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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 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为了粉
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袁保障根据地军民的
日用生活袁促进生产和物资交流袁先后
创立银行或以合作社名义发行货币遥

1931 年 11 月袁 在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袁 毛泽民受命筹
建国家银行袁 筹划印刷尧 发行国家货
币遥与此同时袁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
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
立遥 1932 年 3 月下旬袁红一和红五军
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克漳州城遥 毛泽民
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来到漳州遥

1932 年 7 月 7 日袁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袁半
年内印制五分尧一角尧二角尧五角和一
元 5 种纸币共 65.61 万元遥 此外袁他们
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
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袁 铸造铜币尧
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袁 充实国库储
备袁方便对外交易遥 国家银行所发货
币币值稳定袁准备金充足袁宣传解释

工作得力袁很快就赢得了苏区社会各
界的信任袁民众纷纷拿出旧币袁兑换新
币袁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遥
国家银行和各分行所发行的纸币都属
于兑现纸币袁这些纸币可以与银元尧银
角自由兑换袁例如苏维埃国家银行发
行的一元券上面袁就印有野凭票即付银
元一元冶等字样遥 随着业务扩大和职
能逐步齐全袁 国家银行总行机构于
1932 年冬天达到最大规模袁分别在福
建尧江西设立分行袁在福建白砂尧南阳尧
江西瑞金等地设立兑换处 4 个袁 在各
县苏维埃政府尧各红军经理机关设立
了数十个代兑处遥 群众亲切地把这类
货币称为苏区货币尧苏币或苏票遥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时袁
国家银行随军长征袁并一度停止发行
货币遥 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奉
命携带苏维埃国家银行的 160 多担黄
金尧白银和苏币袁组成特别大队袁保证
红军给养袁同时还兼负管理沿途运输尧
接收打土豪的财物尧筹粮筹款等项工

作遥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时期袁为筹
集物资袁打开市场袁保障供给袁国家银
行一度发行货币袁在离开遵义时袁用银
元和实物全部收回遥 银行迁到瓦窑堡
时袁仅余两担金子及少量资料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袁1936 年 6
月底苏维埃国家银行更名为中华苏维
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袁并
以西北分行的名义发行五元尧二元尧一
元尧五角尧二角尧一角尧五分尧一分的苏
币遥 1937 年 1 月袁西北分行随中央政
府机关迁至延安遥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尧 国共合作局
面的形成袁1937 年 9 月袁 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为
陕甘宁边区政府遥 为进一步适应统一
战线形势的需要袁10 月 1 日袁 苏维埃
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也相应地改名为陕
甘宁边区银行袁 承认并允许国统区的
法币在苏区流通遥与此同时袁西北分行
设立专门机构袁 按 6 比 1 的比例用商
品将所发行的苏币兑回遥 黄超

抗战期间袁机智灵活地创造发明
了多种巧妙的游击战术袁创造了无数
战争史上的奇迹袁窑洞战就是其中的
一种遥 窑洞战是八路军和太行根据地
人民创造出来的一种游击战术遥 由于
太行山区多属黄土丘陵地貌袁根据地
军民吸取平原地道战的经验袁将所居
住的窑洞进行深挖袁 改造成彼此相
通尧能藏能打尧相互依托的隐蔽作战
网袁在野敌人冶扫荡期间袁便依托这些
窑洞袁保护自己尧打击敌人遥

常行村位于陕西省长治市壶关
县袁南西北三面紧靠山峦袁东面是起
伏地袁呈簸箕形遥 这一带产煤袁挖煤遗
留下来的窑洞很多遥 抗战时期袁常行
村处于敌尧伪尧顽的交汇地区袁也是共
产党尧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政府的前沿
阵地袁为了长期坚持对敌斗争袁更有
效地打击敌人袁1943 年 7 月袁 常行村
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和民
兵游击队袁坚持对敌斗争袁防御日伪
的野扫荡冶遥

1943 年冬袁常行村党支部带领全
村群众因地制宜袁 利用三面靠山尧地
下开采煤坑道纵横的地貌特征袁在村
西南山的窑洞中袁挖掘修筑了野民兵
战斗洞冶袁 还从村中开了一个口子和
战斗洞巷道相通袁在原来旧坑道的基
础上袁加以改造修筑袁筑成一条 2500
米长的野爪冶字形坑道袁坑道和窑洞共

留三个出口袁一个通气孔袁并对窑洞
内部袁特别是野歇场冶(过去采煤工人休
息尧吃饭的地方)进行了整理袁使之适
合于按家按户地存放东西和住人遥

窑洞建成以后袁民兵感到钻窑洞
太被动袁日伪军在村里抢劫也不能控
制袁因此又在洞口附近筑了一个 3 丈
多高的碉堡袁火力可以控制全村遥 一
旦发现情况袁群众躲进窑洞里袁仅留
民兵在外面同敌人周旋遥 经此建设袁
常行村遂成为该地区坚持抗敌斗争尧
防御敌人野扫荡冶野蚕食冶的坚强堡垒遥

在多次野扫荡冶未果后袁1944 年 9
月 11 日袁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带领投敌
的国民党保安五中队以及伪军一部
共 600 余人袁 分 3 路连夜从陵川县城
出发袁准备再次围攻常行村遥 得知敌
情后袁在村政治主任徐海水尧民兵队
长张小保尧武委会主任徐顺孩的组织
下袁 常行村村民 380 人于当天夜间迅
速转移进入窑洞遥 随后袁徐顺孩尧张小
保带民兵分别阻击敌人袁让敌人不敢
贸然进村袁为掩护群众转移争取了更
多的时间遥

民兵随后边打边撤袁转移至碉堡
中坚守遥 5 时许袁日伪军向碉堡发起第
一次冲锋袁妄图以二三十人一举冲进
碉堡遥 民兵以步枪和手榴弹毙敌 6
人袁打退其第一次冲锋遥 6 时左右袁日
伪军在火力掩护下发起第 2 次冲锋遥

民兵沉着应战袁毙敌 7 人遥 不久袁日伪
军又发起了第 3 次冲锋袁100 多个敌
人冲到院里袁民兵一场苦战袁手榴弹
打完袁地雷尧石雷也打了 100 多个袁毙
敌 30 余人遥日伪军 3 次野肉团冶式的冲
锋失败后袁 改变了战术袁 采取 3 人 1
组尧5 人 1 组的轮番佯攻袁掩护其爆炸
碉堡遥 当 4 个敌人抱着炸药刚接近碉
堡袁 张小保就照准敌人放下 1 个 5 斤
重的铁雷开火袁4 个敌人又被干掉遥 20
时许袁日伪军发动了第 5 次冲锋遥 此
时袁民兵子弹已剩不多袁地雷尧手榴弹
已经打完袁遂撤出碉堡袁转入窑洞遥

民兵们刚转移到洞内袁碉堡便被日
伪军炸塌了遥 敌人进入碉堡的废墟
后袁发现了窑洞袁但谁也不敢进去袁只
是在洞口转来转去袁有的趁机探头张
望袁还叫汉奸到洞口喊话劝降遥 在洞
内的民兵利用敌明我暗的优势袁不断
向洞外开火袁 让敌人始终无法得逞遥
于是敌人便耍起诡计袁 到了夜间袁假
装撤退袁实际上埋伏在洞口袁企图诱
使民兵出来袁但被民兵识破遥

第二天一早袁 敌人开始乱挖袁终
于挖开了一个缺口袁于是把一捆捆柴
草堵在洞口点燃袁企图用浓烟把民兵
和群众呛死在洞内遥 由于坑道外高里
低的合理设计袁 浓烟并不向洞中扩
散遥 敌人见此计不行袁又向缺口里扔
手榴弹袁但毫无效果袁于是拼命寻找袁
又找到了一个洞口遥 他们立即把两个
洞口用石块封死袁以为村民们会被闷
死遥 由于第三个洞口非常隐蔽袁敌人
始终没能找到遥 第三天晚上袁民兵利
用敌人对南口警戒疏忽袁不仅从洞内
派人潜出求援袁还从附近地里挖了三
筐萝卜送进洞遥

第四天袁 敌人向洞里投放毒瓦
斯袁 守在洞口的两位同志不幸中毒袁
民兵们迅速将洞内煤土堆成隔墙袁粉
碎了敌人的又一毒辣伎俩遥

14 日晚袁壶关县武委会尧独立营
和区干队接到派出去的民兵把信送
到区委后袁配合界北各村民兵共计千
余人直奔常行村向日军猛烈开火袁张
小保和民兵们听到枪声袁立即冲出窑
洞遥战至 15 日凌晨袁日伪军落荒而走遥
常行民兵共毙伤敌人百余人袁取得了
窑洞保卫战的又一次胜利遥 贾晓明

1938 年 6 月 袁中
共中央做出创建大青
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
决定遥 八路军一二跂
师奉命着手组建大青
山支队袁 由三五八旅
政治委员李井泉任司
令员袁 三五八旅参谋
长姚喆任参谋长袁七
一四团政治委员彭德
大任政治部主任遥

八路军挺进大青
山时袁 日本侵略者占
领山西尧察哈尔尧绥远
大片土地已有一年多
时间遥 八路军大青山
支队袁 既要面对各类
伪军尧顽军的侵袭袁又
要对付土匪的骚扰袁
环境十分恶劣遥 大青
山支队挺进绥远敌占
区后袁六战六捷袁不仅
消灭了大批敌人袁还
缴 获 了 大 批 枪 支 弹
药尧马匹等军需物资袁
迅速打开了局面遥

作为部队首长 袁
彭德大身先士卒袁两
年间指挥尧参加了 120
余次对敌战斗袁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作
出了重大贡献遥 而作为我党一名出色的
政工人员袁彭德大处处起表率作用遥 他
尤其善于做思想工作遥 战斗间隙袁彭德
大除了带领战士们进行军事训练袁还教
战士们学文化尧学军事知识尧教大家唱
革命歌曲遥 他还经常给战士们讲长征的
故事袁抗日救国的道理袁并要求大家处
处以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冶为准则袁不做
任何危害群众的事情遥 他对战士们更是
关心备至袁宿营时给大家盖被褥尧打洗
脚水袁 让战士们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
暖遥 在他的带动下袁队伍的素质和战斗
力迅速提高遥

彭德大始终将野建立广泛的国内外
的统一战线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
件冶袁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袁并同各界人
士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袁积极贯彻落实我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遥 在他的感召下袁当
地党的基层组织纷纷成立袁群众以各种
形式积极支持抗战袁有的变卖家产资助
大青山支队袁有的自愿为部队秘密接送
我党尧政尧军过往人员袁有的为支队传递
情报袁一批青年报名参军袁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遥

为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袁 彭德大曾
多次给附近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写信袁并
上门拜访袁对他们晓以抗日大义袁以坦荡
胸怀化解对方的顾虑袁 不仅避免了双方
冲突袁 还争取了不少地方武装官兵与八
路军合作遥此外袁彭德大还前往被日军收
编的伪军野防共二师冶袁和师长接触袁做了
很多的争取工作袁 最终争取该师师长接
受了共产党尧八路军的政治主张袁表示愿
为抗战尽力遥后来袁野防共二师冶不仅为八
路军建设骑兵购买过物资袁 还秘密接济
过八路军不少枪支弹药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1939 年 11 月 21
日袁大青山支队在武川尧乌兰花公路上
俘获一名日本人遥 这个人姓福冈袁是个
修路监工遥 彭德大从大局出发袁耐心对
福冈进行多次教育袁帮助他认清了日本
军国主义分子的反动本质袁并在生活上
给予他关心照顾袁令他非常感动遥 福冈
遂留下来加入了八路军遥 组织上让他负
责物资管理和供给工作袁并为八路军充
当翻译袁书写日文传单尧标语等遥 福冈在
工作中认真负责尧一丝不苟袁战士们亲
切地称他为野福冈留冶遥 不幸的是袁1941
年袁福冈染上伤寒袁由于当时环境所限袁
缺医少药袁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遥 战友
们将他埋在大青山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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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币”流通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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