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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1945年 8月 10日，日本政府正式照
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
坦公告。8月 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
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
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
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
人民经过 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
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
利。在此期间，我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
号外，向人们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
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

日本投降了！

1945年 8月 10日夜，《新华日报·太
行版》出版发行了第 1号号外，主题为：
“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
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
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为毛主
席声明全文。接着，其又出版发行第 2
号号外，主题为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内容为：“（新华社延安十
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 10日电，据合
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
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
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 月 11 日，
《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 3号
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
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
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
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 8月 10日发布的
大反攻第一号命令。

8月 10日晚 10时，重庆《新华日报》
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
“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
汤蹈火 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
及时地报道出来。

8 月 11 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
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
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内容由《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
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
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
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等相关报道组成。

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
盟社东京 15日晨英文广播：日皇将于今
日12时向敌国军民作无线电广播。日皇
作无线电广播尚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第一
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
取日皇广播。日皇广播后即将继以铃木
演说。后者也将作出重要公告。同时，今
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一时出

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
8月 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

号黑体字和感叹号作为主题：“日本投降
矣！”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
条款，今晨七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
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
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
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
日照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
国贝尔纳斯国务卿八月十一日以中美英
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事。日本政府谨通
知四国政府如下……”当日的《大公报》
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
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
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
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精心设计的。
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
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
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
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
下襄阳向洛阳。”

人民的狂欢节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民的
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陈学昭
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
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
激，彻夜不眠！”（《解放日报》1945年 8月
13日《纪念的日子》）

1945年 8月 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
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
月 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
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
伏。霎时，鼓乐喧天，无数火炬照亮了巍
巍宝塔山和波光粼粼的延河水。机关干
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
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
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扎成
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
联政宣传队、大众剧院、延大、完小等十余
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
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
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
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
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
内战！”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

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
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
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前进！人民的
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
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
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
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

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
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
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
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
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
作家、诗人。艾青在《人民的狂欢节》中
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
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
脯，高高地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拥向
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
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
人。”（《解放日报》1945 年 8月 14 日）萧
三在《延安狂欢夜》中写道：“我还守着一
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地寂静。忽然山
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
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
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
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
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
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解放日
报》1945年 8月 15日）鲁藜在《黎明的信
号》中写道：“啊！兄弟们，姐妹们，让我
们紧紧拥抱，让我们热烈地相爱，让我们
生命溶结在一起，让我们举起这生命的
火把，更高地举起这血的火把。更高哟，
更高哟，向天上，向天上，把红色的太阳
点燃起来。”（《解放日报》1945年 8月 19
日）萧军在《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
能忘记》中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
是决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
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
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解放
日报》1945年 8月 18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年 8月 10日，《解放日报》刊登

了毛泽东主席于 8月 9日对苏联对日宣
战发表的声明。“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
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
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
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
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
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
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
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
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
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
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
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编入《毛泽东选
集》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8月 1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
司令于 8月 10日 24 时向各解放区所有
武装部队发布的第 1号命令：限令敌伪
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
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
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
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

8月 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
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 2至第 7号命令：令
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
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
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
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
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
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
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

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
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
晋察冀军区组织了 74万人的部队和民
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
十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

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
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
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五路
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
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
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
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
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
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
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 8月 9日至年底
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
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
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

宝塔山下人潮涌

1945年 9月 3日，《解放日报》报道：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
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
体、学校、部队于三、四、五日放假三天，
以资庆祝。”

9月 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
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作了巨大
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
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
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
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
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百分之
九十五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
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十九个解放
区，收复二百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
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
社论最后呼吁：“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
平、民主、团结的大纛下，万众一心，迈步
前进，扫除一切碍障，把中国建设成为独

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9月 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

5日下午 2时，延安各界两万余人集会于
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
会。鲁艺、联政、文协、完小等秧歌队喧
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
伏，拥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
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
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
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
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
府秘书长曹力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
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

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
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
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
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
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
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
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
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
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
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
朋友所称道。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抗战
八年，功勋卓著，是保卫中国、保卫和平
的人民军队。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
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
图。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
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
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随后发
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
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
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
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
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
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
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
设的模范。”他最后高呼：“全国同胞要努
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来巩
固和发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
玉章、教育家黄齐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
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
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

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
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
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纪念抗日战争
的伟大胜利。

诗人飞涛在《为和平而歌》中写道：
“啊，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开
始照耀着五千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
的儿女们，四万万五千万双眼睛，满含着
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
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
的胜利的音乐。”（《解放日报》1945 年 9
月 5日）

新闻纸上，抗战胜利日的记忆
■郑学富

人民军队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
后，红军指战员对“八一”这个日子始终
怀有特殊的感情，每年这一天都会以不
同形式进行纪念。但从 1927 年到 1932
年，“八一”并没有作为人民军队的建军
节，当时红军也没有成立统一的纪念日。

直到 1933年 6月 23日，中共临时中
央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中指
出：“今年‘八一反战日’适为红军成立纪
念。应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中国的
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的救
星……同时应充分利用苏维埃政府及革
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开展拥护苏区与
红军的工作。”据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
议，以南昌起义日——8月 1日为中国工
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每年的 8月 1日开展
纪念活动。

临时中央政府同意这一建议，并决
定在开展红军成立纪念活动的同时，开
展拥军优属活动。在 8月 1日这天，中革
军委将红星奖章授予红军中有特殊功勋
的指战员。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以军
委名义给红军指战员授予奖章。红星奖
章代表着人民军队的崇高荣誉，是对红
军指战员最高褒奖。

1933 年 7 月 9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制

定、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命令指出：
“在革命战争的进展当中，每一个红军
军人，本其阶级的政治觉悟为自己工农
的解放英勇的与敌人作殊死的武装斗
争，固然是其应有职责，然而就其牺牲
本身为整个工农的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看来，其有特殊的功绩的应给以褒扬，
以示优异而励来者。兹由本委员会制
定三等红星奖章，按照下述功绩的等次
来发给：

第一，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
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

第二，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
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

第三，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
红星奖章的基本形状是五角星及由

两枚五角星交错而成的星花，象征革命
的星星之火；中间由五星和禾穗组成的
圆形图案，象征着中国工农红军是党领
导下的工农子弟兵，其宗旨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围绕中间五星标有“红星
章”三字。一等红星奖章为金质，通径为
5.5厘米。二等红星奖章为银质，通径为
4.8 厘米。三等红星奖章的基本形状为
一个正五角星，其中间图案与一、二等红
星奖章相同，该奖章为铜质，通径 4.1厘
米。一、二、三等红星奖章的背面刻有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奖章的等级及
颁发的日期、编号等。

红一方面军总部于 1933 年 7 月 12
日发布《关于纪念“八一”的训令》，强调：
“‘八一’纪念日，中革军委决定对战争有

勋劳、作战特别勇敢的同志授以‘红星’
章。”

1933 年 8 月 1 日，按照中革军委决
定，红一方面军隆重举行“八一”建军日
纪念活动。整个纪念活动分为阅兵、宣
誓仪式、举行颁发奖章典礼和授旗典礼
等活动。红军总司令朱德宣读中革军委
通令，授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一
等“八一”红星奖章；授予王稼祥、刘伯
承、聂荣臻、周建屏、张云逸、陈毅、周子
昆、蔡会文、萧克、王如痴、何长工、罗炳
辉、徐彦刚、周昆、罗瑞卿、陈光、刘海云、
李赐凡、吴皋群、毕占云、滕代远、袁国
平、寻淮洲、张纯清、洪超、彭绍辉、彭雪
枫、李青云、袁血卒、旷朱权、朱良才、程
子华、陈伯钧、王诤、曾希圣等人二等“八
一”红星奖章；授予兴国模范师创始人师
长钟元洪、政治委员谢远松，红军无线电
新闻台创始人王震等数十人三等“八一”
红星奖章。

8月 1日，各军团、湘赣苏区红 6军
团、湘鄂赣苏区红 16师、闽浙赣苏区红
10军及军区地方部队，根据中革军委的
命令，按照中革军委批准的授予一、二、
三等红星奖章的指战员名单分别隆重举
行授奖大会。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阅兵和颁发
红星奖章的仪式，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举行
的。8月 1日晨，在激昂雄壮的军乐声和
礼炮声中，“八一”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

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项英
等出席活动，并检阅了红军受阅队伍。
红军中央警卫师和红军学校的师生参加
了受阅仪式。

阅兵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
席项英首先致词，并带领受阅部队宣读
红军誓词。宣誓完毕后，阅兵总指挥发
出授旗号令，向各部队和红军学校授
旗。在军乐声中，项英向有战功的红军
指战员授红星奖章。当场被授予红星奖
章的有欧阳钦、何长工、彭雄、姜启化、袁
血卒、杨梅生。

红 3军团第 1师师长彭绍辉，在反
“围剿”作战中受重伤后住院，未能参加
授红星奖章仪式。8月 1日，中革军委派
人到医院授予彭绍辉二等红星奖章，以
表彰他在反“围剿”作战中的功勋。彭绍
辉十分激动，他一直将红星奖章珍藏在
一个小盒子里，带着它南征北战。

1934 年 8月 1日上午 7时，毛泽东、
周恩来、博古、刘伯承等出席在瑞金大
埔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典礼。周
恩来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反日反帝
反国民党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朱德骑
马检阅部队并领导全场将士举行抗日
宣誓，向参加检阅的教导团授旗。下
午，在瑞金红军家属第一次代表大会开
幕式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
向大会致词。晚上，朱德出席中革军委
举行的授旗典礼，奖励一年来在战斗中
有特殊功绩的红军战士，在会上宣布 70
余名获奖者的姓名和功绩，并亲自将各

级红星奖章佩在受奖者胸前。其中，授
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 8人：江西军区司
令员陈毅、红 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红 7
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红 1团政治委员
符竹庭、红 4师师长洪超、红 12 团政治
委员钟赤兵、红 39 团前政治委员易荡
平、红 57团团长王永瑞、红 57团参谋长
夏忠兴。

中革军委颁发红星奖章，鼓舞了广
大红军指战员的战斗热情，激发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在
作战中浴血杀敌、英勇奋战，夺取一个又
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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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最高荣誉奖章：红星奖章
■姜廷玉

从左至右分别是：一、二、三等红星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