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8

	 历	 史	 研	 究	 2021 年第 1 期	

·专题研究·

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选择 

王 才 友

摘  要：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进入浙江后经历了由运动战向

游击战的战略转型，并与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实现配合。然而，挺进师所主张

的“大游击”战略，与南方八省大多数游击区的“小游击”战略存在较大不

同，三大游击区为此产生争持。1936 年 9 月“两广事变”结束后，革命形势

的变化促使挺进师向“小游击”战略聚合。在“小游击”战略推进下，挺进师

深入浙南、浙西南，依据地方实际打通与民众的联系，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游击

根据地，并实现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浙南、浙西南游击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

同时，协同联动，并与闽东、闽北游击区形成呼应。挺进师及闽浙赣边区对革

命的探索实践与根据地的稳步发展，使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

支点。

关键词：挺进师  闽浙赣边区  游击战  小游击  革命根据地

1934 年 6 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采纳共产

国际建议，A先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深入闽浙赣边区。挺

进师于 1935 年春由赣东北苏区经闽北入浙，又从浙西南到闽浙边，与闽东独立

师在共商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基础上，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

为革命积蓄了力量。与其他大多数游击区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和各自为战不同的

是，挺进师与闽东、闽北两大游击区的联动颇值得关注。

� � � �承蒙匿名外审专家对本文提出诸多宝贵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A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 年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 —1937）》第 14 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第 143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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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学界对南方八省敌后游击区的关注较晚。A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

来，学界逐渐跳出以政党为中心的研究理路，开始结合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共革命进

行溯源式研究。B围绕挺进师与浙南游击区的开辟，以及与地方社会的结合，学界

亦进行了持续探索，C但对挺进师跨游击区联动，及其在长期失去与中共中央联系

情况下的生存发展问题缺乏深入探析。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挺进师建立浙

南游击区及其与闽北、闽东游击区的联动为中心，讨论挺进师在闽浙赣边区游击战

争的战略选择和发展历程。

一、重拾游击战：挺进师入浙前后的战略转型

1933 年 9 月，国民党采取堡垒战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

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致使此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至

1934 年中，中共中央不得不将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提上议事日程。6 月，

为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红七军团改编成“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

展的同时，深入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D

红七军团系由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十军改编而来，其人员亦主要来自该地区

及附近的闽浙边区。中共中央派遣抗日先遣队深入这些地区，应考虑了红七军团人

 A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即备受学界重视，南方各游击区的研

究则基本始于 90 年代前后。参见刘勉玉：《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1993 年；阎景堂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刘勉钰：《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庄春贤：《赣

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

 B   参见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8 期，2010 年。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研究方面，班国瑞通过深

描各游击区的发展历程凸显了中共革命者点燃“山火”的艰辛与不易。（Gregor Benton, 
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C   相关成果主要有吴克斌：《关于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缪慈

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建立及主要革命活动》，《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 年第 3 期；陈

史英：《红军挺进师是怎样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的》，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

室等编：《纪念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

社，1996 年，第 99—104 页；张敏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根据地的建立》，《中共

党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区》，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黄昊辰：《宗族与秘密结社：地方视域下的中共浙南革

命（1927—1937）》，硕士学位论文，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9 年。

 D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 110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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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乡土渊源和地利优势。军团于 1934 年 7 月由瑞金出发北上，经数月转战，于

10 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11 月初，在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已经长征的情况下，

红七军团又奉命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重组抗日先遣队，继续征战。1935 年

1 月，在主力于怀玉山地区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抗日先遣队又返回闽浙赣苏

区。应该说，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北上

抗日”的口号是正确的，但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先机已失的情况下派遣

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力图促动国民党作战部署的调整，缺乏达成战

略目标的现实条件。A不仅如此，抗日先遣队领导人乐少华和曾洪易等，未对闽浙

赣边区实际情况予以充分考量并作出战术调整，也成为制约战略任务完成的不利因

素。如攻打福州时仍采取“猛打硬拼”的战法，致使部队损失惨重。

实际上，游击战可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困境下，中共扭转局势的有效手

段。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对战争战略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从井冈山时期毛泽东

等人对游击战的初步运用，到中央苏区时期对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运用的驾轻就

熟，红军实现了战略战术的升级革新。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已失去

大规模运动战的基础，重拾游击战是突破困境的可行选择。但是，中革军委仍期望

以运动战牵制国民党军，并命部队北上浙西。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保安

团实力强大、保甲制度严密，国民党当局在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多能掌握抗日

先遣队的行踪。在经历浙西失利后，方志敏曾电请中央分局和中央苏区将闽浙赣省

委迁至闽北，寻求将赣东北苏区变为游击区。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仍命抗日先遣

队以运动战应敌，使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遭受严重损失。B

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于 1935 年 2 月再命抗日先遣队余

部，与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共计 538 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和刘

英分别担任师长和政委。中央分局赋予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进入浙江长期活动，

发动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同时打通闽东与闽北的联系，在革命工

作和军事行动上与闽东、闽北形成有力配合，以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C

挺进师成立后，粟裕和刘英分析了浙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决定以仙霞岭为中

 A   粟裕对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的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策深为介怀，他认为，蒋介石绝

不会因为中共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和一支数千人的小部队出动就放松对中央苏区的“围

剿”，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详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35 页。

 B   详见广西文史研究馆编：《黄绍竑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01 —
305 页；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文史资料精选》第 7 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 118 —119 页；中共浙

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 1 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278
页；《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28 —133 页。

 C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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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明清以来，大量闽赣移民迁入浙西南，其中又以客家人

居多，他们往往聚族而居，在“山源深邃，林菁险密”之处蜂拥云集。A挺进师

中包括刘英在内，有着大量客家人，这为挺进师在浙西南山区开展群众工作、发展

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B基于此，挺进师制订了 2 月下旬由闽浙赣苏区经闽

北进入浙江的计划。但是，3 月 1 日，挺进师在闽浙赣边界的江西铅山县突遭江西

保安团伏击，电台在战斗中被毁，由此失去了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为加强对党政军

工作的统一领导，挺进师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开启了自主探索的游击

之路。

因存在此前中央指导的强大惯性，挺进师虽决定重拾游击战，却不可能立即

放弃运动战。实践证明，运动战思维极不利于红军在闽浙边区立足。抗日先遣队

即因坚持大兵团作战方式，“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故而未能在浙江打开

局面。C1935 年 3 月底，挺进师进入浙西南，辗转游击于闽浙边区的庆元、景宁、

松溪、政和、寿宁、泰顺一带。浙西南连接闽浙赣三省、地处仙霞岭山脉中段，境

内高山重叠、森林茂密、移民杂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挺进师并未立即

摆脱大兵团作战的思维定式，也“没有发动全体指战员自动的参加群众工作”，导

致“以连排分散行动时缺乏群众工作经验”，�D面对“大刀会”等地方组织和反对

革命的保甲长时，难以做到如臂使指般开展根据地创建工作。

大刀会是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封建会道门组织，最早形成于豫皖苏三省

交界处。民初以降，大刀会传入闽浙赣边区。国民革命兴起后，许多土匪武装蜂拥

而起，攻城略地。为求自卫，名目各异的大刀会纷纷出现，浙西南的大刀会亦始于

此。E大刀会以村落为单位，宣称依靠扶乩降神、讲经念咒就能刀枪不入，其深具

迷惑性的仪式、法术恰好契合闽浙赣山地民众“佞神尚巫”的传统，“以符箓为人

治病”的宣传等又能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因而得以在闽浙赣边区迅速蔓延。有些

 A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6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82 —292 页；

余欣：《移民、市场与社会流动：清代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以衢州为例》，硕士学位

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2016 年。

 B   此外，王维信、张文碧等指战员也是客家人。参见舒龙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

运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367、410、446 页。

 C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45 页。

 D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74 页。

 E   详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62 —163 页；吴纯生：《柘洋 1930 ——何金标土匪破城始末》，《柘荣史缀》，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年，第 3 —21 页；《范式人同志谈寿宁红带会与红十六连

的战斗历程》（1959 年 1 月 23 日），中共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范式人纪念文集》，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第 416 —4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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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大刀会法师头目甚至担任保甲长，控制了基层政权。A

面对挺进师，国民党除调动闽浙两省保安团各千余人加以“围剿”外，还唆使

大刀会千余人对其攻击。各地豪绅利用保甲制度对民众进行欺骗、鼓动，称“红军

都是红头发、红眼睛，见人就杀”，促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大刀会选择与国民党军队

合作，导致挺进师时常受到大刀会的袭击，难以立足。B对此，师政委会决定从政

治上瓦解大刀会和乡保甲长，但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他们持仇视和“把个别当成

整个的一律看待”的错误观点，最终“收效很差”。C

实际上，当时南方八省十数个游击区都面临着由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型的问题。

由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留下坚持斗争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力薄难支，不得不

转变斗争形式，以适应新的环境。对于这一战略转变，有的地区认识早一些，转变

相对较快，D如闽东和闽北较早将苏区转变为游击区，保存了革命力量，并摸索出

一套应对大刀会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E早在 1933 年初，两地的革命领导者即主

张从内部分化大刀会，并组织“红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 年 12 月，闽

东特委成立“闽东红带总队”，并注重加强对“红带总队”的政治领导与军事教育，

废除迷信战法，统一教授红军的游击战术，并通过细致的群众工作孤立和瓦解敌对

大刀会。在作战上，闽东和闽北也迅速摸索出利用有利地形和采用冷热兵器相结合

的破敌之法，即选隘路或水田、池塘等地段与大刀会作战，以阻滞其移动速度；以

“龙筅”（长约一丈的竹叉）配备枪支歼灭其头阵法兵，戳穿其“刀枪不入”的谣

 A   详见余龙贵：《敌强我弱恶战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

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第 251 页；英：《庆元的情形》，

《浙江邮工》1934 年第 9 期，第 16 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

第 163 页；缪慈潮、顾铭主编：《范式人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5 —
16 页。据曾与大力会对阵的红军及游击队指战员观察，“大刀会”作战前一般要将朱砂、

辰砂用黄酒或水送服，用以镇静和麻醉神经。

 B   详见余龙贵：《敌强我弱恶战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

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第 250—251 页。

 C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74 —275 页。

 D   阎景堂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第 8 页。

 E   闽东和闽北大刀会的规模比浙南大刀会大，对革命的破坏更为严重，与大刀会的斗争

是两地开展游击战面临的重要问题。详见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建地方史》

（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596—602 页；范强：《政和大刀会势力的

崛起蜕变与衰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政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印：

《政和县文史资料》第 2 辑，1982 年，第 74 页；宣金堂：《收编大刀会》，中国人民解放

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北京：解放军出版

社，1993 年，第 241—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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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进而击退大刀会的进攻。A到 1934 年 9 月，红带会基本遍布闽东各地，最多

时会众达 10 万余人。B

相较之下，挺进师的战略转型则更加艰辛与迟缓，这主要因其孤军入浙，人生

地疏、方言不通，入浙初期无根据地可资依凭。1935 年 4 月下旬，挺进师进入庆

元斋郎，该地地处庆元、龙泉和景宁三县边界的高山上，为“棚民”和“菇民”的

聚居之地，庆元许多地区的大刀会即由当地菇民宗族组建。C在入浙一个多月的

游击战和根据地创建工作中，挺进师逐渐意识到战略转型的重要性，重拾在井冈山

和中央苏区时期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让干部战士到实际斗争中锻

炼，扭转了一部分指战员“不愿意分开活动”的错误倾向，着手开展分散游击。在

细致的群众工作下，挺进师掌握了当地群众情况、风土人情，熟悉了当地方言，并

积累了分散游击的经验。对待大刀会，挺进师经过调查研究，借鉴地方兄弟部队经

验，用毛竹叉的战法将其击溃。同时，挺进师还广泛接触大刀会法兵及其家属，反

复开展说服教育，以此孤立、打击法师和幕后操纵者，使一些大刀会放弃与挺进师

对抗。D4 月 28 日，挺进师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取得斋郎战役的胜利，杀伤敌军

300 余人，俘虏约 200 人。

通过战略转型，挺进师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斋郎战役后，挺进师要求每

个干部和战士都必须学习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1935 年 5 月，挺进师在龙泉、遂

昌和松阳三县交界山区，得到拥有 5000 余会众的青帮首领卢子敬和陈凤生的大力

 A   如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深入棚民大刀会，告诉棚民“红军与穷人是一家人”，并与他们约

定互不侵犯和相互联防，有效地瓦解了地主大刀会武装。参见《叶飞回忆录》，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 44 —46 页；缪慈潮、顾铭主编：《范式人传》，第 33 页。

 B   红带会与大刀会的仪式大致相同，区别在于红带会无须着法衣法帽，只要将一条 4 寸

宽、5 尺长的红带斜挎肩上至腋下表示革命即可。详见曹木旺：《“红带会”的点滴情

况》，政协福建省漳平县委员会文史组编印：《漳平文史资料》第 5 辑，1984 年，第
80 —81 页；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第 163 —164 页；缪

慈潮、顾铭主编：《范式人传》，第 16 页。

 C   季步元：《农业特产调查报告》（1949 年），龙泉县人民政府档案，3 —1 —6，龙泉县档

案馆藏；黄昊辰：《宗族与秘密结社：地方视域下的中共浙南革命（1927 —1937）》，第
72 —75 页。棚民系明清时期迁入浙南的闽赣移民，占各县总人口的比例不一，多者近

五成，少者约二成。这些移民主要居于山区，他们在山地“搭棚开垦，种植包芦、靛

青、番薯诸物”，形成“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的局面，故被当地民众称为棚民。

在景宁、庆元和龙泉等地，部分棚民以“烧炭采菇”为生，被称为菇民。参见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第 6 卷，第 283、285 页。

 D   详见程美兴：《在刘英身边的日子里》，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

第 19 页；余龙贵：《敌强我弱恶战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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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A青帮会众帮助挺进师筹办粮食、送信和带路，成分好的被吸收为贫农团

成员、雇农工会和手工业工会会员，卢子敬还担任了中共玉岩区委副书记兼松遂

龙三县游击副总指挥，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力量。B到 1935
年 8 月，挺进师已拥有人员近 1000 人，下辖 5 个纵队，连同地方工作人员共计

2000 余人，师部设在遂昌王村口。C通过有力的武装斗争，截至是年 9 月，挺进

师在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方圆 100 余公里地域内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此基础

上，挺进师还建立了县区党政机关，包括 19 个乡苏维埃政府、157 个村苏维埃政

府和分田委员会，“几乎一片火红”。至此，挺进师初步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

在浙江打开局面。D

挺进师的战略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立后才得以彻

底实现。由于肩负着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重要任务，

挺进师主力于 1935 年 5 月初迫近杭（州）江（山）铁路，辗转游击于金华、处州

地区，破坏国民党的交通运输线。这一行动既威胁金、处等中心城市，又掩护了

挺进师第一、三纵队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同年 8 月，挺进师发起“八一大示

威”，袭击了金处地区 19 个大小城镇，破坏了一些公路和电话线。这些行动扩大

了红军影响，但过早暴露了挺进师的实力，进而招致国民党投入正规军对根据地

实施残酷“清剿”。E

1935 年 9 月，国民党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

正副总指挥，对根据地展开“清剿”。虽然在“坚壁清野”和“避实就虚，避强打

弱”作战方针的指导下，挺进师主力得以顺利突围，辗转于闽浙边，但正如“八一

大示威”所暴露的，由于挺进师仍未完全摆脱运动战战术，致使反“清剿”斗争失

利。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松遂龙游击总队正副总指挥陈凤生和卢子敬在“搜

剿”中被捕牺牲，F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挺进师自此彻底放弃运动战，更

 A   卢子敬和陈凤生所在之松阳县安岱后村和斗潭村，皆为清初移民村落。详见松阳县志编

纂委员会编：《松阳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88、92 页。

 B   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1 页。

 C   遂昌山多地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以王村口为代表的遂南山区乃福建汀州

移民的聚居区，居民以种植靛青、烧炭和种菇为业，王村口在明末甚至是靛青转运中

心。参见曹树基：《移民与古民居——浙江省遂昌县田野考察之一》，王兆成主编：《历史

学家茶座》第 7 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75 —87 页。

 D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55 —156 页；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红军挺进师与浙

南游击区》，第 76 页。

 E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 1 卷，第 290 页。

 F   《国民党军浙南“清剿”指挥部工作概报》（1935 年 10 月）、《国民党军第十八军“清剿”

浙南红军经过概要》（1935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第 493、508 —5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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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地转向游击战，实现了挺进师生存发展的转折。A

完成战略转型的挺进师辗转游击于闽浙边，这不仅为与闽东、闽北两大游击

区的联动创造了条件，也为挺进师总结经验教训、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

础。然而，作为中央派出部队，挺进师负有特殊的战略任务，其所坚持的游击与

闽东、闽北的游击存在差异。在此背景下，协作、联动与分歧几乎同时产生。

二、协作游击：挺进师与闽东、闽北游击区的联动及分歧

1935 年 9 月下旬，挺进师主力突围至闽浙边的景宁、庆元、泰顺、松溪、政

和、寿宁和福安等地，这些地区与闽东、闽北两大游击区联系密切。与浙西南游

击根据地丧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闽东苏区已较早完成战略转型，根据地不断扩

大。至 1935 年 8 月，闽东独立师和游击队发展至六七百人；9 月底，游击战争区

域已扩展至闽浙边界的泰顺、景宁和庆元等县，共建立了福（安）寿（宁）、宁

（德）屏（南）古（田）、霞（浦）鼎（福鼎）和鼎（福鼎）平（阳）4 块比较巩固

的游击根据地，各区还建立了完备的红军独立团，B这为挺进师与闽东独立师的协

作游击创造了条件。

10 月 5 日，挺进师主力在寿宁郑家坑与闽东独立师会师。鉴于两大游击区自

从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后即相互隔绝、各自为战，挺进师和闽东特委于 11 月 7 日

召开联席会议，决议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以实现闽浙赣边区革命活动的联动和统

一，这标志着挺进师入浙游击进入新阶段。然而，在闽浙赣边区复杂的社会经济条

件下，如何游击和联动，成为闽浙边临时省委面临的重大问题。

其实，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前，挺进师和闽东特委曾邀请闽北游击区领导人

黄道参与建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以实现协作游击。C然而，1935 年 8 月，国民

党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卫立煌将总指挥部迁至浦城，闽北游击区面临较浙

南、闽东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为巩固闽北游击区，中共闽北分区委于同月召开黄

龙岩会议，决定向闽东北、闽中和闽赣边界等外线开展游击。在此形势下，闽北方

面虽对打通 3 块游击区的联系表示赞同，但认为各游击区与中央联系全无，马上成

 A   正如陈毅所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由过去大规模根据地转变到分散游击区、分散游击

战争，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转过来就能生存，不转过来就要灭亡”。参见刘树发、

王小平编：《陈毅口述自传》，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第 90 页。

 B   《闽东健儿征战录——陈挺、黄烽的回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64、
129 页；《叶飞回忆录》，第 71 页。

 C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90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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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共闽浙赣省委“条件尚不成熟”，故决定暂不加入。A因此，闽浙边临时省委

成立时只包括挺进师和闽东游击区。

值得注意的是，从决策角度而言，挺进师是中央军区和中央分局派出的部队，

师政委会作出的决议，甚至一言一行，皆代表中央。正因如此，闽浙边临时省委的

决策主要从挺进师出发。在人员构成上，挺进师的人员占据主导地位，刘英任省委

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则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

对闽东游击区而言，自 1934 年 2 月中共福州省委组织遭敌人破坏之后，他们不仅失

去和省委的联系，也中断了同中央的联系，长期独立战斗的局面使闽东党组织迫切

需要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因此闽东党组织“非常欢迎挺进师的到来”，并主动

提出接受领导，从省委机构的任职安排上亦可看出其服从组织安排的自觉性。

闽东党组织服从上级党组织的自觉性不仅表现在认识上，而且体现在行动上。

早在 1934 年 8 月底抗日先遣队到达闽东时，叶飞和詹如柏即曾动员 1000 余农民参

加先遣队，并筹集 3 万现洋为先遣队补充军需，先遣队则留下几百条枪交给闽东党

组织。再次会师和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鉴于挺进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

失，闽东将鼎平地区和鼎平独立团划给挺进师，挺进师拨给闽东独立师 1 挺重机

枪、2 挺轻机枪及 1 万余元现款。B这一良好互动为闽浙边的革命联动，尤其是浙

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挺进师计划开辟的浙南游击根据地，位于瓯江下游以南，东濒东海，南接闽

东，西邻业已丧失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些地区山岭连绵，尤其平阳、泰顺和

瑞安西区一带，“群山环绕道路险阻”，远离浙赣铁路线和沿海港口，国民党统治势

力较为薄弱，C有利于挺进师的活动。1935 年 11 月上旬，挺进师发兵浙南，攻下

瑞安西区的珊溪镇，将临时省委机关设于瑞、平、泰三县交界处，并以此为中心

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发展，接连攻克瑞平泰外围的诸多市镇和据点，D浙南游击根据

 A   饶守坤：《闽北红军虎将——忆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 122—123 页；中共浙江省委党

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 1 卷，第 294 页。

 B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16 页；《叶飞回忆录》，第 54 —55、71 页；《北上抗日与坚持浙

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

集》，第 289—290 页。

 C   《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浙江红军工作报告〉——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状况及任务，

筹建红军的经过和存在的困难》（1936 年 9 月 23 日），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浙

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 —1936 年）》，杭州：浙江新华印刷厂，1989 年，第 70 页。

 D   如云和之东坑、梅岐、沙湾、渤海、大顺、小顺，文成之南田、西坑、黄坦、大峃，瑞

安的营前、高楼、湖岭、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

阳的水头街、山门、腾蛟，苍南的莒溪，福鼎的南溪等地，详见《粟裕战争回忆录》，

第 163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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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由此建立。

在中共革命史上，组织原则和组织自觉是发挥革命力量不可或缺的要素，但

在敌后武装斗争环境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中共党内组织原则的落

实。A闽浙赣边区的协作游击即是如此。如就组织原则而言，闽东和闽北游击区

应服从挺进师领导，然而在各方远离中央领导近两年之久和对遵义会议决议精神

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又需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有限度的协作

方式，对于加入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游击区建设态度亦是如此。因此，从抗日先遣

队进入闽浙赣边区开始，各方在如何协作游击这一问题上的路线分歧即已显现。

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皆产生于中央意志，故刘英认为，其与任何地方苏区或

游击区，包括赣东北、闽北和闽东的关系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纵向关系。因此，刘

英在 1940 年的回忆和报告中重点述及抗日先遣队对闽东游击区的领导关系：“由于

先遣队本身存在着某些的弱点与当时所处环境的关系，围攻福州的战斗经三昼夜之

久，终于自动的退出战斗而回师闽东游击区域，整顿本身与加强闽东党及闽东独立

师党政军的领导，特别是检讨了闽东过去的工作与给予了今后工作的指示。”B

“加强”、“领导”、“检讨”和“指示”等字眼，一定程度反映出抗日先遣队与

闽东党组织的关系。挺进师延续了与闽东党组织的这一关系。在与闽东独立师会

师前，挺进师政委会决定，“在闽东党一再的要求我们派人前往领导的情形下，刘、

粟两同志应尽可能的协助闽东党检讨以往斗争，与切实的布置今后工作”，尤其对

闽东独立师，“应以最大的力量派遣得力的军政干部，在短期内把它健全与巩固起

来，使之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会师后，联席会议又责成闽东特委迅速整理各

地组织和独立师，加强各地党组织和独立师的政治、教育、文化、娱乐、卫生和医

务等工作。此外，挺进师进入闽北时，亦与闽北分区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并对“闽

北工作提出意见”，建议闽北游击区向东发展，迅速打通闽东和闽北游击区，以配

合挺进师入浙行动。C

在根据地发展方向上，挺进师对闽东工作作出更为具体的部署。1936 年初，

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泰顺、庆元、景宁、云和和瑞安西区已建立部分党组织，并开展

游击战，根据地群众基础逐渐扩大。在此基础上，闽浙边临时省委要求闽东独立

师应即刻“向西北发展”，“以资与浙西南和松（溪）政（和）建（阳）屏（南）之

 A   应星、李夏：《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

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 年第 5 期；刁含勇：《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早期发展历

程新探（1922 —1927）》，《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 10 期。

 B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47 页。

 C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69 —270、286 —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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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区域打成一片”，配合挺进师在浙南的军事行动。虽然闽北游击区未加入临时

省委，但闽北工作也应积极与浙西南及闽东打通，“求得各方面更有力的配合”。同

时，由于挺进师入浙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对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有极重

要的意义。因此，刘英希望闽东独立师跳出闽东，帮助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A

不难看出，刘英和临时省委的这一规划，是要求闽东和闽北两大游击区以浙南为中

心在闽浙赣边区开展大范围的游击，即实行“大游击”战略。然而，这对闽东和闽

北而言确有现实困难，这些现实困难又与闽浙边移民社会的特殊性存在重要关联。

闽浙边地区的地主大多集中于平地，棚民皆居山地。90％以上山地棚民同情游

击队的活动，同情革命，尤其贫农“可说百分之百是完全同情（革命）”，B然而，

同情革命与闹革命甚至脱离家乡参加革命有本质区别。闽赣移民自明清时期进入

浙南后即逐渐扎根，尽管仍存在血脉与文化的联系，但浙西南对闽东农民而言无

疑是有别于“本土”的“异乡”，中共要动员他们去这些地区革命并不容易。

首先，在革命的秘密环境下，地方党组织在动员农民参加游击队时，多“只能

以村子或屋子为单位去进行起首”。在当地浓厚的宗族因素影响下，游击队很难像

“党的组织一样严密”，因此游击队在县乡范围内的“小游击”相对容易，但要动员

队员跨县区革命则非常困难。C实际上，这种家庭难抛的现象在中共各个时期的革

命中并不鲜见，D仅就闽浙赣边区革命而论，中共中央就曾严厉批评抗日先遣队中

存在严重“不愿在白区行动”的不良现象和倾向。E挺进师组建过程中，被编入闽

浙赣独立师第一团的 100 余名战士大多系赣东北人，他们在离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后即“大都掉队跑回去了”。F

其次，即便是在本游击区内，要使已经本土化的棚民放弃根据地依托，亦存在

潜在危险。以闽东游击区为例，1935 年 1 月，国民党在闽浙赣三省边境构筑封锁

 A   《叶飞回忆录》，第 72 页；《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64 —170 页；《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

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

集》，第 291 页。

 B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关于闽浙人民拥护红军情形的报告》（1937 年 10 月 13 日），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339 页。

 C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关于各种组织与工作大纲》（1936 年 4 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174 —175 页。

 D   参见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E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56 页。

 F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47 页；《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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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对赣东北、闽北和闽东地区分割“围剿”，其中，仅对闽东苏区的“围剿”就

有 4 路。面对“围剿”，闽东特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这次会议被认为是“闽

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的主流意见是詹如柏等地方干部主张

的“无论如何要保卫苏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这种“硬拼”的

意见反映出当时游击区内大多数人不愿跳出包围圈开展武装斗争。当然，“硬拼”

的意见未得到擅长游击战略的叶飞等人的支持。与之相对应的意见是，闽东独立师

应迅速变苏区为游击区，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苏区外围继续游击战争，才能

不被敌人消灭。A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闽东游击区愿意支持和接受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大游

击”战略，即要求闽东独立师跳出闽东，奔赴浙西南游击。闽东党组织认为，如

果独立师离开闽东，则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有垮台的危险。而闽东独立师是

土生土长的游击队，“没有本事不要根据地或者远离根据地到白区横冲直闯”，失

去了根据地作为依托，就失去开展游击战争的立脚点。实际上，闽东苏区与主

力红军开辟苏区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主要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

争。B从中不难看出闽东党组织在这一特殊时期只愿坚持在根据地范围内“小

游击”。

1936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土地革命时期发挥重

要作用的“大游击”和“小游击”有过总结性论述。他认为，红军的游击性和流

动性是依据根据地规模变化而变化的，一般而言，在根据地初创时，如从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到 1930 年第一次反“围剿”前，红军处于“幼年”时代，其作战的

游击性和流动性特征均较为明显；而随着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红军的“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伴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

和扩大，红军的战略战术发生转变，到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其流动

性进一步降低，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

动”，过分强调大规模运动战，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接受长征这一“大游击和大

流动”。C毛泽东提出的“大游击”和“小游击”概念，是对以中央苏区为代表

的各革命根据地游击战略的经验总结，同样适用于分析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战的具

体实践。

诚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离不开根据地的依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

区时期，毛泽东常言，“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

 A   《叶飞回忆录》，第59 —61页；《范式人同志谈寿宁红带会与红十六连的战斗历程》（1959
年 1 月 23 日），中共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范式人纪念文集》，第 420 页。

 B   《叶飞回忆录》，第 72、90 页；叶飞：《忆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粟裕同志》，中国人民解放

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第 170 页。

 C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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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叫花子打狗靠面墙”。A粟裕和刘英此前一直

参与主力红军作战，且粟裕经历过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过程中由正规战向游

击战的战略转变，故二人当深谙中央苏区时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因此，挺进师对游击战战略的贯彻可能较其他游

击区更为深入。因此，在经历战略转型后，挺进师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开始

转变，“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

密切配合”，相继作跳跃式前进；B面对敌人“追剿”，挺进师还在游击战争中创造

了许多新战术，如“打回马枪”、“8 字形”、“6 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和“分

进合宿”等。C

不过，熟稔游击战的挺进师领导人此时考虑的不仅仅是游击战术，而是从挺

进师担负的战略任务出发，如何执行中央所赋予的在浙江建立根据地、调动和牵

制大批国民党军，进而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命令。正因于此，在游击战

略的选择上，挺进师领导人思考的角度自与闽东、闽北根据地领导人存在差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置身游击战争中的各方，围绕建立游击区和开展游击

战制订出不同指导方针，并由此产生的“大游击”和“小游击”路线分歧的深层

原因。因此我们就能理解，1940 年刘英在剖析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原因时，为何

主要强调军团首长没有深入白区工作的决心，以及曾洪易等人“逃跑主义”的错

误，而并未对游击战略问题作深入省思。D在他看来，与游击战等问题相比，更

大的问题是在挺进师入浙和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一些干部士兵“犹

豫动摇”、“对白区行动全无胜利信心”和“满脑子都是困难”的思想动向，这

“违背党的正确指示”，是“徘徊歧路之不应有的行动”。E

三、“小游击”：“两广事变”后挺进师在闽浙边区的战略

1936 年 2 月，鉴于挺进师与闽东游击区之间围绕根据地发展问题协调未果，

闽东独立师一部到福建政和县洞宫山地区，与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取得联系，并

 A   刘树发、王小平主编：《陈毅口述自传》，第 82 页；《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72 页。

 B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75 —76、136 —137 页。

 C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81 页。

 D   刘英分析：“假如当时能够坚决的执行中央及军委新的指示与命令，不但先遣队不致于

在化婺德遭受空前未有的损失，而且定能胜利的完成中央及军委所给予北上抗日先遣队

的任务。”详见《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60 —262 页。

 E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73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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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召开闽北和闽东游击区领导人联席会议。4 月，闽东和闽北两大游击区召开为

期 3 天的联席会议。会上，闽东游击区详述了其与挺进师在游击战略上的不同意

见，并再度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统一领导闽北、闽东和浙南的斗争，由黄道

任临时省委书记。闽北游击区认为在远离中央领导的情形下，3 个地区的统一领导

有利于革命斗争，但鉴于浙南和闽东的纷争，要建立统一领导，前提是闽浙边临时

省委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出总结，并要求挺进师摒弃“大游击”战略，这显然难以

实现。相较之下，闽北游击区更倾向由闽北与闽东建立闽赣临时省委，共同推进其

“小游击”战略。会议最终决定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和省军区，由黄道任省委书记兼

省军区政委，叶飞任省军区司令员。A

细察之下，闽北游击区之所以再度婉拒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闽北游击区一直奉行“以苏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和外线相结

合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B是“小游击”路线的坚定支持者；二是作为当时

“党内有威望的老同志”，C黄道对闽北游击区和闽浙赣边区的革命有着全局性的思

考，与 1935 年 9 月婉拒成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一样，此时，他仍认为战略分歧之

下匆匆成立闽浙赣省委反而不利于三方协作游击。D

此后不久，闽东游击区又就洞宫山会议决议与浙南游击区召开了闽浙边临时省

委会议。闽东方面向挺进师报告了闽东、闽北联席会议的情况，并汇报了闽北对于

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的意见。挺进师不同意联席会议关于“小游击”基础上协作游

击的决议，并反对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会后，闽东宣布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挺

进师仍以临时省委名义开展斗争。进入 1936 年，由于“大游击”和“小游击”的

战略争持未得到彻底解决，加之肃反扩大化的不利影响，延宕了闽浙赣边区游击战

略的统合进程。E

在内部意见迟迟难以统一的情形下，大小游击的战略争持在外力的作用下实现

 A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 1 卷，第 298 页；《叶飞回忆录》，第
73 —74 页；陈群哲：《黄道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62 页。

 B   黄知真：《黄道与三年游击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

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 80 页。

 C   叶飞和粟裕对黄道多次作出“老党员”、“有威望”和“高度革命责任心”的评价，参见

《叶飞回忆录》，第 75 页；《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17、168 页。另参见余伯流：《读懂黄

道  高扬“道”的旗帜》，《江西社会科学》2010 年第 8 期；刘勉钰：《黄道在江西人民

革命史上的地位》，《江西社会科学》2010 年第 8 期。

 D   《叶飞回忆录》，第 74—75 页。

 E   《叶飞回忆录》，第 75 —76 页；《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67 页；《闽东健儿征战录——陈

挺、黄烽的回忆》，第 129 —132 页；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1940 年夏），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浙南革命历史文献汇编》（上），北京：中

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第 350、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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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聚合。1936 年 6 月，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因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

发动内战消灭异己的政策而发动“两广事变”。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将罗卓英的第

十八军从浙江调往湖南，浙江境内“围剿”情势趋缓。然而，同年底，随着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对南方游击根据地重行“清剿”。为防止浙南和闽东、闽北

游击区连成一片，蒋介石从湖南调第四路军进驻闽浙赣边区，设立了以刘建绪为主

任的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刘建绪等在闽浙边布置了一道从庆元经寿宁至泰顺的

封锁线，借助河流和山势修造了 100 多座碉堡，近者相隔一二里，远者二三里，以

此围堵游击队。A在浙南，国民党在“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清剿”方针下，

大力推行保甲制度，组织壮丁队，以此“切实组训民众”。B尤其在挺进师活动频

繁的深山中，国民党还推行移民并村政策，即把山头、山尾棚民的房舍、草棚统统

烧掉，并将山上单门独户的山民赶进村，将三家五户的小村并入大村，然后在大

村中设置据点，对居民的油盐柴米按人头实行逐日配给，窝“匪”、藏“匪”、资

“匪”和助“匪”者皆“杀无赦”，一家通“匪”，十家同罪。C

时局变幻给闽浙赣边三大游击区带来巨大冲击，也促使各游击区停止争执，

先后实行起“小游击”战略。闽北游击区在 1937 年春夏之交兵力损失大半，D闽

东和闽北游击区重新回到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和各自为战的“小游击”局面。在

此局面下，闽东和闽北的红军游击队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或分散游击，或跳出

外线，择选时机打击国民党军。闽东、闽北虽已成立闽赣省委，但叶飞并未就任

省军区司令员一职，两大游击区仍然各自从事本地区的游击战。不过，两大游击

区之间的协同并未受到不利影响，两区联系紧密，配合协调，能够唇齿相依地互

相支援。E

就挺进师内部而言，1936 年 3 月，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恢复浙西

 A   《闽东健儿征战录——陈挺、黄烽的回忆》，第 76 —77 页。

 B   《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关于〈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1936 年 12 月）、《李觉关于

完成“围剿”平阳境内红军挺进师刘英所部之部署给刘建绪的报告电》（1937 年 2 月 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

第 517、539 页。

 C   张文碧：《革命的信念给了我们力量》、陈辉：《难忘的艰苦岁月》、舒雨旺：《坚持梅山游

击战三百天》、王福英：《我跟刘英、粟裕当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

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第 205、291、326、376 页；《粟裕战争

回忆录》，第 181 —182 页。

 D   曾镜冰：《闽北的三年游击战争（节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 152 页。

 E   陈群哲：《黄道传》，第 161 —162 页；黄知真：《黄道与三年游击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第 86 页；中共福建省

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建地方史》（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8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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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游击根据地，由此形成与刘英部既独立发展又分工协同的格局，即刘英带少数

短枪和省委机关组成“突击队”，在瑞平泰地区做群众工作，开展浙南游击根据

地建设；粟裕则扮演“牵制队”的角色，率部在浙闽边进出，吸引和打击敌人，

以保障省委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安全。“牵制队”的任务虽然是在广泛区域内游

击，但他们一方面策应了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在浙南游击根据地

周围建立了一些小块游击根据地和若干游击基点。这些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基点大

多深处群峰守望、竹木葱茏的山区。A1936 年 6 月至 12 月，刘英和粟裕就常率

部分开活动，在事实上执行起“小游击”战略。1937 年以后，国民党的严酷“围

剿”更使得他们二人都在各自游击区域独立行动，即刘英在浙南地区坚持斗争，

而粟裕则活动于浙赣铁路线南侧和浙西南地区，两支队伍虽独立活动，但遥相呼

应，“小游击”特征进一步强化。在此背景下，浙南和浙西南两块游击根据地持续

发展壮大。

就战略选择而言，“小游击”主要体现在挺进师采取了以隐蔽为主的斗争方略。

1937 年上半年，刘建绪多次要求国民党军将挺进师主力逼至福鼎海滨“聚歼”。B

为应对国民党军的“大拉网”战术，挺进师确立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

活、积极作战”有机结合的游击策略，将作战单位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

人，与国民党军“分散对进，易地而战”。这一“小游击”战法的精髓在于“隐蔽

的斗争”，即积蓄保持力量，熬时间坚持，着眼长久斗争，尽全力发展自身，争取

更好的生存环境，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做准备。C三年间，挺进师差不多走遍了

闽浙边大小山头，而且“很少走大路，多走羊肠小路”，有时根本不走陆路，“走山

埂或水沟”，使敌人看不到部队的脚印，无法追踪。D

挺进师在寻求隐蔽发展的同时，也追求军事上的显性发展，力图扎根当地，实

现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力求将中共的组织力量深植于民众之中，进而

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改造和动员。因此，在“小游击”战略下，挺进师对苏区时期激

 A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64、170 —172 页。

 B   《刘建绪关于压迫红军挺进师主力至福鼎东南海滨“聚歼”的电令》（1937年1月28日）、

《刘建绪关于“合剿”红军挺进师刘英所部的电令》（1937 年 2 月 15 日）、《国民党军第

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关于“围剿”红军挺进师刘英所部之情况给刘建绪的报告电》（1937
年 2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

南游击区》，第 535、551、554 —555 页。

 C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82 页。实际上，这一“隐蔽发展”的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被

各敌后根据地广泛运用，其对持久战的坚持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游击区的坚持分

散游击有异曲同工之妙。参见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 年 11 月），中共冀鲁豫边区

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 2 辑《文献部分》（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1 —13 页。

 D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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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社会经济政策予以适时调整。A

首先，改变了过去农会打土豪的做法和在某些地区认定保甲长都是反革命的一

刀切政策。在浙南，挺进师开展持久细致的群众工作，师政委会和政治部每人每天

写 10 条标语、找 10 个民众谈话，以班排为单位随时随地举行群众大会；以宗族为

媒介，有计划地布置和召开户长及乡里绅耆会议，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B派出干

部从事救济灾民、难民、饥民与贫民的工作。在浙西南，挺进师建立“白皮红心”

的两面政权，在争取保甲长的基础上，惩办了一批经常作恶的保甲长，并将中共秘

密党员派入地方做保甲长，为游击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宣（平）汤（溪）

遂（昌）边区为例，1936 年底，挺进师先后派驻两支部队进入该地，通过实行新

社会经济政策和开展细致的群众工作，促使不少保甲长替挺进师办事，有些区长、

乡长明明知道挺进师动向也“往往保持中立”，不向国民党当局报告。C

其次，改变过去在“某些地区对新干部不信任”的问题。诚如叶飞所言，闽

东游击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主要是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

勇斗争”所开辟，这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大多数游击区的共同特点，D也是这

些游击区秉持“小游击”战略之根本所系。在入浙开辟新游击区过程中，挺进师原

有骨干损失大半，故客观上要求挺进师在战略转型和“小游击”战略确立过程中要

“大胆与适时的创造大批当地干部”，特别是提拔“有威望的干部”，并“大胆信任”

他们。在这一背景下，挺进师先后培养了如郑海啸、郑丹甫、吴毓、黄明星和苏君

忠等一批地方干部，这批地方干部既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工农子弟，也包括

温州和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可以说，这些地方干部既是挺进师战略转型的“革

命新生代”，也是“小游击”战略在浙南游击区的重要实践者，为挺进师进一步嵌

入和扎根闽浙赣边区作出了重要贡献。E

再次，改革经济政策。一方面，挺进师支持根据地山区的竹木和山货出口，

吸引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开展商贸活动，促进了山区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

 A   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各苏区仍执行着“左”倾的社会经济政策，如划分阶级成

分时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分配土地时地主不分田，对富农不仅分坏田，且征收过

重的粮食税，最高达产量的 40％，对小工商业者也征税过重，萧克后来总结，“这是错

误的”。详见《萧克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98 页。

 B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83、305 —306 页。

 C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74 —176 页。

 D   《叶飞回忆录》，第 90 页；《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 年 12 月 7 日），《项英军事文

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年，第 426 —427 页。

 E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306 —307 页；《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97 页；龙跃：《坚

持浙南十四年》，第 42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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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既得到棚民们的支持，也争取到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保证了部分军需用

品的及时供应。另一方面，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势下，针对浙江商品经济发

达、地主及工商业者较多的特点，挺进师汲取此前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改

变“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并根据部

队的需要和地主家庭负担能力大小征收“抗日捐”。A由此，挺进师对土豪经历了

由对立到争取、由排斥到团结的转变，下力气吸引地主、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一

道抗日。这些政策转变，首先在山区展开，而后推广至平原和重要市镇，克服了

“严重的赤白对立的现象”，在宣传、组织、教育与武装民众工作上均收到良好效

果。B1936 年底前后是挺进师成熟运用“小游击”战略作战的时期，也是挺进师

到闽浙边行动以来“工作与斗争最顺利的时期”。C

此外，高度革命自觉和坚持组织原则是挺进师、各游击区和闽浙赣边区革命能

够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重要保证。在失去中共中央指导三年之久的情况下，挺进师

及各游击区坚持进行游击战的探索实践，即使内部发生路线争执，依然保持一定程

度的配合和联动，并通过严格的组织建设强化部队凝聚力，为克服险恶形势增添革

命信念。同时，在艰难的游击岁月中，各游击区想方设法寻求与中央联系，并通过

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

主办的《大众生活》和《永生》，“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使游击区领导者能

在思想和政策的运用上得到启发。D身处逆境，仍能保持高度政治信仰和组织原则，

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项英曾经总结，“依靠有高度政治觉悟

以及有经常政治工作的武装部队”，是在极端困难与非常恶劣环境下取得胜利的重

要保证。E而这恰恰也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

“小游击”战略推行后，挺进师在浙南和浙西南的发展局面逐步向好，游击队

与当地民众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在反“围剿”时，“有些村庄，好象是红

军的家一样”，游击队“到达了他们村里的时候，村民会好象接待自己人那样去接

 A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72 —174 页。这一点与闽东在 1935 年初实行的“借款”办法

颇有共通之处。闽东福安等地是以其家庭财产总数的二至三成比例征收现款。详见《闽

东健儿征战录——陈挺、黄烽的回忆》，第 78 页；《叶飞回忆录》，第 68 —69 页。

 B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74 —275、305 —307 页。

 C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83 页；《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296 页；龙跃：《坚持浙南

十四年》，第 57 页。

 D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92页；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第44 —45页；《叶飞回忆录》，

第 81 —82 页。

 E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 年 12 月 11 日），《项英军事文选》，

第 446 —4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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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一些迷路掉队的队员可以走到“任何的小村庄或单独的农家去”，伤病兵可

以“爬到甚至请过路的人夹持着到就近的农家，直到有游击队走他们那里过或从附

近过的时候，他们就会引你归队去”。如果村民在保甲制度下实在不能收容伤病兵，

他们也会把游击队员藏匿于亲友家中，或者安排队员们躲进山民所种的苞萝棚里或

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废弃矿洞之中，给他们送食送药。A这一情形为国民党当局所

警惕，认为闽浙赣边区民众为中共所组织和训练，“宁愿匪杀，不愿兵扎”，B反映

了民众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表明挺进师的革命策略发挥了实效。

也是在“小游击”战略下，浙南变成了挺进师的大后方。刘建绪将挺进师“聚

歼”于浙南海滨的计划非但没有实现，其恐“清剿”反会变成“追随于匪”的忧虑

却成为现实。C从 1935 年 10 月至 1937 年 8 月温州国共谈判达成之前，挺进师主

力在闽浙边界往来游击，活动范围扩展至闽浙东部交界两侧，覆盖浙南、金衢盆地

以及台州一部分地区在内的 30 余县。挺进师游击区的基本区域也由福鼎南区、鼎

平两县交界，以及泰顺东部和瑞平，发展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呈不断扩大之

势。D在游击战争的配合下，地方党组织亦普遍建立，挺进师先后成立了浙西南特

委、浙南特委、浙东南特委和台属工作委员会，党员数量发展至 4000 余人，最多

时达 5000余人。E挺进师或者在浙南“打击进犯的敌人，或者做稍长时间的休整”，

如鱼得水，比初入浙时“自如多了”。其所扮演的战略支点的角色，可谓“坚如磐

石”。F可以说，挺进师入浙改变了红十三军革命失败后浙南乃至闽浙赣边区革命

顿挫的局面，积累了闽浙赣地区的抗日力量。

结    语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数个游击区大多在失去

与中共中央联系的背景下，仍不断进行革命探索，摸索出适应本地区革命实际的战

 A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关于闽浙人民拥护红军情形的报告》（1937 年 10 月 13 日），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340 —345 页。

 B   《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关于〈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1936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第 522 页。

 C   《刘建绪关于压迫红军挺进师主力至福鼎东南海滨“聚歼”的电令》（1937 年 1 月 28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第535页。

 D   龙跃：《回忆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

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第 183 页。

 E   《浙南游击区党组织系统表》（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

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第 451 页；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

忆（节录）》，1940 年夏，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第 304 页。

 F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77、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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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策略，为坚持革命斗争、积蓄抗日力量奠定了基础。

在自主革命探索的过程中，各大游击区都不同程度经历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

战略转型。大多数游击区，如闽东和闽北，是由老游击区或由苏区及其边缘游击区

演变而来，故他们在根据地的依托下，因地制宜地依靠“小游击”战略率先完成了

战略转型。相较之下，浙南游击区是中共中央派遣挺进师深入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

开辟的新游击区，其战略转型的过程更为曲折。因此，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的游击

战争既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共性，又具有独特的发展轨迹。

一方面，挺进师孤军进入闽浙赣边区，社会环境因素对其战略转型的制约远

超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另一方面，由于肩负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重任，挺

进师不得不以“大游击”为战略首选，因其与南方八省大多数游击区的“小游击”

战略存在较大不同，致使三大游击区在协作游击的同时也产生争持。1936 年 9 月，

随着“两广事变”结束，国民党随之加强了对闽浙赣边区的“围剿”，这一革命形

势的变化促使挺进师对浙南和浙西南游击区的社会经济政策及时作出调整，打通与

民众的联系，并向“小游击”战略聚合。通过运用“小游击”战略，浙南、浙西南

游击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展开协同联动，并与闽东、闽北游击区形成呼应 , 成

功应对了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挺进师及闽浙赣边区对革命的探索实践与根

据地的稳步发展，使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革命支点。

本文对闽浙赣边区革命实践的考察，揭示出游击战领导者们在失去中央指导的

情势下，自主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重要成效，但失去中共中央的指导并不代表脱离中

共整体的革命方略，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对南方八省各游击区的组织原则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而这些组织原则又与中共对组织纪律的强调和党员个体的革命自觉息息相

关。A无论是闽东、闽北等地革命者因地制宜地领导着本地区的“小游击”，还是挺

进师对中央革命方略的强调，以及适时向“小游击”战略聚合，都是他们对中共整体

革命方略在地方社会的积极贯彻，也是中共组织原则经由党员自觉在地方革命中得到

认真落实的体现。对挺进师战略转型的分析，不仅有利于理解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闽浙赣地区“小游击”战略的实践，也是揭示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有效路径。

〔作者王才友，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刘  宇）

 A   西方学者以共产主义政党对革命“控制”和“制造”的“组织武器”（organization 
weapon）论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成功（陈耀煌：《政治、史学与史家：从〈汉学的阴影〉一

文来看 1950 —1980 年间美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研究的转变》，《政大史粹》第 4 期，
2002 年），并不能全面客观反映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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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War （Bingbu 兵部）.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Jiajing era, academ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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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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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35, the Advance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underwent a strategic transition from mobile warfare to guerrilla warfare after entering 

Zhejiang, and successfully gained connection with guerrilla zones in the east and north 

of Fujian. However, the “great guerrilla” strategy advocated by the Advance Division 

differed considerably from the “small guerrilla” strategy of most guerrilla zones in the 

eight southern provinces, thus, there was a conflict among three major guerrilla zones. 

In September 1936, after the “Liangguang Incident”, the changes in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prompted the Advance Division to converge towards the “small guerrilla” 

strategy. Under this strategy, the Advance Division boldly drove into the southern and 

southwestern areas of Zhejiang, and gained connection with the local people accor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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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situations, thus establishing more consolidated guerrilla bases and growing its own 

strengths. The guerrilla zones in southern and southwestern Zhejiang, while remaining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ollaborated and linked up with each other, and echoed with the 

guerrilla zones in eastern and northern Fujia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Fujian-Zhejiang-Jiangxi border area made the area an important 

fulcrum of the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The Merovingian Counci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Frankish Kingship

 Liu Hongnan and Chen Wenhai (148)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the theory of Frankish kingship during the Merovingian 

Dynasty generally emphasizes the theory of jus sanguinis based on “mysterious powers”. 

Since the 1990s some Western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to break through this barrier and 

begun to focus on the Christian elements in the theory of Frankish kingship. A review of 

the ecclesiastical law of the Merovingian dynasty and related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rough 

the councils or synods Merovingian kings not only defended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ruling 

power in Gaul with many ethnic groups, but also gradually became orthodox Christian 

monarchs recognized by the Frankish episcopal conference. More importantly, the sanctity 

of Frankish kingship was perfectly proved in the rituals and decrees of the councils, which 

conveyed a symbolic connotation of the king and the bishops discussing and dealing 

with state affairs together. However, this doctrine of “joint discussion and governance” 

would ultimately become a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fall and collapse of the Merovingian 

monarc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