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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 在中 华民族反侵 略斗争史 上写下了辉 煌篇章, 为世界 反

法西 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一大贡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 利 60 周 年之际, 为了弘扬 中
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 应当以抗日民族斗争为出 发点, 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历史功绩; 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百
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应当把百团大战主要指挥者 彭德怀作为民族英雄来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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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华 民族反侵略斗 争史上的壮

的民族斗争, 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
0/ 在民族

举。在中国抗日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

斗争中, 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 这

队和广大民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特别

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
0/ 一切阶级斗争的
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 ( 为 着抗日) 为出发

是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 震惊中外, 影响巨大,
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大贡献, 具有极其重
要的历史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公开

点0 [ 1] ( P 538~

出版的一些著作和发表的文章, 对百团大战的历
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或基本肯定, 但也存在着

来的。坚持人民战争和坚决抗战到底是夺取抗战
胜利的根本途径。人民军队只有在民族斗争中才

某些责难与不同看法。因此,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能得到发展, 决不是靠进行阶级斗争去发展力量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时候,
为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仍然有必要对

和保存力量。离开了民族斗争, 人民军队就难以
发展壮大, 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

百团大战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作进一步研究探讨,

百团大战是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作出的正

以求有一个公正一致的评价。

一、应当以抗日民族斗争为出发点充
分肯定百团大战的历史功绩
中国的抗 日战争是一场伟 大的民族 解放斗

539)

。中国 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 军队就

是在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斗争中发展壮大起

确决策。在 1940 年春夏, 国际上德、
意法西斯在
欧洲得势; 日本法西斯乘势企图迅速结束对华战
争, 以便移兵南进, 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0。为此,
一面加紧对国民党诱降, 一面调兵进攻国民党大

争。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

后方, 还扬言要攻打西安, 切断西北国际交通线。
与此同 时对 华北敌 后抗日 根据 地采 取/ 囚 笼政

抗击和消灭民族的敌 人成为抗日战 争的中心任

策0, 不断增兵进行/ 扫荡0。面对这种十分严重的

务。挽救民族危亡、抗日救国是民族根本利益所
在。抗日民族斗争在当时是中国革命的大局和大

形势, 中共中央在 1940 年 7 月接连发出了对时局

方向, 而阶级矛盾 则处于次 要地位。在 1938 年

宣言和5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6,
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 空前投降危险和空前

11 月毛泽东就指出: / 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

抗战困难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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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严重的国内外形势,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和对抗日战局的分析, 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

石代表的阶级利益与我们党不同。蒋介石虽有其
抗日的一面, 但也有反共的一面。1939 年 1 月国

德怀决心/ 组织一个大的战役, 给日本侵略者以狠

民党的五届 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限共、防共政

狠的打击, 扭转这个空前困难的局面0。他对左权
副参谋长说: / 为了打击敌人的企图, 配合晋南及

策, 采取了避战观战, 消极抗日政策, 并在 1939 年
底至 1940 年初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目的就是

华中各友军作战, 保卫大西北, 打破日寇妄图消灭

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因此, 为了使抗战胜利真正

我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阴谋, 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战

成为人民的胜利, 我们必须认识阶级斗争存在的

胜利信心, 实现中央提出的克服投降, 争取时局好
转的任务, 我们必须在华北敌后组织一次大规模

复杂性, 警惕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反共阴谋, 千方百
计爱护和保存已经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但是,

的破袭战役。这几个月一直在酝酿的正太路破袭

百团大战的胜利, 打击和制止了国民党的妥协倾

[ 2]

战, 我看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
0 随后又与左权
缜密地研究制定了作战计划。由此可见, 彭德怀

向和投降暗流, 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民心, 增强了全
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使人民看到了共产党是人民

的这个决策并非主观主义的军事冒险, 而是依据

的救星, 八路军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人心归向共产

对全国战局的分析与对敌情的判断, 又出于狠狠

党。再者, 百团大战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

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义愤而做出的。
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 不仅沉重

诬蔑八路军在敌后/ 游而不击0的谎言。同时, 百
团大战对国民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蒋介石致朱

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气焰, 而且向全世

彭电称: / 贵 部窥破好机, 断然出击, 予敌甚大打

界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百团大
战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搞 100 个团的作战规模,

击, 特电嘉勉。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 以策
应贵军作战外, 仍希速饬所部, 积极行动, 勿予敌

而是由于各参战军区部队在战役发动之后, 积极

喘息机会, 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0不过蒋介石发

出击, 作战室在统计战况时才知道参加破袭战的

嘉勉电 是迫于当时舆 论。实际上在 内心并不高

兵力达到 105 个团。8 月 22 日, 八路军总部在给
中央军委的报告中使用了/ 百团大战0这一名称。

兴。10 月 20 日, 国 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重庆军委
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正 式抄发了蒋介 石的一份密

百团大战历时 5 个月, 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共计

令: / 查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 字样。 ,,

一千八百多次, 毙伤俘日、伪军四万六千余人, 破

此项各词及有关之新闻, 以后绝对禁止登载, 即饬

袭铁路 474 公里, 公路一千五百多公里, 拔除日、
伪军据点2 993个, 缴获各种枪支五千多支。从这

遵。
0
第一战 区司令长官 卫立煌致 朱德总
司令电: / 贵部发动百团大战, 不惟予敌寇以致命

些数字就可以看出百团大战的赫赫战绩了。百团

打击, 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
0[ 4] 尽管蒋介石

大战的伟大胜利, 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
精神, 使华北沦陷区的人民看到高高飘扬在八路

内心感到非常难受, 但对百团大战产生的巨大影
响是无法诋毁的。因此, 这不能不说是对其反共

军攻占的关隘城堡上的红旗, 他们高呼着/ 中华民

阴谋政策的一个回击。同时应该说, 百团大战对

族没有亡0, / 中华民族不会亡0 的口号, 自发地加

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起了积极作用, 而不

入了大破袭的战斗行列。同时, 百团大战的胜利
消息, 通过史沫特莱等友好人士接连不断地传向

是消极作用。对于贯彻 1940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
央关于/ 争取二百万友军的继续抗战, 是今天巩固

国外, 在国际上造成了巨大影响, 极大地鼓舞了世

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0这一指

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斗志。使他们认识到, 力
量弱小的国家与民族, 只要坚持团结抗争, 反对侵

示发挥了很大作用。
/ 文化大革命0中, 彭德怀身处囹圄, 在/ 左0的

略, 是能够战胜凶狂一时的帝国主义的。同时, 争

过火斗争的高压政策下, 被迫作检查, 他既着眼于

取了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
支持

抗日民族斗争, 又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 对百团大

和援助。
如果从阶级斗争角度去看待百团大战, 也应

战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估。他说: / 对于这次战
役的估价, 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

当说是我党的一个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 蒋介

担负的任务。
0有人说/ 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

[ 3] (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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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 了力量, 引起蒋介石的 进攻。
0/ 甚至还有人
说, 日本投降后, 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

捷, 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 甚至成倍增加战果,
以歼敌 3000 人加以宣传( 实际消灭敌人一千余

有的进攻, 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 使蒋介

人, 我军自损五百余人) , 所收到的效果极好, 极大

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 还是有意违反历
史事实啊? 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

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 同时极大提高了共产
党与八路军的威信。并把/ 首战平型关, 威名天下

-马日事变. , 这又是谁预先暴露了力量呢? 谁在

扬0写进了5八路军军歌6之中。百团大战是八路

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 ,,那么蒋介石集

军在华北战场上进行的规模最大、消灭敌人最多

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 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

的一次进攻性战役, 对这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中共
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八路军总部把

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 他是一个反共、
反人民的代表集团。
0彭德怀还指出: / 我认为百团
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 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
战役之后, 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 表示我们是为
了抗日才反磨擦的。
0/ 百团大战的胜利, 对于揭露
日、
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力的, 对于积蓄力量是非
[ 5] ( P238, 240)

常必要的0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

彭德怀以抗日民族斗争为出发点, 运用民族斗争
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 观点对百团大 战所作的分
析, 是多么精辟啊!
总之, 正确评价百团大战, 就应当从抗日民族

第一阶段作战的总结上报中央军委后, 毛泽东主
席很快给彭德怀来电 说: / 百团大战 真是令人兴
奋, 像 这 样 的 战 斗 是 否 还 可 组 织 一 两
次?0[ 5] ( P238, 240) 9 月 10 日, 中央在5关于时局趋向
的指示6中赞扬说: / 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
敌后( 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 , ,给了日寇以
深重的打击, 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0同一
天, 中央书记处在5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6中,
进一步指出: / 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
强团 结时期, 应集中其主要 注意力于打击敌人。

斗争和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坚持民族斗争和阶级

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 先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

斗争一致性的观点, 给予充分肯定。过去有人批
判彭德怀, 否定百团大战, 主要原因是单纯从阶级

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

斗争观点看问题, 而忽视了当时正处于抗日民族

团战役行动, 到那些尚未打击的敌人方面去, 藉以
缩小敌占区, 扩大根据地, 打破封锁线, 提高战斗

斗争之中; 而且不了解彭德怀首先是在打败国民

力, 并在山东与华北方面继续扩大我之数量, 而给

党顽固派朱怀冰之后, 才依据党中央指示与战局

予二百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

发展, 决定发动大规模进攻性破击战役的。如果
今天有人仍坚持单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评价百团大

万人民以良好的影响, 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
计划以延缓作用。
0[ 6] ( P13)

战, 那就是/ 左0的思想在作怪了。

二、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百团大战的
伟大胜利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大力宣传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在百团大战发动
几天后, 8 月 22 日, 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左权名义
发出了5宣传工作指示6: / 正太战役是抗战以来华

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 交战双方都非常重视

北军队积极向敌进攻之空前大战, 总合兵力共约

宣传战绩与胜利。目的是鼓舞士气, 长自己的志

百 个 团, 故 名 - 百 团 大 战. , 以 便 向 外 扩 大 宣
传0 [ 6] ( P28) 。8 月 23 日, 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

气, 灭敌人的威风, 以利再战, 夺取更大胜利。这
既是战时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 也是赢得战争胜
利的需要。同时历次战役战斗双方都会有伤亡,

怀、
左权和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副主任陆定一

都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聪明的军事家和将领既

的名义, 给聂荣臻、
贺龙、关向应、刘伯承、
邓小平
等发出了嘉奖电, 电文说: / 百团大战由于我参战

不会因宣传胜利而不去总结经验教训, 也不会以

全体指战员忠贞于中华民族与人民, 英勇果敢进

内部总结经验教训去否定自己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前期, 我党对宣传鼓动工作十分

击, 在各交通线上, 特别在正太线上已取得序战之

重视。八路军出师抗日前线之后, 首战平型关, 取

伟大胜利, 无限欣慰, 特传令嘉奖, 仰即传令周知。
查此次百团大战, 是抗战以来在华北战场上空前

得了出 师以来第一仗 的胜利。我们 党对首战告

未有的、
自主积极的向敌寇进攻的大会战, 对于全

王聚英, 孙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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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抗战形势与华北整个战局均有伟大意义。百团
大战亦将成为中外战史上最光辉的名词。望我全

利再战。但决不能借总结经验教训而否定历史事
实, 更不能根据某些错误和缺点的存在而否定百

体将士发挥最大之决心、毅力、
忍耐力、顽强性、
机

团大战的功绩。据聂荣臻回忆: 毛泽东同志曾针

动性, 以再接再厉之精神, 在现有序战胜利之基础
上, 猛 烈 扩 大 战 果, 完 成 战 役 任 务, 是 所 企

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批评说: / 这样宣传, 暴露了我
们的力量, 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

盼。
0[ 6] ( P29) 这个嘉奖令不仅对部队指战员和参战

估计, 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 使得蒋介

民众起到了极大鼓舞作用, 而且说明了八路军总

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你宣传一百个团参战, 蒋

部首长对刚发动不久, 已定名为百团大战的这一
战役所具有的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了英明的预见

介石很惊慌。
0

和充分的肯定。

[ 8] ( P507)

毛泽东这样批评比较客观,

也能够以理服人。然而, 后来在延安整风的过程
中, 一度发生了/ 左0的过火斗争。1945 年 2 月在

1940 年 9 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
发出了5关于庆祝百团 大战胜利的指示6, 决定:

延安举行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 总结华北

/ ( 一) 在华北 各地进 行普 遍的统 一的 庆祝 运动

彭德怀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等。此后对百团大
战虽没有否定, 但对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与历史

,,( 二) 百团大战宣传要点, 即依照彭德怀同志

工作。会议发展为对彭德怀的不公正批判, 指责

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进行( 九月三日在华北版发
表) , 同时广播电台注意接收, 惟多地应尽量联系

功绩却很少宣传了。这既不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

到八路军在当地的战绩及各种设施, 以提高我党

这里我们不妨引用百团大战的部署指挥者和
参加者的评论。八 路军总司令朱 德说: / 百团大

[ 6] ( P35)

我军的威信0
。
百团大战捷报频传, 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陕甘

的方法, 更不是公正评价历史的态度。

战, 它具有全国性的伟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它牵制

宁边区沸腾了。9 月 20 日, 延安各界两万多人,

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安的企图 ,,

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纪念/ 九一八0事变 9 周

至少迟缓了敌人的进攻, 同时加强了全国同胞的
胜利信心, 促进了全国的团结, 使敌人难以实现其

年大会, 毛泽东、
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大会。大
会通电慰问八路军前方将士。中央军委副主席、

威逼利诱 之阴谋。
0 [ 9] 作 为百团大战指 挥者之一

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讲话

的第 120 师师长贺龙说: / 百团大战的突然发动和

中宣布: /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已经得到很多的胜利

节节胜利, 轰动了整个华北战场, 以至于全国全世
界。这一空前的壮举更加显示了我军的威力, 并

了, 从今天起,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了。我们要
巩固已得的胜利, 扩大已得的胜利! 0 [ 6] ( P14)

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上, 将永远放着灿烂

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逆流

的光辉。
0 [ 10] 当时任八路军司令部作战科长的王

是一个有力武器。12 月 22 日, 当百团大战快要
结束时, 毛泽东、
朱德、
王稼祥在延安致电彭德怀:

政柱说: / 发动百团大 战的决策毫无 疑问是正确

/ 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 蒋介石正发动反共

的。它的战果是辉煌的, 意义是深远的。当年, 国
内外舆论公认它在我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

高潮, 我 们 尚 须 利 用 百 团 大 战 的 声 势 去 反 对

页, -将永远留在人间, 传入史册. 0。今天, 在纪念

他0

[ 7]

。
从上述可见, 1940 年百团大战发动后至 1944

年之前, 中共中央、
中央北方局, 八路军总部以及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
刻, / 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这一在共产党领导
下, 朱、
彭、
刘、
邓、
聂、贺、关等我军杰出军事家以

各部队重要将领, 文化界等对百团大战都是给予
充分 肯定的, 对百团大战的 胜利是歌颂宣传的。

集体的智慧组织指挥的这一伟大战役, 宣传华北

这对提高我党我军的威信起到了很好作用。

的牺牲换来的这一伟大胜利0

我们在充分肯定百团大战功绩的前提下, 应
该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一般说, 历次战争都有胜
负, 每次战役战斗都会有伤亡, 都会有经验教训可
以总结, 目的是吸取经验, 指导今后, 克服缺点, 以

百万军民艰苦奋战的业绩, 宣传以数千英勇将士
[ 2]

。

三、应当把百团大战的指挥者彭德怀
作为民族英雄来歌颂
关于百团大战的历史功过, 从 1944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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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 对它的评价, 也随
着百团大战的指挥者彭德怀的命运沉浮而改变。

/ 独立王国0, / 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动百团大战0, 这
个诬陷达几十年之久。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据

在 1944 年以前是完全肯定, 全国众口一词, 歌颂

当年在延安中央军委 总参谋部工作 的杨迪同志

百团大战; 1945 年至 1959 年是基本肯定; 1959 年
至 1978 年为完全否定; 1979 年至今大部持充分

说: / 1940 年 7 月 22 日, 八路军总部以朱德、
彭德
怀、
左权三人共同签署的5战役预备命令6, 发给了

肯定和 基本肯定态度。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现象

聂荣臻、贺龙、关向应、
刘伯承、邓小平, 同时并报

呢? 主要原因是把百团大战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同

中央军委、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军委对此电报没

彭德怀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也
是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的/ 左0倾错误思想所致。

有批复呢? 这在相当长时期成为不解之谜。使彭
德怀同志被指责诬陷搞-独立王国. , 背着毛泽东

延安整风运动中, 由于/ 左0 的过火斗争而错

主席擅自发动百团大战达几十年之久。这个谜一

误地批判了彭德怀与百团大战。1959 年庐山会
议之后, 彭德怀重新受到错误批判, 百团大战又被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揭开。原来, 王稼祥同志
在党的-七大. 期间, 曾说明当时毛泽东主席在医

作为/ 历史旧账0翻了出来, 种种奇谈怪论也随之

院养病, 电报是他收的( 注: 王稼祥同志当时是中

出现: 百团大战是彭德怀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 中

央军委副主席、
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同志主持军

央不知道, 毛主席不赞成; 百团大战造成了敌后困
难, 帮了蒋介石的忙; 百团大战在军事上、
组织上、

委日常工作, 朱德同志刚从前方回延安, 他们两人
正处在交接工作过程中) , 他疏忽了, 没有转送毛

政治上都是错误的; 等等。到/ 文化大革命0中, 发

主席, 也没有批复。-文化大革命. 后, 才在档案馆

动百团大战竟然被定 成了彭德怀的 历史罪行之
一, 受到了口诛笔伐。对彭德怀批判了 20 年, 百

里查到了5战役预备命令6延安收文原件, 原件证
明收到电报后的当天, 就抄呈毛泽东、王稼祥、
朱

团大战也作为反革命罪行被全盘否定。

德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有关领导人和军委一

1978 年 12 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 审

局。
0[ 12] ( P62~

63)

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 重新肯定了他
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立下的功绩, 决定为彭德

8 月, 八路军总 部收到了中共中央秘书处编
发的5军政通讯6, 得知日本米内光政内阁 7 月 16

怀平反, 恢复名誉。彭德怀平反后, 在党史、军史

日总辞职, 新内阁将以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松冈

研究中, 对于如何评价百团大战的问题也重新展

为外相、
东条英机为陆相, 这预示着日本将更加疯

开讨论。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 对
百团大战的评价也更加客观公正和深入。大体上

狂地扩张侵略战争。这样, 彭德怀、
左权等更坚定
了对正太路实行大破袭的决心。于是, 下达了5战

有三种看法: 一种是充分肯定和热情歌颂百团大

役行动命令6, 发起了百团大战。

战; 另一种是在肯定百团大战胜利的同时, 指出存
在的问题, 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则

当年亲身经历过百团大战的历史见证人王政
柱指出: 在威武雄壮、
气贯长虹的抗日战争胜利史

是在肯定百团大战积极意义的同时, 认为无论从

上,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包括山西新军) 在

政治策略还是战略指导的角度来看, 百团大战是

华北敌后所进行的百团大战, 无论从参战兵力之

有很多错误的, 甚至违背了基本上是游击战的军
事战略方针等[ 11] ( P186) 。上述无论哪种观点, 都对

众多, 作战地域之广阔, 组织指挥之灵活, 军民配
合之密切, 对侵华日军打击之沉重, 都是光辉的一

百团大战持肯定态度。

页。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 也堪称壮丽的篇

百团大战在彭德怀的戎马生涯中是极为重要
的一页。百团大战的胜利与彭德怀的正确决策和

章之一。可是, 这一对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起过
重要作用, 连我们的敌人也为之震惊的伟大壮举,

直接指挥是分不开的, 他以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长期以来却受到来自我们内部的某些责难, -文化

和军事家的战略头脑, 抓住战机, 毅然发动了百团

大革命. 中, 更成为它的主要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同

大战。这是他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举措, 决
不是背着中央搞军事冒险主义。在 1959 年批判

志的一大罪行。
0 真是令人感到痛心!
历史是公正的。在中国抗 日战争胜 利已经

彭德怀时和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人指责彭德怀搞

60 年的今天, 应当说, 历史事实与是非已经搞清

[ 2]

王聚英, 孙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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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创造了 民族辉煌

楚了。/ 抗战八年, 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 在
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磨

颂。然而, 长期以来由于党内/ 左0倾思想作怪, 对
百团大战及其指挥者彭德怀进行了不公正的错误

擦的复杂的历史环境中,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毛泽

批判, 严重地歪曲了我党我军的光辉历史。党的

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 展其雄才大略, 奋其艰苦卓
绝、
坚忍不拔的精神, 舍身忘我, 为中华民族立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给予平反昭雪, 之
后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也得到了肯定。但是, 至

不朽的功勋0 [ 3] ( P289) 。

今仍有某些不同看法。为此, 笔者认为在纪念抗

综上所述,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时刻,

西斯战争史上, 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 在杰出军
事家彭德怀等人的组织指挥下, 取得了伟大胜利,

应当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历史功绩, 理直气壮地
宣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同时, 应当把百团大战

创造了民族辉煌, 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上写

的主要组织指挥者彭德怀作为民族英雄来歌颂。

下了辉 煌的篇章。我 们应当充分肯 定和热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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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glory in the one- hundred regime campaign
WANG Ju- ying 1 , SU N Sh-i jiang 2
( 1. T he C hin ese Revolut ionary M ilit ary M useum, Beijing 100038, C hina;
2. D epart 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 ebei M edical U niversity, Shijiaz 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T he vict ory won by t he Eig ht h Rout e Army. s one- hundred reg ime campaign over t he
Japanese aggressors during t he ant-i Japanese war is remarked in a glorious page in t he history book of t he
Chinese anti aggression st ruggle. It is also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t o the vict ory of t he
w orldw ide ant-i fascist alliance. So at t he moment of commemorat ing the 60t 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ant-i
Japanese victory, and t hat of the w orldwide ant-i fascist victory, the w riter of t his paper argues that for t he
proclamation of t he Chinese nat ional pat riot ism , it is necessary t o publicize t he v ict ory by the one- hundred
regime cam paign, t o reit erat e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 of t he one- hundred reg ime campaign, and t o sing
highly the commander Peng Dehuai, in part icular, as a nat ional hero.
Key words: t he one- hundred regime campaign; hist orical achievement; Peng Dehuai; national he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