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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团体具有鲜明的自省尧自戒尧自讼的
自我批评精神和坦诚相见尧出以公心尧与人为善的批评精神遥
其中袁以毛泽东尧周恩来尧恽代英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袁正是
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强大思想武器袁致力于团队合作尧共同提
高袁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遥 早期共产党人的自我革
命精神袁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遥

新民学会院互相视过尧劝善规过尧相互砥砺尧共同提高
新民学会是 1918 年由毛泽东尧 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袁以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为主要成员的进步社团遥 学会秉
持道德改良主义教化民智尧祛除破败尧改造社会的意旨袁以野革
新学术袁砥砺品行袁改良人心风俗冶为宗旨袁倡导改造品性尧学
问进步尧求友互助的学习和生活方式遥 会员之间则倡导自省尧
他评尧相互建言尧坦诚相见的君子之风遥

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的灵魂人物袁以身作则袁率先垂范袁是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表率遥 他在致信会友彭璜时袁直言不讳地指
出彭有 10 个缺点院野一尧言语欠爽快袁态度欠明决袁谦恭过多而
真面过少遥二尧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遥三尧时起猜疑袁又不
愿明释遥四尧观察批判袁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遥五尧略有不服善
之处遥 六尧略有虚荣心遥 七尧略有骄气遥 八尧少自省袁明于责人而
暗于责己遥 九尧少条理而多大言遥 十尧自视过高袁看事过易遥 冶

毛泽东在信中自我批评说袁野除一尧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
所犯不多外袁其余弟一概都有冶袁尤其深刻反省自己野有心救世袁

而于自己修治未到袁根本未立冶袁强调自己最大的缺点是野意弱冶遥
在检讨自己的不足后袁毛泽东也谦虚地指出袁自己的长处是公
道正直尧真诚理性遥 他直言自己对人对事坦诚相见袁原则立场不
可相让袁涉及个人利益则不会睚眦必报尧寸土必争遥

新民学会会员间的互相视过尧劝善规过尧相互砥砺尧共同提
高的道德进修路线袁保证了组织的进步进化袁也使成员大大提
升了个人克己修身尧奋斗向上的能力与素质遥 后来袁大部分会员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袁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觉悟社院批评自己袁批评别人袁受人批评
周恩来主持的觉悟社于 1919 年成立袁是天津地区的进步

学生团体遥 觉悟社以野批评自己袁批评别人袁受人批评冶为自觉
的公式袁本着野反省尧实行尧持久尧奋斗尧活泼尧愉快尧牺牲尧创造尧
批评尧互助冶的精神袁求适应于野人冶的生活袁即野自觉冶野自决冶袁
野革心冶野革新冶遥 具体的学习改造方法为院共同研究袁发表一切
主张袁公开地对社会一切生活发表意见袁相互批评曰请名流演
讲袁学习新思潮遥 该团体表示袁对社外野严重的审查尧深刻的批
评袁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冶遥

实行相互批评是觉悟社加强组织建设的重要特色遥 大家畅
所欲言袁毫不客气地指出缺点袁并进行总结提高遥 觉悟社成立三
个半月时袁大家评论说袁团体存在一些缺点院缺乏充足的学识曰
社员相互间尚不能十分了解袁讨论问题时难以取得好结果曰野社
员工具不锐利袁宣传的力量太薄弱冶曰文化宣传活动多属空谈袁
实行者太少遥 这种严苛的互相批评受到社员们欢迎袁野那一天的
互相批评结果是非常之好袁颇能引起各人的兴味同奋斗冶遥

在一次例会中袁社员总结出团体存在的问题是野缺乏活泼
的气象冶遥 经过讨论袁觉悟社决定在 1920 年后改进学习和修行
方法袁即野读书曰互相研究学理曰问题的讨论曰常作文字上的出
产品曰实行批评冶遥 关于批评袁特别强调野批评自己袁批评别人袁
受人批评冶的公式袁这是按周恩来意见纳入的遥

对于觉悟社的修行方法袁 社员刘清扬后来回忆说院野对于
觉悟社的每个成员来说袁都必须自觉地要求进步与学习袁自动
地过有规律的生活袁还要有团结互助尧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遥

觉悟社很快就得到了社会认可遥1919 年 11 月 25 日袁北京
叶晨报曳 报道称院野由纯粹的分子来结合而具有特别色彩的袁确
是微乎其微了袁记者敢对诸君说袁天津只有一个这种的团体袁
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噎噎这个团体就是耶觉悟社爷袁该社产

生了三个月袁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尧纯洁尧奋斗尧觉悟的青
年结合的小团体遥 冶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袁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后
来发展成为中共早期党员遥

互助社院野戒约八则冶
恽代英是五四运动前后长江中游地区最有影响的青年领

袖之一袁 他创办的互助社是五四运动前武汉地区最早出现的
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遥 在互助社的帮助和影响下袁健学会尧日
新社尧辅仁社等同类性质的社团纷纷成立遥

互助社成立伊始袁恽代英就提出野戒约八则冶袁即野渊一冤不
谈人过失遥渊二冤不失信遥渊三冤不恶待人遥渊四冤不作无益事遥渊五冤
不浪费遥 渊六冤不轻狂遥 渊七冤不染恶嗜好遥 渊八冤不骄矜冶遥 这些
戒约还根据生活实际随时补益袁如野对人不得加以鄙俗称呼曰
不可不用正当方法助人或求助于人曰 对于国事不可旁观亦不
可徒存悲观等冶遥 互助社对自修生活规定十分严格袁如野约法冶
规定袁凡在社内居住的袁必须尊重公共安宁及幸福袁必须按时
野作课冶及服务曰在此时间内袁任何人不得发生喧扰袁乱人注意遥

恽代英具有自律尧自省尧自讼精神袁他自述其受到大家拥
护的原因是个人的道德感召遥 恽代英过着极为苦行的日子袁以
记日记的形式不断反省自己袁努力做到自警自勉袁以提升自己
的品德修养遥 在日记中袁事无巨细均有记录袁尤以反省自己的
缺点尧不足居多遥

恽代英不仅主动自我批评袁 还对社友严格要求袁 进行督
察袁提出批评遥1918 年 6 月 19 日袁他对诸位社友进行点评院野景
陶袁思想颇密袁亦勇猛遥 但学者气似稍重袁于牺牲自己意见事袁
未免看得太重遥冶野伯言袁非能贫者遥与善人处固可为善袁与俗人
处或小有补救则能之袁欲其牺牲自己以成就他人袁尚未至此境
也遥 且或多半不免从政遥 冶野复初袁甚卓绝袁在小地位总有成就袁
惜定力多袁动力少袁独力改革稍大事业恐非所能望也遥 冶

恽代英具有刻苦自励尧恭谨笃行尧严于律己尧敢于批评尧团
队合作的优秀品格和勇于自我批评尧自我革命尧自我完善尧自
我净化的优良作风袁不仅使自己得到了事业进步尧人格完善和
道德完满的理想结局袁 也使得互助社等团体成员养成了公而
忘私的献身精神尧坚韧不拔的人格品质袁这与共产党人的精神
品质是一致的遥 这也正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后来成为共产党
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遥 (源自人民网)

早期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

八十多年前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怀着实现民族独立尧人民解放的崇高理想袁
以非凡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袁 在沿途各族
人民支持下袁 战胜强敌围追堵截和恶劣自
然环境等艰难险阻袁 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万
里长征袁谱写下野红军不怕远征难袁万水千
山只等闲冶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史诗袁铸
就了伟大长征精神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
野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尧学
习伟大长征精神尧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袁使之
成为我们党尧我们国家尧我们人民尧我们军
队尧 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
力遥 冶这就要求我们用好红色资源尧赓续红
色血脉袁 围绕包括红军长征在内的党在革
命尧建设尧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尧
重大节点袁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袁讲好
党的故事尧革命的故事尧英雄的故事遥

川西高原是红军长征途中按照遵义会
议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决定袁 冲破敌军重
重围堵尧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尧开展少数民族
革命尧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老区袁是集中体
现英雄主义尧爱国主义尧民族团结精神内核
的代表地之一袁是见证长征历史尧承载长征
精神的野红色高原冶遥 运用好这片红色土地
上积淀深厚尧数量众多的长征文化资源袁讲
好红军长征故事袁传播长征精神袁对教育和
激励全国人民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尧 走好今
天的长征路袁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
实意义遥

遵义会议后袁 红一方面军于 5 月上旬
自川滇交界处巧渡金沙江北上袁 进入川西
高原南部今攀西地区遥之后袁红一方面军经
今凉山州尧攀枝花市尧雅安市境北上袁进入
川西高原北部今甘孜州尧阿坝州境遥与此同
时袁红四方面军向西突破封锁袁于 5 月中旬
进入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遥 6 月袁红一方面
军翻越夹金雪山进入川西北今阿坝州小金
县袁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遥

红军长征自 1935 年 5 月初进入川西
高原袁至 1936 年 8 月底离开袁前后停留 16
个月遥 红军足迹先后遍及今凉山尧甘孜尧阿
坝三州和攀枝花尧雅安尧绵阳三市的 40 个
县袁翻越数十座大雪山尧三次穿越茫茫水草地遥 中央先
后在会理尧磨西尧泸定尧两河口尧卓克基尧芦花尧沙窝尧毛
尔盖尧巴西尧牙弄等地召开了 10 次政治局会议遥红军先
后组织了众多战役战斗袁在 18 个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苏区根据地建设及少数民族革命运动遥 数万名红军将
士把忠骨埋在了这片高原袁 用生命和鲜血绘就了壮美
的高原红色遥为此袁新中国成立后袁由周恩来总理提议袁
在这野红色高原冶的雪山草地上建立了野红原县冶遥

川西高原是长征精神代表性见证地和承载地之
一袁大量的文物遗迹尧文献记载尧故事传说和当年红军
途经的自然山水袁 将长征精神深深镌刻在了这片壮美
高原遥

长征是充满智慧和勇敢的大无畏英雄主义赞歌遥
红军在这片野红色高原冶谱写的野巧渡金沙江冶野彝海结
盟冶野强渡大渡河冶野飞夺泸定桥冶等传奇和野爬雪山过草
地冶史诗袁刻写的野战士们高举鲜红的旗帜奋勇前进冶
野勇敢的红军的意志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冶野智勇坚定袁
排难创新袁团结奋斗袁不胜不休浴 冶等标语袁汇成了长征
英雄主义赞歌壮美的乐章遥

长征是号召全国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宣言书遥 红
军在这片野红色高原冶发布宣言院野号召全中国全西北的
穷苦群众和少数民族武装起来袁 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
战争袁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袁反对国民党卖国袁驱逐
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噎噎夺回东北四省袁夺回康尧藏和
一切失地袁 实现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西北新
中国遥 冶凿刻尧墨书的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华北尧山
东浴冶野红军是北上抗日的军队浴要想渊救冤中国只有苏维
埃才能救中国浴 冶野红军是保护回番民族不当亡国奴的
军队冶野为中国独立自由奋斗到底冶等众多标语袁彰显了
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决心遥

长征是宣传践行平等互助民族团结精神的颂歌遥
红军在野红色高原冶持续开展了一年多大规模苏区根据
地建设和少数民族革命运动袁 通过了党的第一部少数
民族革命纲领性文件 叶中共中央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曳袁
为探索建立党的民族政策积累了大量经验遥 红军在这
里留下的大量宣传野共产党是工农穷人唯一的政党袁共
产党是为穷人谋解放尧 谋衣穿尧 谋饭吃袁 使穷人有土
地浴 冶野红军是保护人民的袁大家要安居乐业袁好好种庄
稼浴 渊藏文冤冶野红军是夷尧藏尧番尧回尧苗人的好朋友冶野回
番汉是一家人冶野各民族一律平等冶野番民与汉族人一律
平等冶野番回羌夷民族团结起来冶等标语袁为我们呈现出
一幅幅平等互助尧安居乐业的民族团结画卷遥各族群众
在自己生活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倾力支援红军袁 为红军
北上陕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人力保障遥 据不完全统
计袁 阿坝州各族群众支援红军的粮食就达 2500 多万
斤尧各类牲畜 20 多万头袁输送了 5000 多名子弟参加红
军遥 可以说袁没有各族群众竭尽所能的无私支援袁就没
有红军长征的胜利遥

川西高原作为红军长征途中自然条件最艰苦尧中
央政治局会议和大小战役战斗最多尧 滞留时间和行军
路线最长尧红军三大主力皆途经尧长征途中在民族地区
建设起大型苏区根据地的野红色高原冶袁在长征历史上
和传承弘扬长征精神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遥 新
中国成立以来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袁这片野红色高原冶续
写了川藏公路建设尧三线建设尧抗震救灾尧脱贫攻坚等
气吞山河的英雄赞歌遥长征精神尧两路精神尧三线精神尧
抗震救灾精神尧 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在这里一脉
相承尧生生不息袁展现出继往开来的豪迈与活力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传承弘扬长征精神袁 做出了建设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等一系列重大部署遥 川西高原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袁使之成为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渊四川段冤的示
范段袁肩负着成为开展党史教育尧传承弘扬长征精神窗
口基地的重要使命遥 川西高原的红色旅游资源将红色
文化尧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等紧密融合袁可以使来自全
国甚至全世界的旅游者在这片野红色高原冶接受红色文
化熏陶尧感受长征精神力量袁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贡献
智慧与力量遥 (源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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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8 月袁湘尧赣国民党军趁井冈山根据地兵力空虚袁
发起第二次野会剿冶遥8 月 30 日袁敌出动 4 个团的兵力进攻井冈
山黄洋界袁 红军以 2 个连的兵力与敌激战一天袁 成功击退敌
军袁即黄洋界保卫战遥 该战保卫了中国革命的野星星之火冶袁对
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据险构筑工事院野竹钉布下天罗阵冶
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袁 位于井冈山北面袁 海拔

1300 多米袁山峰峻峭袁地势险要袁哨前小路崎岖陡峭袁易守难
攻袁有野一夫当关袁万夫莫开冶之势袁毛泽东称野过了黄洋界袁险
处不须看冶遥

8 月 29 日袁 地处敌主攻方向的黄洋界哨口仅部署有 2 个
连的红军守卫袁且人均仅有不到 5 发子弹袁而湘敌吴尚部 3 个
团和赣敌王均部 1 个团已兵临山下袁分别拟从大陇尧茅坪进攻
黄洋界遥 针对双方巨大的兵力和火力差距袁红军依托黄洋界险
要地势袁构筑了五道工事遥 第一道工事竹钉阵院利用井冈山漫
山遍野的毛竹袁 制作大量两头尖锐且淬毒的竹钉埋在哨口通
向山下的路旁草丛中袁同时布置捕兽夹尧陷阱尧土地雷尧野马蜂
阵冶等机关袁限制敌人进攻路线袁使其无法隐蔽行进遥 第二道工
事篱笆障碍院把大树和毛竹砍倒横在路上袁阻滞敌人进攻袁亦
使我得以趁敌清除障碍之机瞄准射击遥 第三道工事滚木礌石院
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袁将滚木礌石置于险处袁作战时择机推下
山坡袁致敌损伤尧乱敌阵形遥 第四道工事壕沟院挖掘 5 尺多宽的
壕沟袁底部设竹钉等机关袁以阻滞敌人进攻遥 第五道工事射击
掩体院在哨口前构筑几道堑壕袁壕墙为垛形袁以石块和土坯筑
成袁高出地面 1 米多袁使敌难以接近袁而我则能依托掩体俯瞰
射击遥

8 月 30 日上午袁 湘敌吴尚部 3 个团从大陇方向进攻黄洋
界遥 战斗中袁由于地形及竹钉阵等工事限制袁敌只能沿着小路
鱼贯而上袁这使敌兵力和火力无法充分展开袁极大地抵消了其
火力和兵力优势遥 而红军在射击掩体中以逸待劳袁向下瞄准俯
射袁几乎弹无虚发袁敌为躲避子弹尧滚木礌石而向路旁疏散隐
蔽袁又被竹钉尧陷阱尧土地雷等杀伤遥 整个战斗中袁敌发动多次
进攻袁始终无法接近哨口遥 正如一首井冈山山歌所唱院野湘敌汹
汹犯井冈袁黄洋界下摆战场曰竹钉布下天罗阵袁敌人乖乖来送
枪冶袁黄洋界的险要地势和竹钉阵等工事弥补了我军兵力和火

力的不足袁是此战胜利的重要条件遥
巧妙运用战术院野空山计冶吓退敌军

在黄洋界保卫战中袁红军指战员巧妙运用各种战术袁使敌
军始终陷于茫然失措尧被动挨打的战争迷雾中遥

据险固守与主动防御相结合遥8 月 29 日袁留守井冈山的红
四军第 31 团首长朱云卿尧何挺颖等会同湘赣边界特委同志召
开作战会议袁作出战斗部署院由第 31 团第 1 营第 1尧3 连守卫
黄洋界哨口袁第 32 团第 2 营和特务连尧酃县赤卫队守卫八面
山等 4 个哨口曰另由第 32 团第 1 营尧宁冈赤卫大队和第 31 团
第 1 营第 2 连在山下主动游击袭扰尧牵制敌军袁捕其哨兵尧断
其交通尧截其粮草袁使敌后方不固袁疲于应付袁难以集中全力进
攻遥

正面阻击与侧翼奇袭相结合遥 红军以第 31 团第 1 营第 1
连负责阻击大陇方向之敌袁 以 1 个排的兵力在前沿阵地正面
阻击袁另 2 个排隐蔽部署在侧后翼袁以掩护尧接替前沿排袁在敌
进攻近前时从侧后对敌实施反冲击遥 此外袁大小五井赤卫队等
群众武装力量隐蔽在附近山头袁在敌进攻时从敌侧翼尧后方居
高临下用单响枪尧鸟枪尧土制手榴弹尧滚木礌石等袭击敌人袁使
进攻之敌陷于四面楚歌之境遥

英勇战斗与巧布疑兵相结合遥 针对井冈山兵力空虚的现
实袁红军指战员在扎实备战尧顽强阻击的同时袁使出了一招野空
山计冶袁智退敌军遥8 月 30 日下午袁敌吴尚部发起新一轮猛烈进
攻遥 其时袁 红军将仅有的 1 门刚修好的迫击炮运至黄洋界哨
口袁瞄准射出仅有的 3 发炮弹袁唯一成功爆炸的炮弹精准命中
敌设在腰子坑的前线指挥所袁对敌指挥系统造成很大打击遥 同
时袁隐蔽在附近山上的大量群众摇旗尧呐喊尧吹号尧在铁桶中点
燃鞭炮袁一时间土枪尧土炮尧滚木尧礌石尧子弹和冲杀声尧冲锋号
声以及铁桶鞭炮发出的野机枪声冶铺天盖地袁营造出漫山遍野
是红军的假象遥 敌误以为红军主力已回到井冈山袁不敢再继续
进攻袁趁夜退回酃县遥

充分动员群众院人民战争显威力
黄洋界保卫战是我军早期运用人民战争取胜的经典战

例袁此次战斗中红军能以 2 个连的兵力打退 4 个团的敌人袁
与井冈山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遥

广大农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果实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袁与

红军团结一心袁众志成城袁共御强敌遥战前袁宁冈县委领导根
据地群众坚壁清野袁使敌野给养无法接济冶袁难以持久作战遥
曾参加黄洋界保卫战的刘型回忆说袁敌野进入我早已坚壁清
野的宁冈袁无粮尧无柴尧无菜袁加上我赤卫队的骚扰袁找不到
向导袁派不出侦探袁哨兵被摸掉袁两眼漆黑袁两耳又聋袁陷入
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遥 冶在战斗准备中袁青壮年男子
组成的赤卫队尧暴动队等群众武装与红军一起打石头尧锯滚
木尧赶制土炮尧土地雷尧修筑工事曰妇女尧老人砍毛竹尧削竹
钉曰少先队尧儿童团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尧查路条袁严防敌
探曰男女老少齐上阵袁一夜之间就配合红军奇迹般地筑起几
里长的竹钉阵袁完成所有工事准备遥 在战斗中袁群众组织支
前队为前线送水送饭尧看护伤员曰运输队尧担架队向哨口运
送作战物资尧向后方运送伤员曰赤卫队尧暴动队等群众武装
则直接参与战斗尧配合红军歼敌遥大量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
参战袁极大弥补了红军守卫兵力的不足袁铸就了保卫黄洋界
的铜墙铁壁袁使敌铩羽而归遥

毛泽东得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袁欣然命笔袁留下脍炙人
口的叶西江月窑井冈山曳院野山下旌旗在望袁山头鼓角相闻遥 敌
军围困万千重袁我自岿然不动遥 早已森严壁垒袁更加众志成
城遥 黄洋界上炮声隆袁报道敌军宵遁遥 冶 (源自人民网)

保卫革命“火种”的黄洋界保卫战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
次授衔的上将之一袁许世友
是非常特殊的一位遥 他 8 岁
入嵩山少林寺学艺袁文化水
平不高袁 脾气比较急躁袁但
是在军事方面却心思缜密尧
机智灵活袁展现出了非同一
般的军事才干遥

高超的治军艺术
对于作战中遇到的难

题袁许世友善于发扬军事民
主袁 让大家一起想办法遥
1943 年 5 月袁时任胶东军区
司令员的许世友要带领部
队攻打日伪军的据点遥 敌人
在据点周围挖了深五六米尧

宽七八米的壕沟袁很难通过遥 有的连队在夜间悄悄往沟里填柴
草袁却被敌人发现了袁敌人扔来了燃烧弹袁把柴草都烧光了遥 有
的连队想把长梯子推送到壕沟对面袁但是沟太宽袁梯子掉进沟
里遥 有个连队想到一个办法袁就是在长梯子的下边安上两只活
络支撑脚袁用支撑脚抵住沟底袁把梯子往前推袁梯子横在壕沟
上袁支撑脚竖着支撑住梯子遥 战士先通过长梯袁在梯子尽头一
跃就可以跳到壕沟对面遥 这一方法试了几次袁又稳当又方便遥
许世友竖起大拇指袁夸赞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冶遥

有的队伍作战信心不足袁许世友就寻找机会袁提升士气遥
1943 年 12 月袁 许世友带着大家都认为比较弱的第 16 团去攻
打烟台南面的旺远遥 部队出发之前袁 许世友没有参与敌情研
究袁也没有参与作战方案的制定遥 部队出发的时候袁许世友说
了一句话院野出发遥 冶到了旺远后袁许世友对参谋人员说院野给我
找一本叶三国演义曳遥 冶之后就在指挥所看叶三国演义曳遥 刚开始
作战不顺利袁两次进攻都失败了袁团领导想向许世友请示怎么
办遥 参谋人员说袁许司令员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钥 肯定是要继
续打遥 团领导想想是这样袁就带着部队继续进攻袁终于炸飞了
敌人的碉堡袁 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遥 许世友说了第三句话院野走
吧遥 冶战斗胜利后进行总结袁许世友说袁我一共说了三句话袁结
果第 16 团把旺远攻下来了袁 这说明第 16 团不靠任何人也能

打胜仗遥 这一仗大大地鼓舞了该团的士气遥
严谨的作战准备

许世友每次接到作战命令后袁都会安排人去侦察情况袁自
己开始研究地图遥 许世友看地图全神贯注袁不许他人打扰袁有
时候一看就是一宿遥 他看地图很仔细袁并且记得准确袁被称作
野活地图冶遥 有一次部队行军袁作战参谋和向导在前面带路袁走
了一段路袁许世友说院野路走错了遥 冶参谋人员问完路发现确实
走得不对袁提前转弯了遥

1948 年袁部队准备攻打兖州遥 许世友要求对兖州的城防
工事进行侦察遥 侦察员们化装成商人尧农民多次进城侦察袁将
情况逐级上报袁指挥员们对兖州城防也都了如指掌遥 许世友问
了城墙的高度厚度尧铁丝网是否有电尧装甲车有多少尧巡逻是
否有规律等问题袁大家对答如流遥 许世友又布置了攻城的三件
准备工作院 一是在夜间由小部队佯攻袁 以便侦察敌人的火力
点袁研究我军的主攻突破口曰二是挖交通壕袁一直挖到城墙根曰
三是模仿兖州城防袁进行攻城模拟训练遥 正因为作战准备严密
细致袁1948 年 7 月 12 日袁 许世友发出攻城命令袁13 日敌人就
被全部歼灭了遥

突出的战略思维
许世友具有全局观念袁能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袁也

能够深刻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遥 1947 年 10 月袁许世友指
挥的东线兵团在胶河战役中大获全胜遥11 月袁蒋介石密令胶东
战场的第 9 师去徐州增援袁第 25 师转移到大别山区遥 中央军
委指示东线兵团尽可能延阻第 9 师尧第 25 师转移遥 当时有的
同志说袁现在进入冬天了袁我们缺衣少粮袁继续作战困难不少袁
敌人要走就让他走吧袁 正好减轻我们的压力遥 许世友严肃地
说院野我们拖住敌九师尧二十五师是支援其他战场遥 兄弟部队连
战连捷袁也是支援胶东战场袁这叫全军一盘棋冶遥 大家慢慢理解
了拖住敌军这两个师的战略意义遥

山东兵团司令部有几个人喜欢下棋袁 有空就摆开棋盘厮
杀起来遥 棋场如战场袁许世友喜欢看大家下棋袁也喜欢琢磨棋
局形势遥1948 年春袁全国战场形势变化巨大遥一次袁许世友和谭
震林都在看棋遥 许世友看着棋盘上的战况袁对谭震林说院这棋
盘上的形势袁就像全国战场的形势一样袁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
别山袁 这是给南京的老蒋来了个沉底炮袁 打乱了蒋介石的部
署遥 他继续分析全国形势院 蒋介石进攻的重点仍然是中原地

区袁中央军委为了牵制敌人袁要求山东兵团在津浦路中段发起
战役曰津浦线就像棋盘上的中线袁在中线发起战役袁卡断蒋介
石南北联系的通道袁可以直接威胁南京政府遥 谭震林非常赞同
许世友的分析袁说当务之急就是卡断津浦线袁控制战略要点遥
作战参谋迅速打开地图袁大家一起讨论作战方案遥

非凡的战术技巧
许世友对战术运用娴熟袁能够辩证地思考作战方法遥 在作

战过程中袁许世友根据地形尧敌军分布情况尧敌军力量强弱等
灵活运用各种战术袁指挥部队取得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遥

1941 年袁许世友在胶东进行反投降派的战斗遥胶东最硬的
投降派赵保原经过榆山一战袁伤亡惨重遥 赵保原不甘心被灭袁
从发城经赤山到万第摆起了野长蛇阵冶遥 许世友指挥部队将野长
蛇阵冶拦腰斩断遥 赵保原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日军和他一起修
建的一座座碉堡上遥 当时胶东的八路军不仅没有大炮袁连炸药
都没有袁想炸碉堡显然非常困难遥 许世友就指挥战士们在敌人
的碉堡之间修碉堡袁分割敌人的防御体系遥 敌人被我军修的碉
堡围了起来袁不敢外出遥 敌人碉堡里的粮食吃完了袁有的就偷
偷跑了袁甚至跑到八路军这边遥 赵保原急了袁为了防止士兵逃
跑袁就把五六个士兵拴在一起遥 后来袁这些士兵在碉堡里实在
撑不下去了袁就成串地逃跑遥 赵保原想出的野绝招冶没有保存好
自己的力量袁反而让八路军抓俘虏更便利了袁一抓就是一串袁
抓了 2000 多名俘虏遥

1948 年 9 月袁许世友指挥部队攻占济南遥济南城防工事坚
固袁守敌 11 万人袁司令官王耀武指挥作战能力强遥 济南战役将
是一场任务艰巨的攻坚战遥 许世友说院牛很庞大袁但是宰牛师
傅手一挥就能将其置于死地遥 济南城就像一头健硕的牛袁攻克
济南要采用野牛刀子战术冶遥 野牛刀子战术冶就是集中兵力袁像一
把尖刀直接插向敌人的心脏袁然后搅乱敌人的五脏六腑袁使其
毙命遥9 月 16 日袁许世友准备好野牛刀冶后袁战斗打响遥本来计划
西线主攻袁东线助攻袁结果东线的部队打得也很猛烈遥 东线作
战部队向许世友汇报后袁许世友说袁就这样打袁西面一把刀子袁
东面一把刀子袁两把刀子往里戳袁戳烂它的五脏六腑浴 经过指
战员的连续奋勇进攻袁王耀武不再野耀武冶袁8 天 8 夜后济南被
攻克遥 蒋介石本以为济南可以固守半年或 3 个月袁 接到电报
后袁竟怀疑电报有误袁派人乘飞机在济南上空看了看袁才不得
不相信济南已失守遥 (源自人民网)

军事干才许世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