”这里所说的“贵溪周坊之战”，指
的就是名震赣东北的关王殿大捷。

1929年6月6日，江西省贵溪县周
坊暴动揭开了贵 （溪）、余 （江）、万
（年） 暴动的序幕，在方志敏、邵式
平、黄道等人的指导下，8月暴动成功
的贵溪县北部乡村革命群众建立起了自
己的政权——贵溪县苏维埃政府，开辟
出赣东北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

贵溪苏区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
当局的恐慌，派出正规军联合贵、余、
万地方靖卫团等对贵溪苏区进行“围
剿”。1929年 9月，国民党第十八师戴
岳旅依仗优势兵力进犯，企图通过军事
镇压手段将贵溪苏区扼杀于初创之时，
其所属张克禾部孤军深入，占据贵溪苏
区中心所在地周坊村，驻扎于村东的关
王殿，疯狂展开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群
众的“进剿”。在此危急关头，方志敏
临危受命兼任中共贵溪县委书记，组织
赣东北红军和贵溪苏区干部群众开展反
击国民党军“进剿”的斗争。

10月26日，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出其不意地向驻贵溪县周坊关王殿的张
克禾部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张克禾
部一面以壕坑为掩护负隅顽抗，一面向
周边敌人求援。为了阻止红军夹击，张
克禾命令参加“进剿”的余江靖卫团去
守后面的一座俯临壕坑的小山。赣东北
红军独立第一团派出一个连冲上小山，
余江靖卫团团丁们见势不妙，顿时做鸟
兽散，红军占领小山后立即居高临下向
壕坑里的张克禾部猛射，打得敌人顿时
大乱。与此同时，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其他连队乘势从四面冲向敌人阵地，将
敌人包围。张克禾负重伤后扔下部下化
装逃走，其部下被全歼。这一战是赣东
北红军建立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缴
获步枪67支，并首次缴获1 挺重机关
枪和4箱机枪子弹。

关王殿战斗的胜利，不仅巩固了已
建立起来的贵溪苏区，而且开辟出30
余村的暴动新区，同时有力支援了余
江、万年农民暴动的开展，为贵、余、
万暴动的最终胜利乃至“方志敏式”革
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
方志敏烈士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
略述》一文中所说：“周坊的胜利，更
加使群众高兴，斗争更加勇敢；贵溪苏
区，就很快发展出去，贵城之外，都成
了苏区。”

赣东北红军首次缴获重机枪
况建军

1 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
军发起解放上海战役。战斗打响前，三
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
裕依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决
心首先兵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从浦
东、浦西两翼向上海守敌侧后实施迂回
作战，迂回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尔
后再围攻市区，分割歼灭守军。

遵照三野首长和兵团首长的指示，
作为迂回作战的第一梯队，解放军三十
军在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的率领
下，于 5 月 1 3 日下午 4 时，由平湖出
发，沿公路、海堤向川沙、白龙港地区
急进。

时值梅雨季节，道路泥泞，部队行
进艰难。谢振华立即弃马步行，广大指
战员深受鼓舞，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胜利
的信心。部队指战员不顾疲劳，奋力行
军200多里，沿途消灭抵抗的国民党部
队，终于比野战军司令部规定的期限提
前一天赶到川沙以南的江家路镇。

谢振华不顾劳累，迅速察看地形，
部署作战。他从战俘口中得知，国民党
五十一军已于前三天进驻川沙、白龙港
地区，现正忙于修筑工事，企图做长期
抵抗准备。此时的川沙城里驻有千余人
的国民党军和地方土顽部队。谢振华当
即决定，趁川沙守敌立足未稳之机发起
进攻。随后命令八十九师先头部队二六
五团直扑川沙。守敌猝不及防，被歼
700 余人，余部放弃川沙县城仓皇逃
走。

攻占川沙县城后，谢振华命令八十
八师派出两个团，冒雨急行军，向北迂
回，插入敌后，拿下顾家路镇，截断敌
五十一军和其他守敌的联系。与此同

时，谢振华集结五个团的兵力，向当面
之敌国民党五十一军立即发起进攻。战
斗至夜12时，将敌五十一军主力及暂
编第八师压缩在东西4公里、南北5公
里的狭窄区域。由于天降暴雨，三十军
的重武器没能迅速抵达前线。敌人发觉
后，立即拼凑了三个团，在重炮的掩护
下进行反扑，企图突破解放军的包围，
与周边部队重新连接。

解放军二六三团与敌激战至天
明，打垮了敌人三个团的反扑。谢振
华根据敌情的变化立即调整部署，军
炮兵团克服了河川及道路泥泞的困难
及时赶到前线。当晚 7 时，谢振华指
挥三十军发起总攻。各团连续突破敌
人阵地，拿下清敦镇、林家码头，更
采取“掏心战术”，直扑敌军部所在地
白龙港，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占了敌
军部，俘虏了敌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
秉钺及其军部全体人员和一个山炮
团，彻底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同
时把残敌分割成两块包围起来。为了
集中火力杀伤敌人，谢振华命令把军
炮兵团和从敌人山炮团缴获的18门火
炮放置在一起，向敌人猛轰。战至17
日拂晓，解放军完全摧毁了该地残敌
的抵抗，俘敌8000余人。

三十军攻下白龙港，截断了上海
守敌经白龙港向海上逃跑的退路。紧
接着，在三十一军协同下，三十军发
起了围歼高桥守敌的战斗。攻占高桥
后，谢振华指挥三十军继续向黄浦江
口追击，配合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完
成对整个上海的全面合围，紧接着配
合兄弟部队发起总攻。5 月 27 日，上
海宣告解放。

谢振华“掏心战术”显威力
刘晓可

1 943 年 4 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
八五旅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
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领11 00
多名指战员，进驻华池县大凤川、小凤
川，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开荒屯田活动。

早在1940年冬，三八五旅旅长王
维舟就亲赴大凤川勘察地形，准备开展
开荒屯垦活动。旅部先在大凤川设立了
拓荒生产处，1941 年春，调七七〇团
1 个连队开展试验性小范围的屯垦活
动。1943年春，七七〇团全体指战员
先后奉命开往大凤川开荒屯田。

七七〇团初到大凤川，指战员们
的生活非常艰辛，他们挖野菜、打野
兽度过粮荒；搭草棚、挖窑洞驻扎宿
营；剥榆树皮编草鞋；用废铁打制工
具，接着掀起热火朝天的开荒种地竞
赛高潮。他们每天早晨鸡叫二遍就上
工，晚上点灯时分才收工，平均每天
挖地12个小时左右，每人每天平均挖
3亩多荒地。八连连长刘海清创造出每
天挖荒地4.8亩的成绩，被评为边区劳
动英雄。七七〇团指战员还利用凤川
水源充足、水质好的有利条件，种出
了陇东稀有的水稻。

第一年春天，七七〇团共挖地两万
多亩，并且种上了玉米、糜子、谷子、
豆类、洋芋及荞麦等庄稼，打粮一万多
斤。夏忙、秋忙过后，又开始盖房挖

窑，仅半年时间，就盖房360多间，挖
窑洞100多孔。当年就基本解决了全团
的食宿问题。团部领导为了改善指战员
的生活水平和条件，开展饲养、采集、
挖药、割漆、酿酒、纺织等各种副业生
产；建起了供给部、卫生所、澡堂、俱
乐部等。在七七〇团的努力下，昔日的

“野山僻壤、林木参天、人烟无几、兽
群遍行”的荒凉之地，迅速变成了“粮
食仓满、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
圈、革命家务日趋巩固”的“鱼米之
乡”。大凤川冬季非常寒冷，为了解决
指战员的取暖问题，七七〇团还分批组
织人员烧木炭。

秋忙结束后，除了盖房挖窑的时
间，部队还搞了大约 5 个月的军事训
练，主要内容是跑操、扔手榴弹、
射击、匍匐前进等演习。做到了农
忙生产，农闲训练，培养实力，军
农结合。

1944年1 1 月，七七〇团按照中央
军委的命令，离开华池县大凤川，在延
安集结，整编后向豫西嵩山地区出征，
奔赴抗日前线。在两年10个月的时间
里，全团开荒3.4万亩，生产粮食数千
石，不但改变了部队的生活条件，还把
多余的粮食送到延安，有力地支援了边
区建设和抗日前线，并大大减轻了陇东
分区群众的负担。

七七○团垦荒大凤川
刘志洲

王平在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