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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华北抗日 根据地是敌后战场的 重点地区。 由于我们党 在这一时期对知识 分子采取了正确 政策 ,

因此 ,大大地调动了 他们的积极性。 知识分 子在开辟华北抗日根 据地、建立 民主政权和建设抗 日根据地中皆
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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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 子是 有一定 文化 科学知 识的 脑力劳 动者 ,他

酷的民族 解放战争中 ,在建立 新中国的伟 大斗争中 ,共产

们不是一 个独立的阶级 ,而是 分属和依附 于不同的阶 级。

党必须善 于吸收知识分 子 ,才 能组织伟大 的抗战力 量 ,组

历史 上各个 阶级 为了巩 固自 己的统 治 ,都要 培养和 造就

织千 百万农 民群 众 ,发 展革 命的文 化运 动和 发展革 命的

自己的 知识分子。 随着近 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和 社会的

统 一战 线。 没有 知识分 子的 参加 ,革命 的胜 利是不 可能

进步 ,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本文

的。” [ 5] 当时 大量吸 收知 识分 子是 完全 可能 的 ,这是 因为

仅就 抗日战 争时 期 ,华 北抗 日根据 地广 大知 识分子 在党

“殖民 地半殖民 地国家 的知 识分子 和资 本主 义国家 的知

的 领导 下 ,在 抗击 日本 侵 略者 ,宣 传 和执 行党 的 方针 政

识分子 是有区别的” ,由于 国民党的文 化专制主 义和日本

策 ,开辟 和建设 根据地 的斗 争中所 发挥 的伟 大作用 略举

侵略 者对知 识分 子的迫 害 ,掌握了 近代 文化 科学知 识的

数端 ,由此可让我们见斑窥豹。

中国 新型知 识分 子 ,是 随着 帝国主 义侵 略和 民族资 本主
义的 发展而 成长 的 ,他 们具 有争取 民族 解放 和祖国 独立

一

富强的 要求。 当权的国民 党政府的腐 败使越来 越多的知

中 国共产 党和 毛泽东 等党 的领 导人一 向尊 重知 识、

识分 子感到 失望 ,他们 便把 国家民 族的 希望 寄托在 共产

尊重人才 ,重视知识分子工作。 他们曾多次指出在中国的

党身上。 这是我们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的有利条件。 事实

民主革命时期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具有“先

说明 ,党 中央关 于大量 吸收 知识分 子的 决策 是完全 正确

锋 作 用”和 “桥 梁作用” ,“工 农没有 知识 分子 帮忙不 会提

的。 在党的正确知识分子政策的 感召下 ,全国各地成千上

[ 1]

高 自己 ,工 作没有知 识分子不能 治党治国治 军”

[ 2]

,“没有

万的知 识分子涌向延 安和敌后抗 日根据地。 仅 由西安八

文 化的军队是 愚蠢的军队 ” [ 3]。 抗 日战争初期 ,中 国共产

路军办事处转介至延安的青年就有两 万人左右 [ 6 ] ,原在北

党就确定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方 针。 在敌战区 ,要

平、天津 的一 些欧美 学者 ,也 冲破种 种关 卡 ,辗转来 到晋

通过 青年学 生开 展抗日 救亡 运动 ,建立 一些 公开合 法的

察冀抗日根据地 ,有的去了延安。

救亡团体 ,并动员中 心城市的 知识分子到 广大农村去 ,组

为 了贯彻 执行 党中央 和中 央领 导同志 的指 示精 神 ,

织和动 员群众 ,开展游击战 争 ,创 建抗日根据 地。 在游击

华北各抗 日根据地制定了 吸纳和优待 知识分子 的条例和

区 ,要积极地、刻不容缓地 去同日本帝 国主义抢夺 知识分

办 法 ,这 些条 例和办 法 ,充分 体现了 我们 党尊重 知识、爱

子 ,“抢得慢就没有了” 。在延安和抗 日根据地 ,要全力吸

惜人才和一切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 性的原则。 ( 1)在政

收全国青 年学生和知识 分子来边区 ,给以 必要的教育 ,分

治上充分信任 ,大胆使用。 抗日根据地放手吸收了众多的

配适当的工作 ,参加抗日斗争。 1939年 12月 1日 ,党中央

知识分子 参加我们的军 队、学 校和政府部 门工作 ,并将具

鉴于 某些部 门和 地区还 没有 注意到 知识 分子的 重要 性 ,

备入党 条件的人吸收 入党。 有的知识 分子担任 了部队的

发 出了 《大 量吸收 知识分 子》的决 定 ,指出: “在长期 和残

政 工人员、文 化教员 ,有 的还 担负了 较高 级的领 导职 务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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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的知识 分子 被任命 为区 长、县长、专员 ,甚 至边区 政府

等的 有力配 合 ,对于开 辟华 北敌后 第一 大块 抗日根 据地

主 席 ;对 于专 家安排 ,一 律以 学识专 长为 标准 ,不在 政治

晋察冀边区起了重要作用。

上苛求 ,如当上了厂 长、校 长、院 长、所长、站长等 等。 ( 2)

第 二 ,知 识分 子在 建立华 北抗 日民主 政权 中起 了重

在学术 上 ,发挥 民主、研 究自由。 如党 组织经常召 开各科

要作用。 随着根据地的开辟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日

知 识分子 座谈 会 ,征 求意 见 ,改进工 作 ; 成立 各种学 术团

益重要 ,这更离 不开知识分 子的参与。 在 晋冀鲁豫 地区 ,

体 ,开展 学术 活动 ; 允许 研究 自由 ,鼓励 不同 的学术 观点

由于朱德 、彭德 怀、刘伯 承、邓 小平的亲自 倡导 ,形成了一

和争辩。 ( 3)在生活上 ,关怀照顾 ,待遇从优。 抗日战争时

种 尊重知 识、破格提 拔重 用知 识分子 的风 气 ,许 多 20多

期 ,边区一律实行供 给制 ,所有的工作 人员一律过 着共产

岁 的知识 分子 参加工 作不 久 ,即当上 了县 长、专 员 ,大量

主义生活。 但在当时物资条件十分艰 苦的条件下 ,还是对

的知识分子担当了各级政权的负责工 作。 以太行区为例 ,

知识分 子给予了必要和 可能的照 顾。 例如冀鲁豫 边区规

1938年 初冀西地区 9个县县长 ,全部 是知识分子 ,其中 7

定 对农艺 师、会计师、医 生按 三级优 待 ; 大学 生每月 津贴

个县的县长是大学毕业 (或肄业 )。 “冀太联办”成立后 ,调

40至 50元。

整了区划 ,有的县长 被提拔调 职 ,高级 知识分子 在县长总

二

数中的比例略有下降 ,但仍有一半左右具有大学水平。 各
县的科长、科员 ,多半也是知识分子充任。 再者 ,太行区先

由 于各地 正确 地实行 了知 识分 子政策 ,使 爱国 的革

后 设 8个专 区 ,在这 8个专 区 里 ,先 后 担任 专员 的近 20

命的 知识分 子最 大限度 地发 挥了自 己的 聪明才 智 ,为中

人 ,几乎全是青 年高级知识 分子。 晋冀鲁 豫边区成 立后 ,

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设 四厅六 局 ,并设 3个行 政厅 ,局长 及行 署主任 ,全 部具

首 先 ,知 识分 子在开 辟华 北抗 日根据 地中 起了 重要

有 大学 (或留 学 )文化水 平 ,边区政 府主 席杨 秀峰是 留学

作用。 例如 ,抗日战 争爆发后 ,全国各 地的爱国青 年知识

法国的大学教授。 在晋察冀边区 ,分局和边区政府也十分

分 子响应 党的 召唤 ,抱着 满腔 的热情 和勇 气 ,脱 下长 袍 ,

注意把优秀知识分子选拔到 各级领导岗位。 1939年 8月 ,

放 下架子 ,成 群结队 地奔 向抗 日前线 ,与 敌人展 开斗 争 ,

边 区政府 各处处 长、秘书 主任和 各专 员、县 长中 (冀 中区

此后与军 队干部一起 ,组成无 数工作团或 工作队 ,跟随八

在内 ) ,大学生约占 50% ,师范生约占 30% ,其他中学生约

路军深 入敌后 ,收复失地 ,开辟局 面。 这些工作团 或工作

占 20%

队 ,虽然 “人 数不 多” ,但 “质 量很 高” ,这是 因为 红军 干部

合 起来 ,提出“三三制”的重点是 “在把 非党的科 学技术专

和知识分 子的结合 ,强化了文 化素质 ,提高了执行 政策的

家、文化 人、教育 家、实 业家 以及其 他方 面的 优秀人 才团

自觉 性 ,从而大 大促进 了游 击战争 的开 展和 抗日根 据地

结起来” [8 ]。

。 他们把吸收 知识分子与实行“三三制”政权结

[ 7]

的建立。 1935年以来 ,冀东沦亡 ,华北 危急 ,数以万计的东

第 三 ,知 识分 子在 建设华 北抗 日根据 地中 发挥 了重

北流亡学 生和平津等大中 城市的知识 分子纷纷寻 找抗日

要作用。 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条战线上 ,活跃着众

出路 ,中共中央北方 局派以李 菁玉为首的 平汉线省委 ,开

多的 知识分 子 ,他们是 各条 建设战 线的 带头 人和中 坚力

展以 保定至 邢台 一线的 统一 战线和 抗日 救亡运 动 ,吸收

量。 例如 ,在晋冀鲁豫 ,有医学专 家钱信忠、农学专家张克

大批知识 青年 ,直 接分配到 晋中 ,晋 冀豫、冀南、冀 西参加

威、日语专家张 香山、新闻专家朱 穆之等。 冀南 教育界的

革命工作。 薄一波代表中共与阎锡山 建立统一战线 ,组织

三 大名流 晁哲 甫、孟 夫唐、王 振华 ,是原 来著 名的师 范校

牺盟 会和山 西新 军 ,争 取原 西北将 领聊 城地 区专员 范筑

长 ,在他们担任了边 区领导工 作之后 ,他们散居 在国内外

先参加抗 日 ,他聘请 德育中学 校长开办干 部训练班 ,张霖

各 处的学 生 ,甚至弟 子的 弟子 互通讯 息 ,相互串 联 ,纷纷

之动 员了千 余名 民先队 员和 流亡学 生参 加训练 班 ,并派

慕 名而来 ,参 加根据 地建 设 ,在边区 传为 佳话 ,产生 了较

张 友渔、黄 松 龄、齐燕 铭、许 德媛 名 教授 任 教 ,学 员毕 业

大影响。 在晋察冀边区 ,据 1939年上半年统计 ,边区已有

后 ,许多 人担 任了县 长、游击 队长和 部队 的指挥 员 ,对于

约 200名初级专门技术人才 [ 9] ,尤其是集中了一批学理工

开辟鲁西、鲁西南 、豫北、冀南 ,形成冀 鲁豫边区贡 献了力

的大学生 和留学生 ,创办了军 事工业和军 工研究室 ,能够

量。 原在天津北洋工学院任教的共产 党员杨秀峰 ,抗战后

修造常规武器。 1942年 6月 ,边区召开第一次自然科学大

参加国民 党行营工作 ,任冀西 民训处主任 ,行营被 日本赶

会 ,成立了晋察 冀边区自然 科学界协 会 ,有 100多名科技

走 后 ,他 率领 一批武 装深 入冀 西敌后 ,开 展游击 战争 ,与

工 作者 出 席了 会议 ,会 议 选举 班 威 廉、陈风 桐、张 珍、傅

八 路军骑 兵营配 合打开了 冀西局 面。 1938年 5月 ,他和

来、王士 光、张芳、刘再 生、胡仁 奎、姜希 贤、柯棣 华、林迈

一二九 师政委 邓小 平东进 冀南 ,进 行晋冀 鲁豫 边区 政府

可、汪一 真、李彪 辰、殷 希鹏、张 苏、祖 德铭 等组 成边 区科

筹建工作。 国民党晋东公署主任兼五 台县长宋劭文 (共产

协理事会 ,理事 会下设电学 会、工 学会、农 学会、医学会等

党员 )早就结识了 一批爱国人 士和知识分 子 ,当聂 荣臻率

各 科学 会 ,边 区科 协的 成 立 ,大大 促 进了 科学 事 业的 发

领一 一五师 在五 台地区 开展 游击战 争时 ,得 到了宋 劭文

展。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许 多试验站和农事试验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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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倡 导农业试验 ,选育良 种 ,推 广先进技术。 如 晋察冀

太谷 169号小麦等 ,使产量大幅度提高。

抗日 根据地 农林 牧植局 组织 农学家 进行 试验 ,搞植 物杂

历史证 明 ,华北 各抗日根 据地 ,坚 持执行党 的大量吸

交 ,培育 出多种优 良品种 ,使谷 物的产 量增加 20% ,玉蜀

收知识分 子的正确政策 ,对于 组织伟大的 抗战力量 ,调动

黍增产 10- 20% ,茄 子增产达 40% 。 太行区 选择推广 30

浩浩荡荡 的革命队伍 ,坚持持 久战 ,建 设和巩固 抗日根据

余 个优良 品种 ,主要 有美 国的 金皇后 玉米 ,开封 24号和

地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皆起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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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Anti- Japanese War in North China
NI Mi-cong
( Xing tai Teachers College, Xi ngt ai , Hebei , 054000, China )

Abstract: The Anti-Japanese base in No rth Chi na w as an im po rtant area. in the enem y 's rear.
Since the Com munist Pa rty of China made t he correct policy , the i ntellect uals t ook an activ e part in
set ting up No rth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 establishi ng t he demo ncratic regim e , a nd const ructi ng the
revo lutio nary base, thus giv ing full sco pe to the Anti -Japa nese W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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