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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著名爱国民

主人士李任仁旗帜鲜明地拥

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

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他积

极参加抗日救国民主运动，

坚定支持文化进步事业，为

团 结 抗 战 救 国 图 存 呼 吁 奔

走，并利用其在广西各界的

广泛影响力，积极保护、营

救大批被国民党顽固派迫害

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全

脱离险境，以实际行动为抗

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
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广西的新桂系
领袖李宗仁等希望成立一个“以服务广
西抗战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咨询研究机
构”。在李任仁等的努力下，广西建设
研究会于1937年9月10日成立。该会
以“建设广西，抗战建国”为宗旨，由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分任研究会的
会长和副会长。

虽然李、白、黄是会长和副会长，
但是实际主持会务的却是李任仁等常务
委员。抗战期间，为了将广西建设研究
会变为一个利于团结、抗战、民主、进
步的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李任仁领导
广西建设研究会做了大量工作。

在李任仁的努力下，该会专门从全
国各地聘请了大批中共党员和著名进步
人士为研究员。其中，胡愈之还担任了
该会文化部副主任，千家驹担任了经济
研究部副部长，张铁生任编辑室主任。
大量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到来，让桂林
形成一股团结、进步的氛围，对西南其
他几省抗日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鼓舞作
用。他们在几年中对国内外尤其是广西
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
等问题做了研究，各部每月举行座谈会
一次，讨论有关广西政治、经济、文化
建设等问题。集会上各抒己见，交流思
想。

李任仁亲自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编
译委员会主任，主管舆论、宣传工作。
在李任仁等的领导下，广西建设研究会
没有经常举办各类集会活动，而是通过
自办的《建设研究》和《时论分析》等
杂志表达自身立场和主张。其中，《建
设研究》主要由该研究会的研究员和各
行业的专家供稿。《时论分析》则刊登
了大量时政内容，其中就包括很多共产
党的抗战主张、同时为地方建设出谋划
策。广西民主人士、建设研究会成员夏
孟辉回忆该杂志，“其中延安方面的意
见，因在反动的政治势力明里暗里的破
坏下，一般不容易看到，也就最受欢
迎，当时我们按照那个掌握的编辑方
针，也以多引用这方面的材料，帮助读
者多了解到一些不易了解到的情况，以
便不受一方蒙蔽，更好地判断是非，做
出自己的结论”。

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对广西建设
研究会的干扰破坏，经李任仁等研究，
《建设研究》《时论分析》两种刊物的审
核工作交由另一位研究会常务委员、著

名爱国民主人士陈邵先负责。这两种刊
物很快传遍海内外，“连当时在延安的
毛泽东也是订户之一”。

随着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时任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黄旭初
认为应该加强对该研究会的控制和监
视，防止该会脱离国民党广西当局的掌
控，于是派人来参加编译室的工作，企
图“把控建设研究会的方向”。对此，
李任仁、陈劭先巧妙应对，审阅文章
时，对反动言论的文章大量删改，毫不
含糊，并组织研究员积极撰写宣传抗
战、反对投降的文章，以正视听。在李
任仁、陈劭先的主持下，广西建设研究
会积极支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
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共同推动了桂林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创办文化供应社

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失
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进步文人
云集大后方桂林。此时，周恩来决定到
广西开展工作，建立共产党人领导的重
要文化阵地，并设法取得广西当局支
持。1939年，胡愈之找到李任仁，希
望他能够代表广西建设研究会，与救国
会一起兴办文化供应社。李任仁欣然同
意，并积极组织广西军政人员参股。经
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0月22日，文化
供应社正式成立，李任仁被第一届董事
和监察人联席会议推选为董事长。虽然
是董事长，但李任仁并没有具体管理文
化供应社的编辑工作，而是完全放权由
胡愈之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员负责。陈
劭先为社长，陈此生为总务部主任、胡
愈之为编辑部主任。书籍刊物编辑多数

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推荐
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0年，随着文化供应社出版发
行大量进步书籍和《文化杂志》等期刊
（稿件多由李任仁主持的广西建设研究
会研究员撰写），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宣
传抗战和共产党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

国民党顽固派对文化供应社的发展
壮大非常惊恐，千方百计加以破坏。李
任仁则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保障该社不
受广西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涉，持续维持
正常运营。随着文化供应社在广大民众
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加紧
了破坏活动。1943年初，黄旭初通知
李任仁，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
铁城来电，文化供应社由中央宣传部接
办，原有主要工作人员均应辞职”。对
此，李任仁一方面向黄旭初提出“要以
广西事业为重，不应让重庆插手”，另
一方面安排陈劭先、陈此生、邵荃麟、
傅彬然、宋云彬等“辞职”，转入地下
继续工作，其他人则坚守岗位，让文化
供应社的主要人事权才始终掌握在进步
力量手中。

参与创建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

1939 年，胡志明从延安来到桂
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担任救亡室
名誉主任兼墙报委员和生活委员，积极
从事反日反帝活动。在胡志明的影响
下，在中越边境从事反日反帝的越南爱
国民主人士逐渐增多。1940年9月，日
军攻占越南后，成立一个能够将这些越
南爱国人士与中国进步人士联合起来的

组织显得较为迫切。
1940 年 10 月 12 日下午，中越两

国发起人士在乐群社举行座谈会，讨论
成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的有关事宜。
李任仁为座谈会的发起人之一。1940
年12月 8日，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
立大会召开，李任仁主持会议。他首先
介绍了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立的宗旨
和筹备的经过。他指出:“中越两民族
过去历史关系十分紧密，几十年来，越
南同胞受尽了法帝国主义虐待之痛苦，
近来日本帝国主义又侵略越南，更加深
了越南同胞的痛苦。同时，日本强盗又
挑拨离间，企图分裂中越民族，以遂其
宰割阴谋。因此，中越除军事上应该合
作外，我们还要促进中越文化交流，以
保障东亚和平。”李任仁的讲话得到广
泛赞同，对中越一致抗日起到了促进作
用。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中越文化工作会
章程和宣言，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李
任仁等55人当选为理事。

此后，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在思想
文化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举办了
一系列抗日援越的座谈会和国际形势展
望会，鼓舞了国内的抗日士气，声援了
越南人民的斗争。

营救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

在桂林期间，大批民主人士、中共
党员及其他进步文化人士经常前往李任
仁家中，商讨推动抗战文化进一步发展
的办法和措施。日军占领华南沿海地区
后，派飞机对桂林开始狂轰滥炸。李任
仁就主动让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在
空袭时来他家里避难。对于经过桂林的
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李任仁积极为他
们安排食宿，并自掏腰包为他们购买飞
机票、车票和船票。对此，千家驹曾回
忆说：“凡是到过广西的进步朋友，没
有一个不认识重毅 （李任仁的字） 先
生，没有一个不得到他的关怀。”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
“反共高潮”，广西境内的政治氛围也逐
渐紧张，在桂林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处境危急。李任仁立即行动起来，全力
进行营救工作，协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
处疏散进步人士。

与此同时，他还利用其影响，向桂
系当局陈述利害，告诉他们：追随蒋介
石屠杀、迫害广西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
士，不但会破坏广西得之不易的团结抗
日大好局面，更会削弱桂系的力量，结
果只能让蒋介石受益。桂系当局采纳了
李任仁等人的意见，决定对共产党人和
进步人士采取“以礼相待、送客出门”
的态度后，李任仁立即设法护送共产党
人和进步人士尽快撤离广西。

不久，蒋介石派特务包围了八路军
驻桂林办事处。李任仁了解情况后，立
即找到黄旭初，请他帮助救出李克农。
经过李任仁的反复要求，黄旭初最终同
意派车。于是，一辆插有“广西省政
府”字样小旗的轿车直奔八路军办事
处，将李克农顺利接出。李克农被送到
文化供应社后，立刻通知夏衍等人立即
撤离，并让他去找黄旭初，请黄帮忙订
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夏衍问：“假如
他避而不见怎么办？”李克农则胸有成
竹地回答：“放心，我已经和李任仁先
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
此刻来报社，还是任老用他的汽车送我
来的。”就这样，桂林八办成员在李任
仁的帮助下安全从桂林转移。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李任仁在抗战期间的二三事
徐佳佳

1946 年 8 月
上旬，为策应解放
军山东、华中野战
军作战和支援中原
军区突围部队作

战，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遵照中
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出击陇海铁路
中段，首先袭击开封、徐州之间国民党军
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破坏与控制铁路，
然后攻取铁路以南各县城，开辟战场，调
动敌人，求得在运动中歼其一部。

8月 10日夜，冀鲁豫军区六纵（下
辖十六、十七、十八旅）及配属给六纵作
战的三纵八旅按照上级命令，迅速插到
兰封城外。

兰封城是陇海路中段的交通枢纽，
也是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前进
基地，城中存放了大批军用物资。该地守
敌为国民党第五十九师七十四旅二二〇
团两个营、兰封保安团以及国民党兰封
专署所属地方武装共3300余人。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根据侦察情报进

行了周密部署：六纵十六旅从城东和城
北发起主攻，十七旅从城南和城西助攻，
并负责歼灭兰封火车站守敌；十八旅以
两个团的兵力向考城警戒并负责扫除曹
庄、红庙的敌人守军，一个团为总预备
队；配属给六纵作战的三纵八旅以两个
团攻击罗王火车站和曲兴集，以一个团
阻击开封援敌。

各部得到命令后，迅速进入指定位
置。夜11点半，担任主攻的十六旅四十
六团的两个突击连悄悄渡过护城河，迅
速攀墙而上。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军
的到来如此迅速，守备十分松懈。直到突
击连的大批战士登上城后，守敌才发现
开枪。突击连指战员在城下火力的掩护
下和敌人激战，仅用7分钟就突破城墙、
攻入城内，摧毁了敌人的碉堡和工事，分
头向敌兰封专署和军火库发起猛攻。

四十六团二营五连的战士很快攻到
敌人专署门外。里面的敌人一触即溃，在
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部分被消灭，其余
的纷纷据守投降。与此同时，四十六团一

营二连指战员一路猛打，很快包围了位
于城东南的军火库。里面的国民党守军
凭借坚固的围墙和充足的武器，拼命射
击企图固守待援。二连战士很快拿出从
此前敌人手中缴获来的美式火箭筒，向
着军火库周边连射两发，两声巨响后，钢
筋水泥的围墙被炸出两个大洞。守敌见
状，大叫“不要开炮了，再开炮弹药库就
爆炸了！”乖乖缴械投降。军火库里的10
门火炮、130挺轻重机枪、1750支步枪、
50余万发各种枪弹被解放军缴获。与此
同时，助攻方向的解放军战士也冲入城
中，投入消灭残敌的战斗。

这时，十七旅部队也打响了歼灭兰
封火车站守敌的战斗。工兵部队刚在铁
道上埋设了地雷，一列满载国民党军用物
资的军列就开了过来，随着爆炸响起，火
车头出轨，解放军战士迅速冲了上去，经
过短暂的战斗，消灭了敌人的机枪手。在
强大的攻势下，负责押车的国民党整编第
十一师十八旅直属队放下了武器。车上装
载的大批军用物资、100多匹战马以及六

纵急需的医疗器械全被缴获。
在攻打火车站时，解放军遇到了敌

人的强烈抵抗。原来白天有一列满载弹
药、车辆、11辆坦克以及一个营敌人的
列车停靠在兰封火车站。车上的敌人见
解放军来攻，急忙钻进坦克，向解放军开
枪开炮。解放军向坦克投掷手榴弹，但无
法击穿装甲。不久，敌人的几辆坦克解开
固定锁链，从列车上开了下来，企图冲进
城去，解救城内残敌。解放军战士遂使用
战防枪、火箭筒向坦克射击，坦克里的敌
人顿感威胁，急急退了回去。解放军指战
员乘机对火车站发起猛攻，很快夺取了
火车站，将大部分残敌压缩到坦克周围
和列车上。

不久，消灭城内守敌的解放军部队
也赶来助战，大家在敌人坦克可能逃走
的方向挖掘了壕沟，敌人已成瓮中之鳖，
但仍依仗火力强大，拒绝投降。天明后，
解放军点燃了火车中装载的弹药，于是
列车开始一节一节地燃烧、爆炸。坦克里
的敌人发现冲不出去，又害怕被烧死、炸
死，只得爬出坦克，冒着烈火一股脑向东
南方的水塘冲去，企图从这里游泳逃走。
这股敌人为了逃命，好不容易游上岸，却
把武器全部丢到水中，结果上岸后就被
等候多时的五十团三营战士包围，全部
做了俘虏，丢下的11辆坦克和6辆汽车
也被缴获。

解放军攻打兰封获得“大丰收”
贾晓明

1932 年，在国民党军的反复
“围剿”下，湘鄂赣苏区红军和地方
武装遭到一定损失，鄂东南根据地在
强敌围攻下日益缩小。10月，国民
党军派出二十六师、五十师各一部进
犯，企图打通从湖北龙港到江西武宁
的通道。11月 9日，敌二十六师一
个团、五十师两个营窜入洪家源、全
家源等地“会剿”红军。当时，红
军在此地的部队只有红军独立第三
师的一个中队 （100 余人，枪 70 余
支） 驻在戴家源、杨家岭一带，得
到报告后，洪中队长立即组织杨家
岭、纽丝村等地的赤卫队 300 余人
赶往纽丝岭的东西山头，协同扼
守。当敌二十六师行至全家源的花
生桥时，突然遭到红军和赤卫队的
猛击。激战两三个小时，敌人不能
前进一步，反而损兵折将。不久，
侦察员报告，敌五十师赶来增援。
面对优势敌人，洪中队长决定暂避
其锋芒，立即命令红军和赤卫队转
移到杨岭，伺机再战。敌二十六师
得到援兵后，于当日退回龙港修
整。红军和赤卫队则乘夜转移到月
台的沉洞村，动员当地基层党组织和
革命群众，共同修筑工事，又安置两
门土炮，严阵以待。

第二天，两股敌人果然合力再次
进犯。敌五十师率先进攻。红军与月
台、枣源等地赤卫队共400余人与之
激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鉴于子
弹即将消耗殆尽，洪中队长立即命令

部队向地形险峻的“冲天蜡烛”
撤退。

“冲天蜡烛”是座陡峭的山峰，
山上、四周树林茂密，便于隐蔽。红
军一路且战且退，于下午到达山上。
敌人也尾随而至，看到山势险峻，敌
人不敢强攻，就在山脚下四处安营，
准备做长期围困。洪中队长命战士们
检点枪支弹药，得知尚能使用的土枪
洋枪共 70 支，子弹也只有 70 余发。
洪中队长又向家在当地的赤卫队员询
问地形，有人报告说，山脚下有条狭
窄的山谷可以突围。洪中队长听后随
即召开会议，决定深夜从山谷突围，
并部署了具体方案。

入夜后，洪中队长先率领部队秘
密下山，来到离谷口500米左右的地
方埋伏，然后发出信号，让山上战友
开炮。两声巨响，让围山敌人惊醒，
纷纷从营地向炮弹爆炸的方向跑去。
见敌人中计，洪中队长一声令下，70
名持枪战士立即冲向附近的敌人宿营
地。接近敌营时，70名战士同时射
出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顿时组成了
一阵强大火力。留守敌人本就不多，
听到红军如此密集的枪声，吓得一哄
而散。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冲进敌
营，扛起敌人散落在地的十几支步
枪、几十箱子弹和军用物资、食品，
迅速进入山谷。山上开炮的两名战士
也顺着事先准备好的绳索滑下山来会
合。就这样，红军部队很快跳出了敌
人的包围圈。

红军利用“冲天蜡烛”妙计突围
何仁美

1948年3月18日，中共山东省桓
台县公安局协助解放军渤海军区部队
解放桓台县城，抓获了该县国民党还乡
团团长、县警保大队副大队长荆良。

经过解放军部队有关部门和县公
安局有关同志的教育、争取，荆良表示
愿意改变原有的反动立场，希望能为
革命立功，并交代出周村潜伏的一个
国民党特务组织。该组织代号为国民
党国防部保密局“山东站中心组”，由
正式成员8名、试用通讯员20名构成，
组长为国民党少将、老牌特务赵崇德，
有电台1部、枪支若干。这伙特务在西
起济南，东到潍县的范围内活动，到处
刺探情报、伺机破坏解放区基层政权。
通过荆良的交代，桓台县公安局局长
宋鲁源等掌握了这个特务组织的接头
暗语和赵崇德的体貌特征、潜伏地点
等情况。

随即，宋鲁源组织起一支8人搜
捕小分队，来到周村东门里十字路口北
面朝西的中药铺——特务组织的“掩护
点”，将该店包围起来。一名化装成商人
的侦察员上前敲门三下，按照荆良交代
的接头暗号说“要买两贴膏药”。引出药
铺老板（潜伏特务），迅速将其制服。经
搜查，没有发现赵崇德。宋鲁源立即提
审药铺老板。据交代，赵崇德有三个藏
身处：这家中药铺是一号处，赵崇德平
时在这里接见“客人”；二号处是其保镖
赵惠卿家，赵崇德多次在那里过夜；三
号处在周村城西南角的一个四合院，是
赵崇德的秘密“工作点”，四合院后面有
一个小门，如果有情况赵崇德便从后门

溜走。
凌晨两点，宋鲁源带领两名侦察员

押着药铺老板，直奔三号处。来到门前，
两名侦察员分别隐蔽在前后门附近，宋
鲁源命药铺老板按暗号叫门，过了一会
儿，里面出来一个女人。

“婶婶，潍坊来的刘先生要找赵先
生。”药铺老板说出了接头暗号。所谓

“刘先生”是赵崇德没有见过面的同伙，
负责领导潍坊（当时尚未解放）一带的
国民党特务。

女人打开门后，药铺老板指着宋鲁
源说，这位就是“刘先生”，深夜有要事
找赵先生。女人说她不知道赵先生昨晚
是否回来，让“刘先生”稍等，她去里屋
看看。宋鲁源等人又等了约一袋烟的工
夫，那女人又出来问：“刘先生与几个人
一起来的？”

“就我自己。”宋鲁源镇定地说。宋
鲁源跟随女人来到一间屋里，见到一个
中年男子，其体貌特征完全符合赵崇
德。赵崇德见到宋鲁源，感到不对，刚要
掏枪，被宋鲁源踢倒在地，经过短暂搏
斗，将其抓获。第二天，化装成药铺老板
的侦察员继续在药铺“开张营业”，又抓
获了两个前来联络的特务。

经审讯，赵崇德交代出了周村潜伏
的全部军统组成人员名单，又交代了电
台的隐藏位置。3名侦察员押着赵崇德
来到大街路南一条胡同中的一个四合
院，起获了特务组织的电台和密件。同
时，搜捕小分队分头出动，将潜伏在周
村的所有特务一网打尽，彻底粉碎了国
民党“山东站中心组”。

破获国民党“山东站中心组”的战斗
曹元成

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志士王显廷
在辽宁黑山县组织义勇军奋起抗日，
不久被黄显声委任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一军团第一路军副司令。此后，第一路
义勇军在王显廷的率领下，以黑山西
部山区为根据地，扼守在大郑线南端
（大虎山至新立屯区间）的铁路线上，
与日军展开多次战斗，有力打击了侵
略者的嚣张气焰。

日军于 1931 年 12 月 30 日占据
大虎山后，因大虎山火车站为重要交
通枢纽，便在此处部署了较多兵力。
1932年1月初，义勇军第一路军会同
第二路军部分战士联合袭击了大虎山
车站，歼灭多名守敌，并缴获了一批枪
支弹药、军事地图、钢盔等军用物资和
数匹战马。

日军对此次袭击异常惊恐，立即
加派驻军，并增派小分队每日四出窜
扰侦察。1月中旬的一天，日军 20余
人沿铁路线搜索行进，王显廷得到报
告，亲率两个分队，连夜赶往途中埋
伏。第二天清晨，日军进入伏击圈，王
显廷一声令下，义勇军战士立即以交
叉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击毙日军
18人，缴获步枪15支，子弹千余发。
两天后，日军两路出兵，企图夹击第
一路义勇军。王显廷集中力量专攻敌
人一路，很快将其击退，毙敌30多人，
还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另一股敌人见

状，也只得撤退。
2月7日，王显廷率部攻打汉奸武

装。大虎山日军得到报告后出动前往
救援。王显廷立即调集义勇军攻打大
虎山。留守日军猝不及防，当场被伤亡
40余人，残敌仓皇逃窜，大虎山遂被
义勇军占领。

2月中旬，日军集重兵对大虎山、
黑山一带的义勇军施行报复性“讨
伐”。王显廷率领义勇军化整为零，撤
出大虎山，在与强大敌人周旋两昼夜
后，王显廷乘日军主力四“扫荡”、后方
空虚之际，再次集中兵力回击大虎山。
守敌仓促应战，被毙伤百余名，残部突
围溃走。待外出大批敌人闻讯赶回大
虎山时，王显廷已经率领义勇军打扫
战场后安全撤离。

此后，第一路义勇军又以机动灵
活的方式，连续对日军发起游击战，取
得了多次胜利。日军恼羞成怒，继续增
兵“围剿”。义勇军在战斗中时有损耗，
又得不到任何补充，使部队的处境日
益困难，不得不由三个支队缩编为两
个支队。不久，第一路义勇军主力在黑
山一带和从新立屯和大虎山两个方面
赶来的敌人优势兵力发生激战，在转
战途中又在白厂门西沟一带与日军大
部队遭遇，不少战士英勇牺牲。第一路
义勇军决定开赴医巫闾山、义县一带，
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

王显廷率领义勇军三次攻打大虎山
佟雪辉

李任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