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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邢台后， 太行深处的邢
台、内丘、临城、沙河西部尚未被染
指。 但国民党政权崩溃，八路军还未
开进。于是山河无主，群枭蜂起，天下
大乱，一些地主劣绅组织民团，拥兵
割据，企图阻止八路军开进；各会道
门组织乘机惑众扰民， 称霸一方；一
些溃散的“国军”也窜入山中，占山为
王，不时下山扰民，局面十分混乱。 11
月，中共人士杨秀峰率领的冀西民训
处和冀西游击队，协同一二九师抗日
先遣队开进内丘县岗底村和临城县
的赵庄、虎道村一带，发动群众，宣传
抗日，对溃兵收编，使之成为抗日武
装力量； 对会道门组织耐心说服争
取；对投敌汉奸坚决镇压铲除。 在此
基础上，成立抗战委员会，建立抗日
民主政权，打开了冀西抗日局面。 紧
接着，杨秀峰和先遣队又进驻邢西太
行深处的宋家庄， 举办抗日训练班，
建立游击队、自卫队、救国会，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热潮。 尔后，成
立了宋家庄抗日区政府。不久又在西
黄村成立了抗日区政府。之后向南先
后进驻皇寺、营头等村镇开辟了抗日
新局面。 12 月 12 日， 根据刘伯承师
长指示，在营头村成立邢台抗日县政
府，由胡震任县长。与此同时，由八路
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的“十
八集团军东北抗日第一游击纵队”到
达浆水镇。 此前，浆水镇 23 村代表曾
开会， 委派李梦平三赴山西， 寻找
红军。 这就是广为传颂的“三请红
军”的故事。 如今“红军”终于来到
浆水 ，全镇百姓顿时热泪盈眶 ，一
片欢腾。 经广大群众、各方人士民
主选举、协商 ，成立了浆水抗日临
时政府，由李梦平任主席。 1938 年 4
月，四个抗日政府合并改组为邢台县
抗日政府，胡震任县长。下设路罗、宋
家庄、营头、马河五个区政府。从而实
现了政令、法令的统一。 11 月末，先
遗支队到达沙河西部的朱庄、纸房村
一带。不久在蝉房村建立沙河县抗日
政府。 至此，冀西各县抗日政府全部
建立， 标志着冀西抗日根据地的形
成。

1937年秋， 中共中央指示冀豫晋
省委书记李青玉来到冀南， 恢复成立
冀南临时特委， 按照中央制定的全民
抗战方针对大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政
策进行调整，随之，各县党组织及抗日
武装相继恢复建立， 暴动失败时转移
分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重回冀南，
投入战斗， 全民抗战的红色火焰迅速
在冀南大地上熊熊燃起。

12 月 13 日， 一二九师派遣由 30
名干部组成的挺进支队西出太行，穿
越平汉铁路，来到冀南，在滏阳河西广
泛点燃了抗日烽火。 他们同隆平县委
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建立壮大抗
日武装，成立抗日民主政权，迅速打开
了全民抗日的崭新局面。 一二九师在
派出挺进支队之后， 又相继组成以陈
再道为司令员，以李青玉为政委的“八
路军东进抗日游击队”（简称“东纵”），
到达冀南，与挺进支队会合，进一步扩
大了抗日的影响， 鼓舞了抗日力量的
士气。 当“东纵”挺进至巨鹿城下时，这
里正发生着一场严重危机。 盘踞在任
县、 隆平一带的土匪枭首刘国栋率领
数千匪众兵临城下， 向据守县城的反
动势力头目县保安团长王文珍发起攻
势。 一场狗咬狗的厮杀火拼一触即发。
如不解决这场危机，不仅阻挡“东纵”
进程，影响原定行动计划，也不利于抗
日局面形成， 并会对今后根据地的开
辟带来后患。 于是，“东纵”首长以过人
的智慧和强大的实力威慑与攻守各方
进行谈判，取得成功。 刘国栋率部撤出
巨鹿， 接受改编； 八路军最终进入巨
鹿， 进而帮助各界经协商建立了县抗
日民主政权。 受到广大抗日力量和民

众的欢迎拥护， 使少数反对抗日企图
投敌的人受到震慑。 随之，“东纵”乘势
东进，不久进入冀南腹心重镇南宫。 从
此以南宫为中心基点，向南、向西进行
战略展开。 相继收复广宗、平乡、南和、
宁晋、威县等县城，形成了广大的抗日
根据地。 1938年 6月，中共中央、毛泽
东主席指示一二九师领导， 派杨秀峰
率领一批工作人员进入冀南， 到达南
宫，帮助冀南各界召开代表大会，民主
讨论、协商、选举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
公署，选举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为副
主任。 管辖邢台地区和石家庄、邯郸、
衡水、沧州的部分地区共 15县。 从此，
冀南地区实行了领导和政令的统一，
各项事业开始步入正轨， 到处呈现蒸
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标志着冀
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并巩固。

1938年 10月， 日军攻占武汉、广
州后， 认为国民党军队已不再对其构
成主要威胁， 即停止对其以正面战场
的战略进攻，转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
事打击为辅的战略方针。 从此，把进攻
的重点转向华北， 特别是共产党领导
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军在华北的兵
力由 11 个师团增至 20 多个， 占侵华
军力的一半，约 60 万人，对各根据地
分割、封锁和轮番扫荡，企图以优势
兵力先控制平原，封锁山地，尔后进
攻山地，各个击破抗日部队，摧毁根
据地。 于是，太行冀南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与一二九师并肩战斗，患难与
共，展开了波澜壮阔、英勇卓绝的八
年抗日斗争，用生命和热血描绘了一
幅壮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1938 年底，日军出动 3700 余人，
分四路对刚刚建立的冀南根据地实
施首次大规模扫荡。面对优势兵力的
日军大规模进攻，八路军主力部队采
取分散作战，灵活制敌的战术，主动
放弃南宫和各县城， 依托广大农村，
在抗日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配
合下，与敌周旋，昼伏夜出，到处袭
扰、阻击、伏击敌人，使敌四处挨打，
不堪袭扰。“东纵”在县游击队配合、
支援下， 于巨鹿二郎庙村阻击日军，
两天激战，打退敌人四次进攻，歼敌
100 多人。 宁晋日军外出扫荡，遭“东
纵”一部痛击，回城时又被冀豫支队
伏击，200 人被歼。 占领南宫的日伪
军南犯。 一路遭“青纵”一部伏击，三
辆汽车被毁，狼狈返回；另一路遭七
七一团猛烈阻击后也退回城内 。孤
守城中的敌军在八路军游击队连续
不断的袭击围困下，缺吃少喝，无险
可依，难以坚持，遂弃城北撤。 至此，
日军的第一次大扫荡宣告破产。1939
年 1 月，日军又出动主力三万，东西
双向夹击， 向冀南展开第二次扫荡，
企图彻底摧毁冀南根据地。刘伯承师
长于扫荡前亲率三八六旅和先遣支
队进入冀南，与先期到达的徐向前副
师长、邓小平政委对反扫荡的战略战
术进行认真部署并直接指挥。决定避
其锋芒，暂时撤出各县县城，将部队
分为若干集团，分区作战，互相策应，
避实击虚，寻机歼敌。 军区司令员陈
再道指挥“青纵”各团、各支队与敌转
战周旋。行政公署发布战争紧急动员
令， 动员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战，配
合部队拆城破路，藏粮空舍。 号召各
县政府和抗日武装转入农村工作，开
展游击战。 冀南军民同仇敌忾，决心
狠狠教训一下狂妄的日本强盗。陈赓
率三八六旅于威县以南的香城固设
伏， 先派小股部队诱袭城内日军，引
敌出城。 在威县城南，陈赓的骑兵连
飞马扬鞭，往复奔驰。 城中日军不堪
诱惑，分乘九辆汽车出城向骑兵连猛
扑而来。 骑兵连从容不迫， 且战且
退，在第什营一带对敌予以强烈阻击
后， 又扬鞭而去。 日军恼羞成怒，穷
追不舍，终于被诱入伏击圈。 埋伏已

久的八路军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这
群不可一世的强盗顿时陷入灭顶之
灾，被全部歼灭，共歼敌大队长以下
200 多人，取得赫赫战果，被刘伯承
盛赞为“平原上的模范游击战”。

日军在对冀南根据地扫荡之后
又对太行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
荡。 1939 年 7 月日军集 5 万余重兵，
分九路围攻太行晋冀豫根据地，即
“第二次九路围攻”， 均遭到八路军
沉重打击，纷纷被迫回窜。 邢台西进
日军行至浆水， 遭到八路军先遣支
队、青年纵队和邢台县独立营、自卫
队的猛烈阻击，歼敌数十人，被迫停
止西进，返回邢台。 九路围攻以失败
告终。 为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八
路军总部发动了“百团大战”。 大战
打响后，太行冀西根据地和冀南根据
地出动十个主力团和游击队及 25 万
抗日群众参战，在南起沙河，北至石
家庄以南数百里的平汉路上展开全

面大破击，攻占多个据点，炸毁多座
桥梁和数列火车。 邢台至内丘 60 华
里长的铁路被摧毁，沉重打击了敌人
对根据地进行封锁禁锢的企图。

1941 年 5 月， 日军出动 25000
人，分四路合击驻浆水地区的八路军
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师生、指战员则
采取“敌进我进，方向相反，擦帮而
过”的战法，与敌周旋打游击。抗大战
士分三个独立行动分队， 分别向和
顺、内丘、沙河山区转移隐蔽 。 他
们从容不迫 ，果断勇敢 ，从敌人分
进合击的空隙中迅速穿插而过 ，
往往化险为夷，顺利转移。 已转移
到外线的抗大指战员则趁敌后方
空虚 ，突至邢台，对其大本营发动
袭击， 使敌首尾难顾， 被迫中途撤
兵，终告失败。 抗大英雄们以神奇的
战法战术与敌周旋，进行游击，终于
成功突围，胜利返校。 受到中共中央
和毛主席的电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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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7年 11月，日军侵占太原，国民党南撤。从此，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
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跃居主要地位。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指示八路军一二九师先后深入
太行山区，开辟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和东进冀南平原，开辟冀南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
人民武装，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于是，可歌可泣的邢台敌后八年抗战
拉开了序幕。

� � 太行冀南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同日本侵略
者进行了长期艰难卓绝的殊死斗争， 一次又一次地打
败了日寇的蚕食进攻和扫荡， 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
件投降。 9 月 24 日，太行冀南部队解放邢台，长期受奴
役的邢台人民终于获得新生， 邢台这座历史古城重回
人民手中。

■唐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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