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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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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抗战爆发后, 中共根据新时期的战争特点, 及 时地作出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变的战略决策。在

这一 方针的指导下。华北地区兴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游 击战争。重创了 敌军, 建立了许多 抗日根据 地, 为 抗
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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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进

省份发起游击战争, 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 河北、

入抗日战争之际, 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

山西、
热、
察、
绥、东三省、山东、
河南、江苏、浙江、

展和敌情我情的新特点, 适时地作出了由运动战
向游击战转变的战略决策, 制定了抗日游击战争

福建、
陕西、
甘肃) , 在大江南北原有苏区变为游击
区的地方, 使之从恢复形势迅速地提高到发展形

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华北军民响应党的号召, 立

势

即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游击战。敌后抗日游击

产党由 国内运 动战向 抗日 游击战 转变的 起点。

战, 蕴藏着极大的能量, 其斗争形式之机动灵活,
参加者之广泛, 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 对中国抗

1936 年 12 月, 毛泽 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了关于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的讲演。讲演根据中

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国政治, 经济诸条件, 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

[ 1] ( P287)

。应该说, 这一决议 的作出是 中国共

一、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点, 说明了革命战争从小到大, 以弱胜强的规律。
严厉批判了机会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和形

早在 1935 年 12 月, 鉴于国内矛盾由阶级矛

而上学。讲演指出, 战争的直接目的在于保存自

盾为主向民族矛盾为主的转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

己, 消灭敌人, 其方法 那就是熟悉敌我双方各方

通过了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 提出 把
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的方针, 强调了开

面的情况, 找出其行动的规律, 并且应用这些规律
于自己的行动 [ 2] ( P178) 。毛泽东的这篇讲演虽然

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 决议 指出: 1936 年主力

不是专门讲游击战争问题的, 但是它却为抗日战

红军 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 应尽量组织、扩
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
抗日义勇军、

争时期的战略问题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37 年 8 月 1 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南京与

抗日游击队等, 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

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和朱德等, 指出: 目前红军

击战争 ; 准备对日本作战力量 , 应猛烈地 扩大

作战方针是, 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

红军 ; 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
卖国贼的任务, 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 ; 在一切

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 而不是阵地战, 也不是集中
作战, 因此不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这样,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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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P84)

能发挥红军特长, 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8 月下旬,
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作

华北抗战
。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 党中央为什么作出由运

出正式决定: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 应以创建

动战转变为游击战的战略决策呢?

根据地, 钳制和消耗敌人, 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
扩大自己等为基本任务; 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

第一, 是由于形势和敌我双方的特点决定的。
抗日战争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的主要矛盾

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

发生了重大变化, 革命的主要对象也发生了变化。

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艰苦的持久战; 要

我军所 面对的是一 个全新 的敌人

求八路军必须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 运动战) 向抗
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转变, 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

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迅速地由封建国家走
向资本主义。为了打开国外市场, 力谋扩张侵略,

敌后战场、
配合正面战场、
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

它很早就确立了 开拓万里波涛, 布国威于四方

使命。这次会议及其决定, 是我党我军伟大的战
略转变的重要标志。此后,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的基本国策。 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 它的
军力、经 济 力 和 政 治 组 织 力 在 东 方 是 一 等

来等对于战略转变的问题又作了多次论述, 使这

的

一方针更加明确和完善。9 月 21 日, 毛泽东在给

强的集团攻击力量。为了侵略中国, 疯狂地扩军

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
起任何决定作用, 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 在这

备战, 制造舆论。从军事上、物质上、
思想上进行
了长期准备。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

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 这就是真正独

家, 是一个弱国。 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

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不是运动战) 。要实行这样
的方针, 就要战略上以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 就

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红军经过
长征后, 虽然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和精华, 但人数大

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 就要分散兵力, 而

大减少。抗日战争起来后, 大批农民和其他分子

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

参加了八路军, 但来不及训练, 装备也很差。在这

战争根本不同, 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 还在目前照
样再做。[ 3] ( P84) 25 日, 他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

种情况下不能同敌人硬拼, 打大仗。也不可能一
次就消灭敌人的重兵集团。

又说: 整个华北工作, 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采取游击战的作战形式, 可以充分发挥我军

一切工作, 例如兵运、
统一战线等等, 应环绕于游

之长攻击敌人之短。我军虽作战技术较差, 但地

[ 3] ( P85)

[ 7] ( P447)

日 本法西

。它的军队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有较

[ 7] ( P449)

击战争。
1937 年 10 月 16 日, 刘少奇发表
了 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的论文, 指

理民情熟悉, 又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争
的经验; 我军虽装备较差, 但便于机动; 我军虽物

出: 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 是广大地组织与

质困难, 但能吃苦, 不怕走路。日军虽作战技术较

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
抗日最有效的方式。一切愿意在华北继续进行抗

高, 但异国作战不谙地理民情, 犹如盲人骑瞎马;
日军虽装备精良, 但行动笨重, 不易发挥效能。在

日斗争的人们, 都不应该放弃或逃避游击战争。

这种情况下, 我军可以依靠群众, 大幅分兵, 伏击、

如果真能在华北动员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

奇袭敌人, 速战速决, 迅速转移, 多打小胜仗, 走积

起来, 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 那么, 这一件事件在
政治 上 军事 上就 有 着伟 大 的意 义 与光 明 的前

小胜为大胜的道路。
第二, 游击战, 一般地说, 是个战术问题, 即配

途。[ 4] ( P81) 抗战 开始, 周恩来就提出 我军要独立

合正规战, 没有独立性, 也不能打主攻。但中国敌

自主地担当一方面的作战任务。洛川会议上, 他
在谈及红军作战方针时说: 我们的地区, 是布置

后抗日游击战争则不同, 它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它除了配合正面战场以外, 主要任务是在无后方

敌人后方游击战争 , 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绝

的情况下, 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战, 它有独立的战

对遵守, 使国民党的战略不至束缚我们的战略方

场, 有一套自己的战略战术。它不是小规模的, 而

[ 5] ( P378)

针。
1937 年 11 月 16 日, 他在 目前抗战
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 的讲演中指出: 在

是广泛的、
群众性的、
大规模的, 它不是短期的, 而
是长期的, 异乎寻常的残酷战争, 它将在人类战

极端困难的时候, 将成为以游击战为主体, 来坚持

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 7] ( P499)

。敌后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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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 一方面要在持久战中壮大 自己, 发展自
己, 消灭部分敌人; 另一方面担负着发动群众, 发

军, 下辖 115、
120、
129 师。改编后为了挽救华北
危局, 八路军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挺进华北抗

展人民武装, 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责任。敌后抗日

日前线。山西在华北数省中地势较高, 山脉最多,

游击战可以起到消耗敌人的作用, 通过消耗, 达到
持久, 经过持久转变敌我力量对比, 最后把游击战

控制了山西高原中的主要山脉, 如五台、
管涔、
太
行、
太岳、
吕梁等山, 我军就可以凭借大自然的屏

提高到正规战, 把游击军提高到正规军, 使自己成

障与敌人周旋, 或隐伏、
或游击、
神出鬼没, 变化无

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

穷, 打击敌人, 实现毛泽东提出的 坚持依傍山地

第三, 七七 事变后, 华北大片国土沦丧, 日
军在发动全面进攻中, 将主力用于正面战场, 长驱

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当初, 针对日军的战略意图
和战场附近的军事地理状况, 党中央决定八路军

南下和西进, 兵力不足, 后方空虚; 另一方面, 在日

全部进入恒山山脉以为战略依托, 向燕山山脉发

军进攻下, 国民党军队南撤, 国民党旧政权迅速瓦
解, 新政权尚未建立起来。国民党自顾不暇, 对中

展。正当八路军三个 师入晋后向恒 山地区开拔
时, 国民党的南口
张家口战线被突破, 日军已

共控制不大。国民党军队南撤时散落的人枪需要

闯入山西北部, 正向国民党华北防线恒山支点合

共产党去收拢, 编练成一股抗日力量, 这正是中共

围。根据形势的变化, 毛泽东于 9 月 17 日向八路

和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的大好时机。中国共产党清
醒地看到: 在华北仅靠国民党正规军已无法阻止

军发出变更原定战略部署的指示: 八路军不要与
国民党军一样进行正面防御作战, 也不要随国民

日军的进攻, 在强敌进攻下, 坚持华北抗战将全部

党军向南败退, 而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 在敌

或主要落在八路军身上, 八路军在华北的主要作
战形式是游击战。

人进攻时以侧翼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 而当
国民党军向南败退时, 留在敌后, 独立坚持持久抗

第四,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和领导下, 中国

战。在兵力分配上, 应将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

军民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对日作战, 全国人民表现

分散配 置: 120 师转至 晋西 北管涔 山地区 活动,

了空前的爱国热情。当大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官
员弃地逃生后, 人民群众自动拿起武器, 进行保家

129 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地区活动, 115 师进
入恒山山脉南段地区活动, 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

卫国 的武装斗争, 抗日烽火 燃遍整个华北大地。

于太行、
太岳两山脉地区。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

这些抗日武装亟待中共的领导和支持, 八路军与

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 向着进占中心城市

这些武装相结合, 将自发的分散的群众斗争, 提高
到自觉的民族战争水平, 必将在敌人的后方, 特别

和要道之敌取 四面包围态势。9 月, 八 路军 115
师到达平型关前线, 此时日军第 5 师团进至平型

是广大农村, 造成游击战争纵横驰骋的战场。

关茹越口长城一线。9 月 24 日, 115 师主力冒雨

二、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

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右 侧高地, 25 日, 敌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一部进入我伏击圈, 我军突然发起

中共中央由运动战转向游击战的战略决策既

攻击, 经整日激战, 歼灭敌人一千余人, 击毁汽车

已形成, 我军即按照党的战略方针, 立刻行动, 领

一百余辆, 缴获众多枪支、辎重, 取得了全国抗战

导华北地区广大人民掀起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
浪潮。抗战初期华北游击战争以 1937 年 11 月太

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这一胜利, 鼓舞了全
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原失守为界, 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 阶段: 前一阶

的政治影响, 打破了日军 不可战 胜 的神话。9

段, 八路军主要是配合友军, 在山西作战, 开创根
据地, 站稳脚跟, 开辟局面。后一阶段, 国民党军

月 5 日, 晋西北许多县被 日军占领。120 师开赴
晋西北地区后, 首先占领了雁门关以北区域, 然后

退出华北, 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主体地

发动群众在岢岚、
五寨、
岚县、偏关等 14 县开辟局

位, 以反 围攻 的形式粉碎 日军的进攻, 巩固阵

面, 宣传党的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改造和建立政

地, 开辟新局面。
1937 年 8 月, 中国工 农红军第 1、第 2、第 4

权, 组织自卫队,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 各县自卫
军和抗日游击队达 1. 1 万人。至年底, 晋西北抗

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日根据地基本形成。1937 年 10 月上旬, 115 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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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北向察哈尔南部和河北省西部地区出击, 先
后收复十余座县城, 切断张家口至五台、
代县间敌

343 旅转入吕梁山区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129 师主
力由正太铁路南下, 依托太行、
太岳山脉, 创建晋

人的交通线。19 日, 129 师 769 团夜袭代县阳明

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命令下达后, 八路军各部立

堡飞机场, 击毁、
击伤敌机 24 架, 歼敌一百余人。
该师自 10 月 22 日至 28 日, 在娘子关附近地区,

即行动。129 师在同蒲路平遥至榆 次以东、正太
路以南、
平汉路石家庄至安阳以西和道( 道口、今

采取打伏和奇袭等手段, 先后进行了长生口和七

滑县) 清( 清化, 今博爱) 路以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

亘村等战斗, 仅七亘村伏击战即歼敌四百余人, 11

战争, 打击敌人。并派出工作团, 广泛发动群众,

月 2 日, 又于黄崖底歼敌三百余人。4 日, 115 师
343 旅于广阳镇地区歼敌 1000 人。八路军在日

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扩大人民武装, 建立抗日政
权, 开辟了晋冀豫 边区抗日 根据地。1937 年 11

军侧后连续作战, 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迟滞了敌人

月, 日军集中两万余人, 在飞机、
坦克支援下, 从平

的西进和南攻。10 月下旬, 115 师主力奉命向晋
东南太岳山脉地区和晋西南吕梁山脉地区转移,

汉、
平绥、同蒲、
正太等铁路线出动, 分八路向晋察
冀边区进行首次围攻, 企图摧毁创建不久的第一

留下的部队在聂荣臻率领下, 继续在以五台山为

个抗日根据地。当日军开始围攻后, 晋察冀军区

中心的晋察 冀边开展游击战争, 分 别向察南、冀

以少数部队采取游击战与敌周旋, 并破坏敌之交

西、
五台和定襄、
平山、
孟县等 4 个地区展开, 成立
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以及农、青、妇等抗

通; 主力转至敌之侧后, 采取伏击、奔袭等手段, 先
后于大龙华、乱岭关、
北口村、清城镇及温塘等地

日群众组织, 建立政权, 扩充部队, 组织地方游击

予敌以重创, 至 12 月 21 日, 歼敌两千余人, 日军

队、
自卫队、
义勇军。至年底,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
据地基本形成。

之 八路围攻 被粉碎。反围攻作战的胜利, 巩固
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使边区发展到三十多个县。

日军占领太原以后, 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

1938 年 2 月, 115 师 343 旅进入晋西南灵石、
孝义

的正规战已经结束, 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

地区, 侧击由孝义西犯之敌, 歼敌一部, 收复大麦

进入主要地位。其时, 由于抗日武装力量蓬勃发
展和抗日根据地的纷纷建立, 引起了日本最高当

郊。随后, 派出工作团发动群众, 创建根据地, 进
而向 石楼、永 和地区 发展, 控制 吕梁 山南 段。3

局的关注和重视, 毛泽东预测; 日军不久将以主要

月, 该师主力转至隰县、大宁地区, 钳制和消灭西

力量向我区内线各个要点进攻, 扫荡 与反 扫

犯黄河河防之敌, 歼敌一千余人, 粉碎了敌进犯河

荡 将成为下一阶段作战的主要形式, 因此, 打破
敌人的 围攻 、 扫荡 就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和抗

防的行动, 开创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 年 2
月下旬, 日军集中一万余人, 由平绥、
同蒲路北段

日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为了适应新的

和太( 原) 汾( 阳) 公路沿线各据点出动, 分五路向

形势, 在日军占领太原的第 2 天, 即 11 月 9 日, 中
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 要求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首次围攻。120 师采取集中主
力击敌一路, 其他部队袭扰、
疲惫敌人的战术, 连

北、
晋西南和晋东南地区的部署, 应控制一部兵力

连克敌, 收复失地, 至 4 月 1 日, 共歼日伪军一千

担负袭击敌人的任务, 大部兵力分散到各地发动

五百余人, 收复七座县城, 这一胜利, 对巩固和发

群众, 建立群众武装, 以准备充足力量对付敌之围
攻。13 日, 毛泽东致电朱德等指出: 八路军的任

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保卫陕甘宁边区, 具有重要
意义。4 月初, 日军集中 3 万兵力, 自同蒲、
正太、

务, 在于 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 坚持华北

平汉铁路和邯( 郸) 长( 治) 临( 汾) 屯 ( 留) 公路出

游击战争, 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 使
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 收编溃军, 扩大自

动, 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地区, 企图摧毁晋冀豫抗日
根据地。129 师以一部和游击队在内线开展游击

己, 自给自足, 不靠别人, 多打小胜仗, 兴奋士气,

战, 发动群众坚壁清野, 消耗、疲惫各路进犯之敌;

用以 影 响 全 国

实现全 面抗战 的新局

主力跳出敌人合围圈, 转至涉县以北地区, 待机歼

面
。遵照上述指示, 八路军总部除令晋察
冀边区聂荣 臻部和晋西北 120 师坚持敌后游击

敌; 120 师一部向平汉、
正太、同蒲等铁路出击, 牵
制日军。在敌人不断遭到打击处于疲惫和厌战状

战, 作好粉碎敌之围攻准备外, 决定 115 师师部率

态时, 129 师主 力及时转回内线, 于 4 月 16 日在

[ 3] (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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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长乐村地区一举歼灭日军两千余人, 此时, 各路
敌军纷纷撤退。至此彻底粉碎了日军的 九路围

步地打开。为此,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毛泽东及
时地总结了抗战初期游击战争的经验, 于 1938 年

攻 , 此役共消灭日军四千余人, 收复辽县、
黎城等

4 月作出 游击战 从山地 向平 原发展 的决

18 座 县城, 巩 固和 扩 大 了 晋 冀 豫边 区 抗 日 根
据地。

定
。这样, 下一阶段的 抗日游击战争, 我
们就有了两个拳头; 一个拳头仍在山区, 继续威慑

上述抗日战争初期的游击战, 一方面沉重地

和打击敌人; 另一个拳头以山地为依托, 伸出去打

打击了敌人, 另一方面也使抗日力量有了很大的

击敌人, 开辟新局面, 如遇困难, 这个拳头又可以

发展。应当说, 山地游击战, 虽然可以有效的保存
自己, 但是, 从区域和范围上看, 还比较狭窄, 从物

随时收拢来, 山地和平原相结合, 形成了龙腾虎跃
的局面, 显示了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奇特神威, 展现

质和群众条件看受到很大限制, 长时间下去不利

了它的光明前景。

[ 8] ( P200)

于抗日力量的继续增长, 也不利于抗日局面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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