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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不可替代的湖南
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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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抗日战争期间，湖南作
为战略防御阶段大后方重要的战略基地、相持
阶段的主要战场之一、反攻阶段正面战场反攻
的起点和第一次受降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
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重大贡献。

一、红色砥柱中流不可替代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以

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
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
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左权、
贺龙、罗荣桓等为代表的湘籍共产党人，在中
国共产党的统一决策部署下，高扬全民族团结
抗战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卓有
成效地领导军民抵抗日军，奏响了一曲曲气壮
山河的英雄凯歌，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
勋。特别是中共领袖毛泽东，他撰写的《论持久
战》，不仅引领了全国抗战的方向，而且他倡导
的“游击战”，对日军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
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
的浴血战争”。日军不得不承认“中共游击战”

“其对全盘作战，裨益良多”。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同样发挥了中流砥柱

的作用。1938年8月13日， 中共湖南省委发表
《保卫湖南宣言》，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响
应。 湖南党组织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密切配
合，在民族危亡之际积极作为，推动建立和发
展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湖南

“黄金发展期”。长期坚持斗争的湘鄂赣、湘赣、
湘粤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 从民族大义出发，
捐弃前嫌，走出丛林，改编为新四军，毅然开赴
抗日前线。周恩来、叶剑英亲赴湖南，指导合作
抗战，在国军中激起了强烈共鸣。周恩来还赠
言南岳僧人“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徐特立、吕
振羽、田汉等共产党人在湖南掀起了文化抗战
的浪潮，点燃了保卫大湖南、抵御外侮的怒火。

1943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进军湖
南，在中共石（首）公（安）华（容）县委的配合
下，开辟了桃花山抗日根据地，多次粉碎了日
军的疯狂“扫荡”。支队还抓住有利时机，主动
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保卫和扩大了根
据地。石公华抗日根据地犹如一盏明灯，照亮
了湘西北地区，给老百姓带来了抗战必胜的希
望和信念。当时华容一位老人挥毫写下了这样
一副春联：“新四军拼命抗日， 老百姓安心过
年。” 表达了老百姓的感激之情。1944年10月，
中共中央派王震、 王首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

“二次长征”，建立湘鄂赣边区党委、军区和行
政公署，成立湘中地委，将张鹏飞、马扬德两支
抗日游击队编成“湘粤赣人民抗日自卫军”。南
下支队在湖南艰苦转战半年， 征战19个县市，
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湖南人民的抗日斗
志，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人民心目中的地
位和声誉。

中流砥柱，坚不可摧。中国共产党高擎全
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旗帜，在湖南抗日军民中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战略后方的坚强支
撑，还是文化抗战的蓬勃兴起；不管是正面战
场的激烈搏杀， 还是敌后战场的奋力开辟，共
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深
入人心，转化成了全民族团结抗战、抵御外侮
的磅礴力量。

二、勇敢面对暴行不可替代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对长沙、衡阳

等市疯狂攻击，对厂窖等地无辜平民实施灭绝
人性的大屠杀，对常德等地发动令人发指的细
菌战、化学战，对潇湘大地70%的市县狂轰滥
炸，造成260余万老百姓死于非命，90万余栋房

屋被毁。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
策，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其罪恶行
径，罄竹难书！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面
对日军的法西斯暴行， 湖南人民挺身而出，勇
敢地与侵略者展开搏斗，以血肉之躯，保家卫
国， 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御敌篇
章。1946年出版的《七七抗战史迹专册》，记载
了部分为国牺牲的抗日官兵，还表彰了30余位
民间“特殊忠勇”抗日烈士。他们是“日寇何足
惧，湘人不可侮”的典型代表。

1938年11月9日，日军攻陷临湘。丁先英，
这个不满10岁的小学生不慎被日军抓住，不仅
断然拒绝为日军带路，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等口号，被恼羞成怒的日军“砍成几块”。
岳阳县协成乡14岁的小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
去带路， 他趁机将日军引入中国军队的埋伏
圈。结果，日军被毙80余人，金亦壮烈牺牲。

1939年9月23日，日军侵入营田镇，到处奸
淫掳掠。该镇武穆乡农民易玉涛的妻子在逃避
中被敌人开枪打死。 易拿把菜刀躲在门后，接
连砍死了两个闯入的日军士兵。日兵闻声蜂拥
而至，开枪将其杀害，并烧毁了他家的房屋。易
的两个儿子藏匿于屋后草丛中， 亲眼目睹了整
个惨剧的经过。12月14日， 田汉赴湘北采访，编
写反映第一次长沙会战剧本， 详细询问了易的
两个儿子，捐资将其父母合葬于故宅屋后，亲自
题写“易玉涛勇士夫妇之墓碑”，并赋诗一首予以
赞扬，最后两句：“人人易玉涛，中国不会亡。”

湘籍军人更不是孬种。在第二次长沙会战
中，第99军295团1营少校营长、桂阳人曹克人
率部守卫湘阴，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曹克人身负重伤被日军所俘， 但他宁死不降。
残暴成性的日军剥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四肢用
铁钉钉在当地一个祠堂的墙壁上，将他活活折
磨而死。后来，湘阴人民在县城郊义山上修建
了一座庄严的纪念塔，素称白骨塔，塔前石碑
坊上刻着一副对联：丹心悬日月，白骨镇山河。
这是对曹克人及其部下的缅怀和悼念。

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进犯长沙。中国
军队拼命抵抗，与来犯的日军顽强血战，识字
岭、陈家山等阵地顿时血肉横飞。日军被迫突
围，又遭到中国军队的堵截。敌人为救其“王
牌”师团，出动了84架飞机参战，左冲右突，仍
不得脱身。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日军所剩无
几。面对残暴的日军，沿途百姓早就深恶痛绝，
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追击敌人的队伍， 用锄头、
扁担、菜刀砍杀日军不下千人。

三、重要战略后方不可替代
湖南地处中国中部腹地，人口众多，资源

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爆发后，湖南一
方面加快交通网络建设，同时加强了战略物资
的开发保障和兵源输送，成为抗战初期的重要
的战略后方基地。

为支援抗日前线，湖南加速修通了全省的
主要公路干线，完成了粤汉、湘黔、湘桂三大铁
路在湖南的接轨，抢修的湘桂、湘黔、川湘公路
相继通车，相继建成了衡阳、芷江机场。湖南顿
时成了连接大西南和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

湖南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
矿之乡”， 这些矿产资源是中国军事工业和出
口换汇急需的战略物资。1938年， 国民政府公
布《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拟以湖南中部
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
域”。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提出建设湘潭炼铁
厂年产30万吨， 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30万吨，
开发水口山铅锌矿年产5000吨的目标。东南沿
海内迁大后方的工厂约有三分之一落户湖南。
一时间，三湘大地变成了大后方战略物资的集
散地、生产地和中转站。各种战略物资源源不
断地从这里运往前线，全省及周边各省的兵源
从这里开赴战场。

湖南不仅肩负着战略撤退中转的任务，而
且从人力、物力、财力和兵源上积极支援前线，
各界爱国人士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献
枪，共赴国难”的号召下，形成了支援抗战的热
潮。从1937年8月18日至10月26日，湖南人民抗
敌后援会便募款68万余元、布鞋4万余双、毛巾
13万条、药30余箱、棉背心3000件、布袜1万
双。1940年10月20日， 长沙市商会电全省各
县、镇商会发起捐献“湘商号”飞机参加抗战。
至1942年5月底，全省捐机款逾700万元，可购
飞机50架，居全国之冠。武汉沦陷后，三湘子弟
踊跃参军参战，涌现了妻送郎上前线、母携子
赴战场、父子兄弟共疆场的景象。祁阳县39岁
的周咏南带子从军，一时传为佳话。八年抗战，
只有3000万人的湖南，征募兵员210多万，总人
数仅次于四川， 平均每15个湖南人中有1人参
军，居全国之首。1944年3月5日，在国民政府行
政院会议上，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
席薛岳说：“湖南省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万匹、军粮1000
万石外，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

四、六大浴血会战不可替代
湖南“绾毂南北，控制东西”，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相持
阶段，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进行了22次
大的会战，其中6次发生在湖南境内，三次长沙
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其交战
之激烈、伤亡之重大、影响之广泛，都是其他省
份和战役难以比拟的。

第一次长沙会战，据守斗篷山和金龙山的
胡春华营，与敌人激战3昼夜，除7名重伤员先
期撤出外，全部英勇牺牲；据守草鞋岭的史恩
华营，抗击日军奈良支队的疯狂进攻，抱着“誓
与阵地共存亡”的信念，全部壮烈殉国。第二次
长沙会战， 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率部在竹山
铺阻击日军，血战阵亡；第57师师长李翰卿在
与敌人搏杀时，中弹身亡。第三次长沙会战，中
国军队先节节抵抗，尔后在长沙城内与敌人肉
搏厮杀，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残余日寇最终依
靠施放毒气和空军掩护才得以逃回据点。当
时，恰逢日军偷袭珍珠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
节节败退。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12月7
日以来，同盟国惟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
沙大捷。” 美国总统罗斯福高兴地说：“盟军的
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

常德保卫战，被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
卫战”，中国军队以一个师的兵力，与来犯的日
军浴血奋战16昼夜， 歼敌5000余人， 而守军
8000多官兵仅剩500余人。打响常德保卫战第
一枪的柴意新团长，掩护部队突围，率部向敌
发起猛攻，被日军扫射中弹倒下，仍高喊着“中
国万岁，中国人万岁！”在常德血战中，“阵亡第
一将”彭士量系浏阳人，他在会战中身受重伤
仍喊杀不止，临终之前，拼力高呼：“大丈夫为
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后被国民
政府追授中将。

衡阳保卫战，是长衡会战的高潮。守城的
第十军官兵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日军的轮番攻
击，以伤亡15000余人的代价，歼敌2万余人，杀
伤近6万余人，坚守孤城47天，创造了抗战期间
坚守一个城市时间最长的奇迹。日军中将师团
长佐久间为人，中将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联
队长和尔基隆、大桥彦四郎，均丧命于衡阳。远
在延安的毛泽东，通过《解放日报》社论，称赞

“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1946年， 衡阳被
国民政府命名为全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

据统计，在湖南境内的历次作战中，中国
军队官兵阵亡达近30万人， 消灭日军20多万
人，其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 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湖
南人民也舍生忘死，参与到大会战中，组织了
近百余万人的侦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宣传队

和慰劳队，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数
百支游击队和近6000人的自卫队， 活跃在湘
北、湘中、湘南，它们积小胜为大胜，有力地牵
制了日军的兵力，对协助六次大会战作出了重
要贡献，涌现了涂正坤、陈宗尧等一批著名的
抗日英烈。

五、协同盟军作战不可替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率先倡议建立反

法西斯同盟，得到美、英、苏等26个国家的响
应，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此，中
国军队与盟军相互配合、并肩作战，共同对抗
法西斯的侵略。湖南抗战更是先人后己，不仅
直接参与盟军作战，而且为盟军提供了不可或
缺的坚强保障。

日军“北进”行动一直是德日法西斯协同
配合、打败苏联的重要计划。为此，日军曾两次
试探虚实， 令苏联忧心忡忡。1941年苏德战争
爆发后，德国一再要求日本北进、夹击苏联。日
本内部也有人力主对苏开战。在苏军面临两面
夹击危险之际，中国军队拖住了此时日军51个
师团中的35个师团，与第九战区对峙的日军第
11军4个主力师团及26个炮兵大队更是深陷湖
南战场，动弹不得，令日本大本营被迫放弃“北
进”，帮助苏军解除了后顾之忧。湖南人还直接
参与苏军对德作战。 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艰难岁
月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一
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转战千里，直捣柏林；益阳
人唐铎，驾机与德国法西斯鏖战100余次，屡建
奇功，被誉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雄鹰”。

占领缅甸、攻向印度，是日军作战的重要
目标， 也是其实现与德军战略配合的重要步
骤。1942年，为了援助英军，中国军队在抗战极
为困难的情况下，从湖南战场抽调主力组成远
征军。4月17日， 缅甸战场7000余英军、500名
美英传教士和记者被日军围困在仁安羌。远征
军新38师113团奉命驰援。 该团从团长到士兵
几乎全部是湖南人。19日拂晓， 仅有800人的
113团向3000多日军发起猛攻。据《新华日报》
报道：“经二日之血战，卒将仁安羌克复，并救
出被多数日军困围之英军，此役日军死伤五百
余，我军仅死伤百余。”战斗中，担任主攻的团
副兼3营营长张琦（祁阳人）壮烈牺牲。仁安羌
大捷，一时轰动世界。后来，中国远征军分为驻
印军、远征军，其中驻印军副总指挥、第11集团
军总司令、 第20集团军总司令等均为湖南人，
湘籍军长、师长更是达数十人之多。从1943年
10月到1945年3月，为了配合盟军反攻，中国远
征军先后发起缅北、滇西战役，共歼灭日军6万
余人，极大地减轻了盟军的作战压力。

湖南军民不但与盟军协同作战， 而且对
盟军作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为了满足
盟军的需要，湖南发动大量民工，以原始土工
作业，修建了衡阳、零陵、宝庆、芷江等空军基
地，投入大批部队保护野战机场，保障盟军空
中力量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和对日军作战。
其中，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就驻扎在芷江机
场。1942年，国民政府在芷江建成了盟军在远
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唯
一能起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1944年
10月6日，罗伯特·霍勒·厄普邱奇驾机在酃县
（今炎陵县）与日机空战时不幸遭重创，在跳
伞后于桂东县境内英勇献身。 当地百姓厚葬
了这位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飞虎”英
雄。湖南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时急需的钨、
锡、桐油等战略物资，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
供了坚固的战略支持。

六、最先见证胜利不可替代
1945年 8月15日，日本播放天皇裕仁亲自

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正式宣布无条件投
降。至此，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
民的伟大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

告终。
八年烽火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素有

“全楚咽喉，滇黔门户”之称的芷江，一下子成
了举世瞩目的焦点。最初，中国战区受降地并
非芷江，而是选在江西玉山。对此，国民政府高
层许多人提出异议。8月17日晚，蒋介石在重庆
官邸与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和国
民党要员就受降地点进行商谈。魏德迈也建议
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 陈述了两条理由，得
到蒋介石的首肯。据1945年《时代精神》四五六
期合刊集锦的《芷江受降记》一文记载：一、芷
江为敌丧师折众进攻未逞之重镇，今春湘西会
战， 为我转胜起点， 中国八载抗战卒告胜利；
二、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大机场银鹰相
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
站立，一片朝气，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势力，有所
戒惧。这一说法，多年后在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
夫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芷江机场飞机不下数
百架之多，它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
停地起飞降落， 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
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8月21日上午11时15分钟， 日军中国派遣
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乘机抵达芷江，绕
机场低飞以示敬意，然后徐徐降落。今井武夫
等人被验明身份之后，先被引至临时搭建的帐
篷内休息。稍后，他们坐上两辆插着白旗的美
式吉普，前往住所。15时，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
何应钦前来主持受降仪式的陆军总部参谋长
萧毅肃中将已在受降会场就座，他的右方是副
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
柏德诺准将和翻译官。 对面是日本投降代表
席，中间是今井武夫，右边是桥岛芳雄中佐，左
边是前川国雄少佐， 右侧是翻译木村辰男。两
旁是嘉宾和新闻界的席位，一边入座的是中国
正面战场各战区长官，另一边则早已挤满了等
候多时的中外记者。15时20分， 今井武夫等来
到会场外，立即自动停步，等候命令。直到萧毅
肃示意允许， 他们才进入会场， 然后脱帽、立
正、鞠躬后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

16时，“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在芷江七
里桥飞虎队营地举行。萧毅肃首先介绍自己与
其他中美代表， 然后查询今井武夫等人的身
份，要求今井武夫出示投降的授权证明。今井
武夫略为犹豫，随即出示了冈村宁次派他前来
乞降的命令副本，桥岛芳雄连忙将此件呈到萧
毅肃的面前。验明身份后，萧毅肃要求今井武
夫缴出中国战区以及越南、台湾日军兵力配置
图和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桥岛芳雄打
开黄色皮包，将一张涂有颜色的详图在萧毅肃
的案前展开。萧毅肃取出何应钦要求今井武夫
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由工作人
员以中、日、英三种语言高声朗读。宣读完毕
后，中方翻译将准备好的收据和毛笔墨盒送到
今井武夫的桌上。 今井武夫头上直冒冷汗，身
旁的副官桥岛芳雄、 前川国雄也是双唇紧闭，
如坐针毡。 今井武夫低头看了备忘录几眼，拿
起毛笔在收据上写上“今井武夫”，再盖上一枚
椭圆形的朱红印章。 收据由中方翻译收回。今
井武夫欲对一些问题说明， 遭到萧毅肃婉拒。
萧毅肃说：“关于日军投降应执行之事，除了备
忘录所列各项外，有关技术上的细节，另行谈
话。我们为贵官安全起见，以后谈话即在贵官
住所举行，前来洽谈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所指
定的中美军事人员，除此之外，不得与他人洽
谈。凡有询问，希望贵官据实答复，现在请退
出。”于是，桥岛芳雄将桌上文件谨慎地收进皮
包，今井武夫率随员起身鞠躬离座。受降仪式
历时1小时。

芷江受降，一举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也使湖南有
幸成为了近百年以来第一次由侵略者向中国
人民乞降的地方。

（执笔：张志初、桂新秋、罗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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