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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的油灯
阴杨海峰

1927年 10月 27日袁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
达井冈山的中心要要要茨坪袁点燃了野工农武装割据冶
的星星之火遥

井冈山革命力量的壮大袁 对敌人构成了极大的
威胁遥为此袁国民党开始对井冈山进行多次野进剿冶和
野会剿冶袁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遥当时袁在井冈山上袁由
于敌人的封锁袁 生活越来越难袁 部队所用的粮米油
盐尧服装弹药日见短缺遥部队用油非常少袁煮菜尧点灯
都少不了油袁而油又在敌人手里控制着袁在最困难的
时候则几乎见不到油了袁 油和其他物品一样成了宝
贝遥为此袁毛泽东关于用油的问题专门向全军宣布了
一个规定袁规定各连渊直至营团机关冤办公时用一盏
灯袁可点三根灯芯袁在不办公时袁即应熄灭遥连部要留
一盏一根灯芯的灯袁以作带班尧查哨用遥从此袁在井冈
山上袁全军都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院每到夜晚袁随
着熄灯号的响起袁战士们就吹灭灯袁只有连部的一盏
灯袁点燃着一根灯芯遥

毛泽东抓了这件看似小事的大事袁 使部队懂得
了怎样精打细算尧省吃俭用袁使有限的物资能坚持更
长的时间袁以渡过困难袁迎来胜利遥 井冈山的油灯一
直在亮着袁 毛泽东在灯下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夺取革
命胜利的计划遥 在灯下袁毛泽东先后写成了叶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钥 曳叶井冈山的斗争曳叶星星
之火袁可以燎原曳等著名文章袁从理论上回答了以农
村包围城市尧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理遥井冈山的油
灯成了革命胜利的象征袁 它像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
灯袁 指引着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袁 推翻腐朽的旧制
度袁建立新中国遥 井冈山的油灯照亮了全中国遥

军事博物馆收藏的这盏油灯制作非常简单袁它
由南方常见的竹筒制成袁有提梁袁筒内放油后再放入
灯芯即可使用遥如今袁这只被油烟熏黑的油灯虽然已
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袁 但它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将
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遥

八路军在沂蒙抗日
根据地过春节

阴孙玉华 孙运广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盛大节日遥在抗日战争时期袁

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中的沂蒙革命根据地袁老
百姓想度过一个安全的尧不受日本侵略的春节袁却是
一件非常不易的事遥

1944年 1月 24日袁又到了大年除夕遥 位于沂蒙
山区的临沭县沭河西岸朱村的老百姓袁 永远忘不了
这一天遥令他们难忘的袁不是因为盼望已久的春节到
来了袁而是因为驻守在沭河东岸的八路军袁在关键时
刻打退了驻地日伪军的侵略袁挽救了老百姓的生命尧
保护了他们并不丰厚的财产袁 保障他们安全度过了
一个传统的盛大节日遥 老百姓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
救护之恩永生难忘遥

这天拂晓袁李庄尧大哨等地据点的日伪军 500余
人袁向岌山区朱村等地扑来遥 敌人很快开进了朱村袁
顿时枪声大作遥 驻守在沭河东岸的八路军 115师 3
营八连听到枪声后袁 连长鄢思甲立即命令全连紧急
集合遥他果断地说院野枪声就是命令袁我们不能让老百
姓过鬼门关遥冶八路军火速奔向朱村投入保卫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战斗遥 战斗中袁 连长鄢思甲虽身负重
伤袁但仍坚持指挥战斗遥 下午 2点多袁经过 6个多小
时的激战袁鬼子在增援部队的掩护下扔下 30多具尸
体狼狈逃窜袁八连取得了胜利袁但也有 24位战士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遥 战役结束后袁乡亲们回到村里袁看
见家里的年货尧家什样样完好无损袁不禁百感交集袁
热泪盈眶遥他们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英勇保卫下袁才
度过了一个安全的尧盼望已久的春节遥

战后不久袁朱村群众深怀感恩之心袁把一面绣了
野钢八连冶3个字的锦旗送到连队遥 从此袁野钢八连冶的
名字就传开了遥 同时袁此地也是野枪声就是命令冶这个
富有哲理口号的发源地遥 本村老百姓不忘恩人袁为了
谢恩而流传下来一个传统袁每到年关自发地去祭奠当
年牺牲的八路军战士袁表达对牺牲了的八路军战士的
恩情与哀思遥 2012年袁富裕起来的朱村村民自发捐款
60余万元袁建成了朱村抗日烈士陵园尧老四团野钢八
连冶简易的纪念馆等设施袁展示和传承野钢八连冶精神遥

关于李德的身份袁 多数中
共党史著作都认为其是共产国
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袁但从 20世
纪 80年代开始袁李德的身份受
到了质疑袁伍修权尧师哲先后在
回忆中认为李德不是共产国际
派来的军事顾问遥 两种观点迥
异袁 截然相反袁 到底孰对孰错
呢钥

其一袁 李德到中央苏区工
作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

1932 年秋袁李德到达上海
几天以后袁 就同共产国际远东
局负责人埃韦特取得了联系并
建立了工作关系遥不久袁埃韦特
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汇报中就提出将
把李德派到中央苏区袁据叶埃韦
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 2号报
告曳渊1932 年 12 月初于上海冤
显示院野给我们派来一位邻居遥
他暂时在这里按自己独特的题
目在加工材料遥 可能稍后我们
要把他派到苏区去遥 他那个局
把他置于我们的管辖之下袁财
务方面也由我们管遥我想袁您是
同意对问题的这种提法的遥 冶埃
韦特说的 野邻居冶 和 野他那个
局冶袁俄罗斯方面在编辑档案资
料时分别注明 野指 O窑布劳恩冶
渊李德的德国名字冤尧野指工农红
军参谋部第四局冶遥

紧接着袁共产国际执委会
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在给远东
局人员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袁李
德应到中央苏区工作遥 据叶皮
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曳
渊1932 年 12 月 31 日于莫斯
科冤记载院野瓦格纳渊李德冤应去
苏区遥 行前发给他每月 200元
的薪金和去苏区的旅费遥 在那
儿他应从当地朋友们那里领
取薪金遥 请在你们的报告中告
诉我发给他的确切数目遥 冶可
见袁共产国际明确指出李德应

当到中央苏区工作袁且对李德
的相关薪金支付都给予明确
规定袁说明李德到中央苏区工
作是共产国际的决定遥 对于共
产国际执委会的这种决定袁远
东局积极回应并落实袁据叶埃
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 3
号报告曳渊1933 年 2 月 7 日于
上海冤记载院野不言而喻袁我们
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
领导战役的任务曰但是袁有瓦
格纳渊即李德冤在袁还是能在一
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建议尧
警告和指示的遥 当然袁当他本
人在那里时袁这项工作可以进
行得好得多 渊此事正在安排
中冤遥 冶

于此可见袁 李德到中央苏
区工作是经共产国际远东局负
责人埃韦特提议并经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批准后再由远东局具体安排
的遥简言之袁李德到中央苏区工
作的确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尧指
示和决定遥

其二袁 李德任中共中央军
事顾问是共产国际的决议

由前可知袁 李德到中央苏
区指导军事工作是远东局提
议尧经共产国际批准的遥据李德
回忆袁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正准
备迁至苏区袁 总军事顾问又指
日可待袁可以预料袁我在上海工
作的可能性一定会受到相当的
限制袁因此我表示同意去苏区袁
但提出一个条件袁 请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
示冶遥埃韦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
科发出了几封电报遥 1933年春
天袁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袁大
意是院野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
顾问袁 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遥 其他的命令和指示
我没有得到遥 由于技术上的原
因袁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遥 冶

关于顾问工作袁 共产国际
执委会确实对其 野军事方面的
建议尧 指示或指导冶 有明确规
定遥例如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34渊B冤号记录曳渊摘录袁1933年
9月 15日于莫斯科冤院野军事部
分先给专门研究军事问题的一
些同志看看袁 然后发给中共中
央袁并指出袁这不是指示袁而只
是建议袁 最后决定应由中共中
央自己作出遥 冶又如叶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
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曳渊1933
年 9月 29日于莫斯科冤院野致中

共中央袁抄送代表渊埃韦特冤袁我
们一再强调袁 我们关于军事问
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
示袁 如何决定由中共中央和中
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
责袁 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
供你们决定遥 冶

实际上袁 李德对于共产国
际的指示也是积极接受袁 并做
了认真准备的遥 李德回忆说袁
野我利用这段时间袁彻底作了一
些准备工作袁 阅读了所有可以
找到的关于中国的参考书袁并
开始学习中文遥我的任务是袁在
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
的双重斗争中袁 担任军事顾
问遥 冶

其三袁 李德经由共产国际
致电中共中央被召回苏联

李德回忆院野1936 年中共
中央同莫斯科恢复了无线电联
系以后袁 我几次向洛甫 渊张闻
天冤请求把我召回苏联遥在当时
的情况下袁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袁
因为我毕竟是 1932 年由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的共产国
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的军事顾问冶遥李德终究是等
到了共产国际召回的决定 袁
1939年 8月 2日于莫斯科袁季
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
样写道院野中共中央请速将李德
派到我们这里来遥 继续把他留
在你们那里工作是不合适的遥 冶

这封电报对于我们确认李
德的身份尧 使命或任务具有关
键作用遥遗憾的是袁目前学界在
谈论或判定李德的真实身份
时, 几乎都忽略了这封电报所
蕴含或透露的重要信息遥 作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袁
季米特洛夫同志还负责处理中
国问题袁 亲自给中共中央发电
报明确要求召回李德袁 并说明
其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共中央继
续工作袁 表明共产国际认为李
德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使
命已经结束了遥

在季米特洛夫发给中共中
央电报召回李德 25天后袁1939
年 8月 27日早晨袁洛甫亲笔告
知李德速到机场随同周恩来等
人一起飞往莫斯科遥

综上所述袁 李德的确是共
产国际派到中共中央的军事顾
问袁 不仅其到中央苏区工作是
共产国际的决定袁 其到中央苏
区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也是
共产国际的指示遥

李德是不是共产国际
派来的军事顾问？
要要要基于俄罗斯解密档案相关信息的考析

阴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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