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等关于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
时局好转的佳电 的时间考证

陈  标

  内容提要  毛泽东等关于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时局好转的佳电 的时间有 1941年 10月 9

日和 9月 9日两种说法。据笔者考证, 前说正确, 后说有误。

关键词  毛泽东  朱德  抗日战争  国共合作

毛泽东等关于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时局好转的佳电 (以下简称佳电)是一份反映皖南事变

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继续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文献, 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参谋长叶剑英发给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和野战政治部主

任罗瑞卿、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治委员刘少奇、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

其时间有 1941年 10月 9日和 9月 9日两种说法。据笔者考证, 10月说正确, 9月说有误。

10月说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书, 该书在 配合湘洛

作战的方针 一文的题下标注 1941年 10月 9日, 全文为:

彭左罗,并陈刘,陈罗:

敌攻湘北, 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新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

能的袭击, 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

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所有上述方针,其目的都

为争取时局好转。

毛朱王叶  九日 !

9月说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 毛泽东军事文集 一书,该书在 配合国民党军

作战争取时局好转 一文的题下标注1941年9月 9日 ∀ ,电文的抬头中少了#并∃字, 落款中多了#九
月∃二字。

此后,沿袭 9月说的书籍甚多。例如 八路军 %文献 一书在 毛泽东等关于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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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时局好转的佳电 一文的题下也标注 1941年 9月 9日 ! , 毛泽东年谱( 1893- 1949) ∀、毛泽

东军事年谱( 1927- 1958) &、陈毅年谱 ∋、刘少奇年谱 (、朱德年谱新编本 )、罗荣桓年谱 ∗

和 叶剑英年谱 +均在 1941年 9月 9日条下摘引了佳电的内容。

而有些书对 10月说和 9月说的是非难以断定, 只好兼采两说。例如 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

( 1893- 1976) ,和 朱德军事活动纪事( 1886- 1976) 均分别在 1941年 9月 9日条和 1941年 10

月 9日条摘引了佳电的内容。可是这样一来,一份电报就变成两份电报了。

因此,有必要对佳电的时间进行考证。

第一,从电文发出的背景看,应当是 10月而不可能是 9月。

佳电的开头是#敌攻湘北,又犯郑、洛∃,查有关史实是:

#敌攻湘北∃指 1941年 9月 7日日军进犯湖南长沙  , 9 月说似据此而定。但是#攻∃字应为
#败∃字之误,实际上说的是 10月 1日#敌败湘北∃。根据一: 1941年 10月 8日延安 解放日报 曾

发表社论,指出:日军自长沙前线败退之日,又是他向郑州发动新的进攻之时。长沙的胜利,使我们

兴奋,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自满。郑州撤守, 敌人有向西南窜扰的可能, 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丧志。!

根据二: 10月 15日 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关于准备配合华中友军作战问题致贺龙等电 称#敌自湘
北败退后.十月初又犯郑州,并有相机占洛阳企图。∃

敌犯郑州的时间是 10月 2 日。 中日血战三部曲 写道: 10月 1日, 日军第十一军从长沙撤

退, 2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三十五师团进攻郑州, 4日,日军占领郑州。∀ 中华民国实录 也记载:

# 10月 2日 日军进犯郑州。日军 5万兵力并配合化学兵由中牟等地分三路向郑州进犯。4日陷郑

州。5日陷温县。6日陷荥阳。继而于 10日陷须水、三官庙等地。∃ #

至于#又犯郑、洛∃中的敌犯洛阳, 则是 1941年 10月中共方面对日军企图的一种估计。上引

10月 8日 解放日报 社论就曾说: #郑州撤守, 敌人有向西南窜扰的可能∃。10月 10日朱德、叶剑

英致王世英电和 10月 15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致贺龙等电也都谈到敌犯洛阳的企图(详下)。10

月 11日, 彭德怀复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电也说:如敌未犯潼、洛及豫西南, 仍以随大军进退

为宜;如敌攻潼、洛及豫西南, 则可相机转入敌后, 与八路军或新四军联络。∃

显然,根据佳电的开头,可知它是毛泽东在 1941年 10月 1日敌败湘北和 10 月 2日敌犯郑州

后,并有可能是看了 10月 8日社论后起草的,其时间不可能是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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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笔者目前见到的与佳电内容紧密相关的五份电报除一份被误定为 1941年 9月之外,其

余的时间都是 1941年 10月。

10月 10日朱德致电彭德怀、左权转袁晓轩:敌寇攻湘,已遭失败,现已向郑州方面进犯。我们

已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即与敌后友军取得联络, 并向敌各重要交通线进行有效的破击, 以配合友

军作战。要袁晓轩呈卫立煌转饬前线有关部队与本集团军部队多取联系。!

同日, 朱德、叶剑英关于将策应郑州作战事告阎锡山致王世英电 称: #世英:敌向郑洛进犯,国

军正集中力量抗敌, 并令敌后各部队向敌进行游击破坏。我军为策应郑州作战,已令各部与敌后友

军取得密切联系,向敌各重要交通线进行有效的破击,以配合友军作战。望将此意转呈阎长官,转

饬敌后有关部队,与本军进击部队多取联系, 共同对敌。朱叶∃ ∀

上述两个电报中所称#已令∃指的就是佳电所令: #我八路新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

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

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

接到佳电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均作了相应的布置:

10月 12日(被误判为 9月 12日)陈毅、刘少奇发布关于配合国民党打击进犯郑州、洛阳之日

军的命令: #奉中央军委佳电, 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已集中力量抗战,我新四军各部应向各

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 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决定各部行动如下: (一)四师即派得力部队以一

个连至一个营为单位,选择蚌埠至徐州间之铁路, 向敌进行可能之袭击破坏,另一部对徐州以东之

陇海路进行可能之袭击。(二)二师即派得力之一部破坏明光至蚌埠及滁县至浦口之铁路。(三)六

旅应以得力一部破坏淮南地区段(巢县以北)。(四)五师应组织数个精干游击队,破坏平汉路南段。

(五)七师派队设法破坏淮南路南段(巢县以南)。(六)三旅派队破坏淮海南段之公路。∃ &

10月 15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发出关于准备配合华中友军作战问题致贺龙等电:

贺、关、聂、刘、邓、陈、刘、罗、肖、吕、程、陈、宋、杨、苏、陈、薄、黎、罗∋,并报军委, 陈、刘致

华中局:

(一)敌自湘北败退后.十月初又犯郑州, 并有相机占洛阳企图。

(二)对湘北胜利及攻宜昌之胜利,以及我晋察冀边区反#扫荡∃胜利, 收复阜平胜利,各乒

团应利用一切时机与方法,向敌占区人民及伪组织伪军等扩大宣传,以争取伪军伪组织之动

摇,开展敌占区及敌伪军中之我工作。

(三)华中战局有扩大可能,我各兵团应严格注意敌军动态(特别是平汉线)之侦察,随时电

告。同时应即开始准备, 于适当时机以破 坏路翻车,截敌交通(主要是以地雷炸车) ,扩大我军

行动影响, 以游击姿势配合华中友军作战。

甲、聂、肖、吕、程担任石[家]庄以北之平汉线及北宁、平绥线、特别靠近平津附近。

乙、陈、罗担任济南, 徐州段津晡线特别靠近济南、徐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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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贺、关担任太原南北之间同蒲路。

丁、刘、邓担任安阳、汤阴南北之平汉路及沁县.长治线白晋路。

戊、各指定部队应先完成一切破路、拆桥技术及侦察之准备,待集总通知执行。

(四)近佑[查]运来我聂区之敌,其东南方面之第三十四师团于十日向平汉线撤退.并以一

部沿平汉线向南运送,到达地不明。敌三十七师团主力向黄河北岸之垣曲、平陆等渡口增加,

运城有集机百余架讯。

(五)据确悉:蒋已令八战区部队反击进占郑州之敌,汤恩伯、胡宗南各派一部参加作战。

又据确悉蒋已今五、六战区部队以收复宜昌、沙市,攻占信阳武胜关、随县、应山等地之[为]目

的,协助作战,宜昌曾于数日前攻克,敌在反攻中。

彭、左、罗 十五日九时。!

10月 15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为配合郑州作战, 已令各部向当面敌人

的交通据点进行攻击。∀

综上所述, 根据佳电发出的背景和相关电报, 其发出时间应当是 1941年 10月 9日而不可能是

9月 9日。

(作者陈标,桂林工学院图书馆馆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

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的调研报告
2010年 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谢忠厚编著的 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的调研报

告 , 48万字。该书分四部分记述、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的编制、分布; 细菌实

验和活杀解剖;实施细菌作战的罪行;做了调研结论。并附有石井四郎及各细菌部队的

史料和参考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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