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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的狮脑山袁层林尽染遥 主峰上袁40 米高的
百团大战纪念碑主碑形如刺刀袁直插云霄遥 80 年前
在这里打响的百团大战袁正如一把锋利的刺刀袁狠
狠地刺向日本侵略者心窝遥

位于阳泉市区西南部的狮脑山袁 距市中心 10
公里袁顶峰海拔 1160 米袁是抗战期间闻名中外的百
团大战主战场之一遥

1940 年袁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袁中华民族处
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军袁为挽救时局袁遏止投降逆流袁粉碎日本侵略者以
野铁路为柱尧公路为链尧碉堡为锁冶的野囚笼政策冶袁在
朱德总司令尧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袁于当年 8 月
在华北战场发起规模空前的交通总破袭战袁这就是
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遥

百团大战纪念馆讲解员石玮介绍袁战役从 8 月
20 日开始袁到 1941 年 1 月 24 日结束遥 我军先后出
动 105 个团袁连同参战地方武装共计约 40 余万人袁
以正太路为破袭重点袁 在敌堡密布的 2500 余公里
交通干线上袁军民团结作战袁给日军的野囚笼政策冶
以沉重打击袁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袁打击了日军的
侵略气焰遥

正太路即正太铁路袁1907 年建成通车袁东起当
时的正定府石家庄袁西至太原遥 野百团大战最初叫
耶正太路破袭战爷袁我军部署出动 22 个团的兵力遥由
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参战积极
性非常高袁随着战斗打响袁各部都投入大量兵力袁还
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纷纷参战袁最后总兵力增
至 105 个团袁所以改称耶百团大战爷遥 冶石玮说遥

百团大战历时 5 个多月袁 总共经历三个阶段遥
第一阶段从 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袁 主要
任务是摧毁敌军交通袁重点打击正太铁路遥 正太铁
路当时号称日军的钢铁封锁线袁切断该路袁可使日
军在华北的一切军事补给失去保障遥 第二阶段从
1940 年 9 月 22 日至 10 月 5 日袁 主要任务是继续
破坏日军交通线袁并摧毁交通线两侧的敌军主要据
点和碉堡遥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尧第二阶段彻底破
坏了正太铁路袁丧心病狂的日军调集数万名兵力袁
对太行根据地实行疯狂报复扫荡袁因此袁第三阶段
转入反扫荡阶段袁 从 1940 年 10 月 6 日至 1941 年
1 月 24 日遥

奇峰陡立的狮脑山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主战
场之一遥 1940 年 8 月 20 日晚袁八路军出动两个团
兵力袁在消灭西峪村矿警队之后袁连夜占领狮脑山袁

构筑工事袁防止敌人西进增援遥 21 日凌晨开始袁日
寇先后纠结近两千名日伪军袁出动飞机近百架次袁
连续对狮脑山我军阵地发动数十次进攻袁狮脑山变
成一片火海遥 我八路军战士英勇顽强袁冒着连绵秋
雨袁忍着饥饿袁血战七个昼夜袁取得百团大战第一阶
段全面胜利袁有力保障了我军左翼部队行动袁给敌
人以重创袁打击了日寇威风袁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
的全面胜利立了首功遥 当时袁八路军总部曾连续 4
天发布叶捷报曳袁向全国介绍狮脑山战况遥

野阳泉地处正太铁路中段袁横跨晋察冀和晋冀
鲁豫两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遥 狮脑山是阳泉市制高
点遥 控制了狮脑山袁就等于控制了正太线的咽喉袁
可以居高临下袁控制整个阳泉袁并可保障阳泉以西
我军破袭部队的安全遥 冶石玮说遥

百团大战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
的规模最大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
战役袁既锻炼了人民军队袁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
的威望袁 又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
心遥

岁月沧桑袁神州巨变遥 今天袁为纪念百团大战
的伟大胜利袁缅怀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袁激励后人
开创新业袁百团大战纪念碑尧百团大战纪念馆等相
继在狮脑山主峰建成袁包括雄伟的主碑尧三座副碑尧
一座大型圆雕尧两座题字碑尧四个烽火台和 227 米
长的野长城冶等建筑遥

蜿蜒起伏的野长城冶上袁野百团大战革命烈士名
录冶10 个金色大字在黑色石壁上熠熠生辉遥 旁边石
壁上袁 整整齐齐排列着 4800 余个已知百团大战牺
牲烈士姓名院董天知尧赵三苟尧陈云先尧郝计根噎噎

青山埋忠骨袁烈士精神永垂不朽遥

记者手记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袁百团大战的一个特点是全

民皆兵袁军民团结遥 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袁正太
路线的广大人民踊跃参军袁他们做军鞋尧送军粮尧抬
担架尧护理伤员噎噎怀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袁他
们不顾日寇的重重封锁袁支援抗战袁拥军支前袁捧出
了一片赤诚丹心袁为战斗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遥

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袁八路军顺利将正太铁路
重要节点全部炸毁遥据不完全统计袁在百团大战中袁
阳泉境内直接参战民兵有 7400 余人次袁 支前群众
达 20 万人之多袁足见人心所向尧军民情深遥

渊相关史实由省委党史研究院审定冤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袁受
组织派遣袁朱良才前往八路军驻兰
州办事处任秘书长袁营救了大批革
命志士和失散人员遥 1938 年秋袁朱
良才到晋察冀军区袁先后任晋察冀
军区第 3 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袁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尧主任遥

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
直接领导下袁 朱良才全力以赴协助
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工
作遥 朱良才上任后袁经常深入作战部
队进行调查研究袁 并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袁 宣传党和军区的
抗日方针政策袁 鼓励干部战士战胜
困难尧坚持抗战袁深受指战员的欢迎遥

为加强根据地的政治思想和
文化宣传工作袁在聂荣臻的支持和
关怀下袁叶抗敌报曳1937 年 12 月 11
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刊遥 从 1938
年 1 月 20 日 12 期起 叶抗敌报曳改
为新闻纸袁 扩成四版袁 有社论尧通
讯尧专刊尧漫画等袁形式多样袁报道
及时袁使读者耳目一新渊不久该报
升格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机
关报袁后来更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
的机关报袁1940 年 11 月改名为
叶晋察冀日报曳冤遥

1938 年 1 月 24 日袁叶抗敌报曳
增出一份周刊叶抗敌副刊曳袁最初以
战士为主要读者对象袁在八路军内
部发行袁内容是八路军的生活和作
战经验袁 用于 野专门指导军事斗
争冶遥 1938 年 6 月前后袁叶抗敌副
刊曳改名为叶抗敌三日刊曳袁同时成
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机关报袁开
始以排以上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曰
1941 年 1 月袁 经聂荣臻倡议袁叶抗
敌三日刊曳改用叶子弟兵曳报的名称遥 该报为四开四
版袁每期约两万字遥 始为 3 日刊袁后改为 5 日刊遥

朱良才主持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后袁深深感
到野办好报纸是政治工作的一件大事冶袁为办好叶抗
敌三日刊曳渊叶子弟兵曳报冤倾注了大量心血遥 朱良才
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袁精心设计叶子弟兵曳报的内
容袁认真宣传党的路线尧方针尧政策袁及时报道国际
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国内的抗战形势袁尤其对晋察
冀地区八路军军所进行的重要战役尧战斗进行了多
角度的充分报道和评述遥 为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袁叶子弟兵曳 报对人民战争的伟大创
造要要要地雷战尧地道战尧交通战以及在战斗中涌现
出来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尧 军民并肩作战的动人场
面袁叶子弟兵曳 报都予以大量篇幅进行充分报道遥
1942 年和 1943 年袁敌后抗战进入极其艰苦的岁月袁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袁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
动遥 当时袁晋察冀军区民运部部长张平凯负责开展
生产运动遥 他在从事部队教育工作的同时袁不仅和
学员一道挖窑洞尧用土坯垒课桌袁更利用课余时间
带领大家开荒种菜袁保障了教学尧生产两不误遥 为鼓
舞广大指战员保持必胜的信念和旺盛的斗志袁叶子
弟兵曳报便约请张平凯写了一篇关于晋察冀的游击
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报道袁用生动的事例说明袁在日
伪据点林立的地区活动的游击队袁同样能够在战斗
空隙进行生产袁改善生活遥 这篇报道袁在各抗日根据
地均引起了强烈反响遥

在朱良才的指导和支持下袁叶子弟兵曳报迅速成
为晋察冀边区政治尧军事尧经济尧文化尧教育等事业
方面极为重要的宣传鼓动工具和八路军指战员交
流战斗经验的平台袁对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
了重要作用袁深受干部战士的喜爱遥

当时袁敌后战争环境十分艰苦袁日伪经常对根据
地发动野铁壁合围冶和野清剿扫荡冶遥为适应战争环境的
要求袁叶子弟兵曳报的编辑部非常精干袁通常只有三四
个人袁多的时候也不过六七个人遥 一条土炕编辑部的
人可以睡下袁一盆菜就够编辑部的人吃遥因此袁根据地
军民亲切地称编辑部为野一盆菜尧一条炕的编辑部冶遥
朱良才坚持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起袁一手拿枪袁一手
拿笔袁与敌周旋袁保证了叶子弟兵曳报的按时出版遥

解放战争中袁叶子弟兵曳报克服战斗频繁尧流动
性大的困难袁依靠两辆大车拉着铅字尧印刷机袁继续
宣传我军取得的胜利袁 表彰英雄连队和人民功臣袁
坚定部队必胜的信念遥 1948 年 5 月前后袁叶子弟兵曳
报改由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主办袁于 1950 年停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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