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 年 10 月上
旬袁日军突破山西省北
部国民党军防线袁继续
南犯遥国民党军退守忻
口一带袁阻止日军进攻
太原遥为配合国民党军
作战袁八路军一二九师
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奉
命在代县尧崞县以东地
区袁执行侧击南犯日军
后方的任务遥

七六九团进至滹
沱河南岸苏龙口 尧刘
家庄地区袁 发现日军
飞机不断由滹沱河北
岸的阳明堡前线机场
起飞袁 轰炸忻口国民
党军阵地遥 经侦察袁了
解到机场共有飞机 24
架袁 白天轮番出动轰
炸袁 晚上停放在机场
的东南侧袁 场内警卫
分队和地勤人员有
200 余人袁大部驻在机
场北端袁 机场周围设
有铁丝网并构筑了简
单的防御工事遥

七六九团团长陈
锡联决定以三营为突
击队袁 夜袭阳明堡机
场遥 10 月 19 日夜袁战
斗打响袁三营在当地群
众协助下偷渡滹沱河袁
突击队从东西两侧隐
蔽进入机场袁当即发起

攻击遥 经 1小时激战袁 消灭日军 100余
人袁摧毁日军飞机 24架遥

阳明堡战斗成为八路军抗战初期三
个 野首战告捷冶渊另两个是 115师平型关
大捷尧120 师雁门关切断日军交通运输
线冤的著名战例袁在抗战中产生的作用是
不可估量的袁 一时间成为中外媒体的新
闻头条遥 此战受到卫立煌的高度赞誉袁蒋
介石更是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奖励大洋
两万元遥

八路军总部还为这笔奖金的分配问
题专门发文袁 向上呈报中共中央军委主
席毛泽东尧副主席周恩来袁对下向八路军
三个师的指战员进行了通报遥

八路军总部将战斗捷报公布后袁在
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袁上海尧延安尧太原等
地的群众团体也纷纷募集款项袁 慰问前
方八路军将士遥 经研究袁八路军总部遂由
总司令朱德尧副总司令彭德怀袁政治部主
任任弼时尧 副主任邓小平署名袁 于 1937
年 11月 2日发出叶袭击阳明堡所得奖金
分配曳的电报院

我军参加抗战以来袁 由于全军指战
员之英勇取得的大小胜利袁 在支持华北
战局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袁 南京军事委员
会对我军袭击阳明堡机场奖励两万元袁
陕北尧太原尧上海群众团体亦募集 2.75万
元遥

决定院上项奖金分配办法如下院一尧
全军指战员各发奖慰金 1元曰二尧参加阳
明堡战斗指战员各发 2元曰三尧袭击阳明
堡受伤干部发养伤金 10元袁受伤战士发
养伤金 6元遥

各部即按此规定照发袁 并借此鼓励
战士更加提高我军作战勇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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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大盐商家的 野少爷冶袁
也是小说叶红岩曳中英雄许云峰
的人物原型曰 他是渣滓洞里英
勇坚定的革命者袁 也是满腔柔
情的赤子遥 他就是罗世文袁中国
共产党优秀党员袁著名烈士遥

罗世文袁四川省威远县人袁
1904年出生在当地一个颇具盛
名的大盐商家庭遥 但就在他出
生那一年袁 由于清政府横加税
额袁其父破产入狱袁而后病死狱
中遥 罗世文自幼丧父袁受尽歧视
和冷遇袁但他牢记母训袁发愤读
书遥

1919 年五四运动后不久袁
罗世文与堂弟罗世良尧 罗世法
等十余人组织起 野读书会冶袁阅
读进步书报遥 1923年夏袁罗世文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袁成
为重庆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
一遥 1924年袁罗世文与杨闇公尧
萧楚女等人发起 野四川劳工互

助社冶等进步团体袁为重庆党组
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1925年夏袁 党组织决定派
罗世文赴苏联留学深造袁 并在
出国前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
员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 罗世
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
传部长尧省委军委书记尧省委书
记袁参与领导了江津尧荣渊县冤威
渊远冤尧广汉尧梁山尧德阳等地的
农民暴动和兵变遥 1933年袁罗世
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
工作袁 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提
出过批评袁遭到非法关押遥 长征
途中袁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袁他
们同红军战士一道袁两翻雪山袁
三过草地袁 经受了最严酷的考
验遥 直到长征胜利袁才在党中央
的关怀下得到平反遥

抗日战争时期袁 罗世文被
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袁 先后任
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
记尧川康特委书记袁从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工作遥

1939年底至 1940年春袁国
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
高潮遥 1940年 3月 18日袁罗世
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袁 先后关
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
所尧 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
洞监狱遥 在监狱中袁罗世文和车
耀先尧韩子栋尧许晓轩等组织了
临时党支部袁 带领难友同敌人
展开坚决的斗争遥

1946年 8月 17日袁敌人放
话说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
到南京监狱遥 罗世文意识到敌
人要对他下毒手袁 写下了给党
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袁 表示院野决
面对一切困难袁 高扬我们的旗
帜浴 冶8月 18日袁罗世文和车耀
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
林坡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人民政府
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骨灰从松
林坡挖出来袁隆重安葬袁周恩来
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墓碑碑
文遥

曾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史
志办主任的冷国文参与了罗世
文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遥 他告
诉记者院野在卷帙浩繁的史料
中袁 阅读罗世文那鲜为人知的
故事袁 深切感受他英勇无畏的
革命风范的同时袁 我还看到了
一个更加可亲可敬的罗世文遥 冶

罗世文重情袁他对同志尧难
友关怀备至袁体贴入微遥 难友得
病袁他嘘寒问暖袁精心护理遥 他
对母亲也怀有一片深情遥 由于
长年在外从事革命活动袁 罗世
文没有时间回家去看望母亲遥
母亲思念儿子袁 每天就朝门口
望着大路叫院野自元 渊罗世文小
名冤袁你还不回来呀钥 冶 1944年
中秋节袁 身陷囹圄的罗世文从
亲友口中知道这事后袁 倚着铁
窗袁写下叶无题曳一首院野慈母千
行泪袁 顽儿百战身遥 可怜今夜
月袁两处各凄情遥 冶 童芳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袁毛泽
东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上原与
马恩列斯并列的毛泽东尧朱德画
像摘下来遥 对此袁毛泽东向党内
同志解释说院野如果并列起来一
提袁 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袁
似乎主义就是我袁 而请马尧 恩尧
列尧斯来做陪客遥 我们请他们来
不是做陪客的袁 而是做先生的袁
我们做学生遥 冶他还说院野如再搞
一个主义袁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
个主义袁这对革命不利袁我们还
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
好遥 冶那次会上袁根据毛泽东的提
议袁 中央全会立下了六条规定院
一不祝寿曰二不送礼曰三少敬酒曰
四少鼓掌曰 五不以人名作地名曰
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
平列遥

1948年 5月 1日袁毛泽东致
信香港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
民盟负责人沈钧儒袁 信中写道院
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袁另件奉陈袁
以上诸点是否适当袁敬请二兄详
加考虑袁予以指教遥 冶在给陈嘉庚
的信中说院野为此亟待各民主党
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遥先生南
侨硕望袁谨请命驾北来袁参加会
议袁肃电欢迎袁并祈赐复遥 冶在给
司徒美堂先生信中说院野至盼先
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袁莅临解放
区参加会议遥 冶对于这些民主人
士袁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
词袁如野弟冶野予以指教冶野并祈赐
复冶野至盼冶等袁谦虚之情跃然纸
上遥

1949年 远月袁毛泽东再次诚
邀宋庆龄袁 写道院野庆龄先生院重
庆违教袁忽近四年遥仰望之诚袁与

日俱积遥 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
即袁建设大计袁亟待商筹袁特派邓
颖超同志趋前致候袁专诚欢迎先
生北上遥 敬希命驾莅平袁以便就
近请教袁至祈匆却为盼浴 冶信中的
谦词要要要野违教冶野仰望冶野趋前致
候冶野敬希命驾冶野就近请教冶野至
祈匆却为盼冶等袁字字彰显出毛
泽东为人的谦恭和对革命事业
的孜孜以求遥

谦虚是一种品格袁 一种姿
态袁一种风度袁一种修养袁一种胸
襟袁一种谋略袁更是一种智慧遥 从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谦虚风范
可以看出袁野谦虚冶袁 蕴涵了对中
国共产党人理想尧宗旨尧奋斗目
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时
代要求袁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
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
和新境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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