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苑年前袁日本军国主
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袁
占领我国东北地区遥 为了
拯救民族危亡袁 无数仁人
志士前仆后继遥 东北抗日
联军第 圆军政治部主任李
学忠袁就是其中的一个遥

李学忠袁又名李宗学袁
员怨员园年出生在山东掖县遥
早年到东北谋生遥 后在吉
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遥
员怨猿员 年九一八事变后赴
苏联学习袁 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遥

员怨猿源年冬袁李学忠回
国赴东满地区工作遥 员怨猿缘
年 缘月 猿园日袁东北人民革
命军第 圆 军正式成立袁王
德泰任军长袁魏拯民任政
治委员袁李学忠任政治部
主任遥 在李学忠的主持
下袁第 圆 军政治部发表了
叶告民众书曳和叶告各反日
部队书曳袁 号召广大群众
和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
装联合起来袁开展各种形
式的反日斗争袁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袁完成抗日救国
的伟大任务遥

此时的抗日武装根据地袁斗争形势
十分严峻遥 自 缘月起袁日寇便调集重兵
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封锁与扫荡遥为
打破敌军的封锁袁 集聚更多抗日力量袁
成立不久的第 圆军开始西征遥李学忠主
动请缨袁率领两个连 员缘园余人组成远征
队袁希望打通与杨靖宇的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 员军联系遥经过艰苦跋涉与多次血
战袁员园月初李学忠的远征队在濛江那尔
轰与杨靖宇部胜利会师遥 东满尧南满两
大游击区袁由此有了紧密的联系遥 这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的
成立袁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员怨猿远年 猿月袁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圆
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圆军袁李学忠
任政治部主任遥 同年 愿月袁他率部到辽
宁省抚松县大碱场兵工厂开展工作袁突
遭日军野讨伐队冶袭击遥李学忠指挥部队
奋勇反击袁激战中袁李学忠身负重伤牺
牲袁年仅 圆远岁遥

战争的硝烟散去多年袁曾经满目疮
痍的土地早已花团锦簇袁但人们没有忘
记那些为之奋斗却无缘得见的烈士们遥
员怨愿缘年 苑月袁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源园周
年袁抚松县人民政府在一片青松翠柏环
绕的向阳坡地上袁为李学忠竖立了一座
纪念墓碑遥 时至今日袁这里已成为当地
的红色教育基地遥

李学忠的故乡袁 早已变换了模样遥
当年的掖县袁 已成为今天的烟台莱州
市遥 近年来袁英雄故里民生事业获得长
足进步袁在烟台率先实现了义务教育校
服免费尧免除职业学校学费尧普及农村
小学校车服务等遥地区生产总值先后突
破 远园园亿元尧苑园园亿元关口袁目前正全力
打造市强民富尧宜居文明的新莱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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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前后袁中国共产党先后
成立过三个野西北军委冶袁记录了中国
革命重心逐步向西北地区实施战略
转移袁并最终奠基西北的过程遥

绎以张国焘为主席的红四方面
军西北军委

1932年 10月袁 鉴于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野围
剿冶袁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出突围
西征的决定遥随后袁红四方面军主力 2
万余人撤离鄂豫皖苏区袁越过平汉路
向西转移袁经鄂北尧豫西袁进入川陕边
地区遥 12月 8日袁在城固县野小河口会
议冶上袁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
正式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袁简称
西北军委袁张国焘任主席袁徐向前尧陈
昌浩任副主席遥

但由于战区阻隔袁这个西北军委
的成立及主席尧副主席的人选并未及
时报告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遥 鄂豫
皖军委改称西北军委一个多月后袁在
中央苏区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尧朱
德尧王稼祥代表中革军委袁于 1933年
1月 17日致电临时中央及张国焘袁建
议成立野川陕鄂中央分局冶袁并提出院
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即组织袁由
你们提出名单由中央苏维埃政府委
任遥 冶可见袁直到这时袁西北军委的成
立及其主要领导并未得到中共中央
和苏维埃政府的委任遥 不过袁这时成
立西北军委袁已经成为中革军委和临
时中央高层的共识遥

西北军委成立后袁 对创建川陕苏
区尧为党和红军把战略重心转向西北打
开战略通道袁发挥了重要作用遥到 1933
年 6月袁红四方面军已发展为 4个军 4
万余人遥 1935年 6月袁红一尧红四方面

军会师遥 7月 18日袁 中革军委发布通
知袁任命张国焘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
委员袁原先以他为主席的西北军委实际
上就停止了运行遥

绎由刘志丹尧 谢子长领导的陕甘
苏区西北军委

1935年 2月 5日袁中共陕甘边特
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渊今子长冤周家
崄举行联席会议袁 决定成立中共西北
工作委员会渊简称西北工委冤和西北革
命军事委员会渊简称西北军委冤袁统一
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党的工作和
红军尧游击队斗争遥 2月 21日袁谢子长
负伤牺牲遥 红二十六尧 二十七军在以
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统一指挥
下袁 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和陕北
苏区第二次野围剿冶袁解放了延长尧延川
等 6座县城袁使两苏区连成一片袁形成
了陕甘苏区袁 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
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北上抗日的出发
点遥

陕甘地区刘志丹尧 谢子长成立西
北军委时袁 在川陕苏区以张国焘为主
席的西北军委同时存在遥 由于当时通
信不畅尧信息闭塞袁这两个西北军委相
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情况遥 中共中
央只知道张国焘的西北军委袁 也不知
道陕甘苏区还有个西北军委和西北红
军的情况遥

1935年 9月 16日袁 原在鄂豫皖
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袁在徐海东尧程
子华率领下袁冲破国民党军重重封锁袁
北上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袁 与陕甘
苏区的红二十六尧 二十七军会师遥 随
后召开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联席会
议袁 决定将 3个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
军团袁 徐海东任军团长袁 程子华任政

委袁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遥这次
会议还改组了西北军委袁 由聂洪钧任
军委主席袁戴季英兼任参谋长遥

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红军西
北军委

由于王明野左冶倾路线和博古尧李
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袁中央红军苦战一
年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野围剿冶袁
被迫于 1934 年 10月离开中央苏区袁
开始战略转移遥 1935年 1月遵义会议
后袁 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核心领导
层袁开始扭转被动局面遥 同年 6月袁红
一尧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袁由于张国焘
分裂主义错误袁党和红军再次陷于危
险境地遥 毛泽东尧周恩来率中央红军
主力于 9月 10 日单独北上袁 及时脱
离险境遥 9月 12日袁中共中央俄界会
议决定将先行北上的中央红军主力
编为红军陕甘支队袁 彭德怀为司令
员袁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遥 会议还决定
由毛泽东尧周恩来尧彭德怀尧林彪尧王
稼祥组成野五人团冶进行军事领导遥 这
个野五人团冶实际上是党中央领导军
事工作的野小军委冶遥

不久袁 毛泽东等从国民党报纸上
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
当数量的红军袁于是决定野到陕北去袁
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冶遥 10月 19日袁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
镇袁 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遥 11
月 3日袁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
寺湾召开常委会议袁 决定成立新的西
北军委袁以毛泽东为主席袁周恩来尧彭
德怀为副主席遥 原聂洪钧为主席的西
北军委实际上被撤销袁聂洪钧尧郭洪涛
等人被吸收为新成立的西北军委委
员遥

新的西北军委成立后袁对上直接
受中共中央领导袁 对中共中央负责袁
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战略决策和方针
政策袁是正统的野中央军委冶袁但在职
权上暂不具备领导指挥红四方面军
和红二尧六军团及其他红军的能力和
手段遥 瓦窑堡会议后袁经过朱德尧林育
英等的坚决斗争和积极工作袁张国焘
被迫于 1936 年 6 月 6 日取消第二
野中央冶袁7月成立中共西北局袁张国焘
任书记袁任弼时任副书记袁统一领导
红二尧红四方面军北上行动遥 这时袁西
北军委尧 中革军委仍处于分离状态遥
同年 10月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遥
12月 7日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决定扩大中革军委组织袁 以毛泽
东尧朱德尧周恩来尧张国焘尧彭德怀尧任
弼时尧贺龙等 23人为中革军委委员袁
并组成 7人主席团袁 毛泽东任主席袁
周恩来尧张国焘任副主席遥 至此袁全国
红军真正实现集中统一指挥袁西北军
委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遥

注销公告
赣州威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MA35QYLU0H冤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员院 王城 杨健冤袁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绵江大桥东引路北侧
凯鸿和园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
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王城
联系电话院15070717488

赣州威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10月 11日

注销公告
瑞金市鼎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60781MA383NMJ4M冤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成立清算小组渊成员院刘
森林 谢彩文冤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
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七彩大道东侧中央公馆 6#楼要
1205号本公司清算小组申请债权债务袁 逾期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刘森林
联系电话院15083776838

瑞金市鼎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10月 11日

绎壹捌玖主题餐厅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壹张袁 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 发票号码:
04077044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谢方大药房(原瑞金市谢坊村
红星村健萍药店)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袁证号:瑞(II)-097-3-146袁
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强盛电脑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壹 张 袁 发 票 代 码 :
3600173320袁 发票号码:03977511袁 特此声
明遥

遗失声明

红军时期的三个“西北军委”
阴王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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