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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丹花开红又红，红 15军团出
了征；徐海东、刘志丹指挥妙，劳山榆林
打得好……”
“十月里来天气冷，何立中劳山丧了

命，无敌的红军百战百胜，榆林桥再消灭
四个整营……”

1935年 10月，红 15军团在劳山、榆
林桥两战连胜，沉重打击了敌嚣张气焰，
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广大红军指战
员和人民群众备受鼓舞，欢快地唱起了
信天游。

敌重兵逼近陕甘根据地

1935 年 7月，蒋介石以东北军为主
力，纠集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省 13
个师又 5个旅约 10万人，采取南进北堵、
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对陕甘
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企图将陕甘红
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

根据地人民群众和红军展开了反
“围剿”斗争。刘志丹率领部队，在运动
中寻找战机，避强打弱，各个击破。1935
年 9月 15日，红 25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
镇，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
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6日，刘志丹率
红 26军、红 27 军到达永坪镇，3个军胜
利会师。18日，永坪镇举行了盛大的军
民联欢会，庆祝胜利会师，并动员部队粉
碎敌第三次“围剿”。会后，红 25军和红
26 军、红 27 军合编为红 15 军团。徐海
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
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下辖红 75师、红
78师、红 81师，全军团共 7000余人。

9 月 26 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
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
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
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国民党军队“围
剿”红军。此时，敌第 67军由中部县（今
黄陵县）向北进犯，其军部及第 107师已
进驻洛川，第 107 师的 1 个营进占羊泉
原。第 110师、第 129师（欠第 685团）沿
洛延公路推进至延安。敌第 685团进驻
甘泉，维护南北交通。东北军第 67军自
恃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完全不把红军
放在眼里。

红 15军团成立后，军团首长立即召
开作战会议，商讨反“围剿”作战计划。

军团首长对敌我态势进行了认真研判，
认为敌第 67军孤军冒进，又骄傲轻敌，
如能先消灭其一至两个师，整个战局就
会发生重大变化。当时，敌第 67军兵力
比较分散，且在延安部署了两个师。我
军如果派出部分兵力围攻甘泉，切断敌
南北交通线，延安之敌就断了补给，必然
回援甘泉，这样就可以在合适的地点设
伏歼之。于是，红 15军团决定利用甘延
公路沿线有利地形，采取围城打援的战
法，在运动中歼敌。

劳山设伏首战告捷

9 月 21 日，红 15 军团从永坪镇出
发，23 日到达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集
结。徐海东、刘志丹率红军团以上干部
到劳山勘察地形。劳山南距甘泉 15公
里，北距延安 30 公里，山岭起伏、树木
茂盛，是延安通往甘泉的必经之地，是
个设伏的好地方。军团首长决定在劳
山摆个“口袋阵”，等着敌军钻进来。其
实，劳山北面不远的九里山，地形更险
要，更适合埋伏，但考虑敌行至九里山
时，必然会加倍提防、搜索警戒，军团首
长因此决定在劳山设伏。9月 28日，红
81 师第 243 团包围甘泉县城。翌日拂
晓前，主力部队每人带 3天干粮进入劳
山设伏阵地。

此前，敌第 67 军军长王以哲派第
110 师第 2 营部分兵力，前往甘泉接运
棉服，一并被围在甘泉城中。王以哲遂
派以何立中为师长的第 110 师解围甘
泉。10月 1日晨，何立中率 3个团（欠 5
个连）在侦察到红军在该地区有所活动
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向甘泉前进。何立
中错误估计了红军的力量。他认为：红
25军经长途跋涉已是疲惫之师，而红 26
军、红 27军不善于打阵地战。当何立中
所部经过三十里铺时，他命令第 630 团
留驻该地以备策应。行至九里山时，何
立中发现公路两边山岩陡峭、林木茂
密，担心红军设伏，遂派兵从公路两侧
爬山搜索，确认没有红军埋伏后方令部
队通过。出了九里山口后，前边就是劳
山。劳山虽然也是山岭起伏，公路两旁
草木丛生，但险要程度比九里山低很
多，因此何立中认为红军不会在劳山设
伏，下令部队成四路纵队前进。

这是红 15 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仗，
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徐海东等亲自
到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红 81 师第 241

团检查准备工作。10 月 1 日 14 时，当
敌先头部队进至甘泉北 6 公里的白土
坡，红 81 师第 241 团突然开火，堵击敌
人前进。同时，位于阳台（劳山北 3 公
里）的红 78师骑兵团适时出击，断敌退
路。设伏在公路两侧的红 75 师、红 78
师向敌发起猛攻，将敌分割于小劳山
和榆林沟口。国民党东北军是红军的
老对手，有很多士兵了解红军政策，纷
纷缴械投降。

经 5个多小时激战，红 15军团指战
员全歼驰援甘泉的敌第 110师第 628、第
629团及师直属队。此役毙伤敌师长何
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
1000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 3700余
人，缴获战马 300余匹、炮 12门、重机枪
24挺、轻机枪 162挺、长短枪 3000余支、
电台 1部。

王以哲在令所部注意红军战术的电
报中提到，何立中师失败原因“系卒然遇
匪，发生混战，初以少数弱匪，摇旗呐喊，
诱我靡费弹药，继以匪主力冲锋，我弹药
殆尽，终致危局，无法挽救”。

劳山战役是红 15 军团成立后打的

第一次大胜仗，极大鼓舞了陕甘根据地
军民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斗志。驻
守瓦窑堡的国民党军第 84师一部星夜
逃往绥德，安定县宣告解放。战斗结束
后，红军对敌军俘虏非常宽大，尽量照顾
他们的生活，对死者及时掩埋、伤者尽力
治疗，在敌军中产生了积极反响。

攻坚战歼敌4个营

劳山一战，给敌军当头一棒。敌军
变得谨慎起来，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
策，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逐步压
缩根据地并围歼红 15军团。敌第 67军
决定由其第 107师担负筑碉任务和打通
甘泉交通的任务。

当时，敌军特别重视碉堡的构设。
1935 年 10 月 11 日，王以哲在关于第 67
军“围剿”陕北红军部署的电报中特别提
及碉堡的问题：“各师应即完成自卫工
事……恢复肤、洛间交通，尔后渐成碉
堡线。”“筑碉注意，应按地形。筑地上碉
或地下堡，最好筑成连用一个营的碉堡

群，其位置以能犄角互相侧防，并按距
离，能与城镇连络，及城镇亦应作出触角
式之堡或若干，不到必要时，切忌全兵力
置于城内。”

榆林桥是鄜县通往甘泉、延安的必
经之路。切断这条路，就能紧紧扼住敌
方物资运输的咽喉，使敌首尾不能相
顾。10月 20 日，敌第 107 师第 619 团并
加强第 620团 1个营进驻榆林桥。该团
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主力团之一。团
长高福源曾入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
班学习，深受张学良赏识。

10 月 24 日晚，红 15 军团乘夜向榆
林桥隐蔽接敌。徐海东先后 3次察看地
形，确认敌工事尚未完全完工，还有很
多火力死角，便下决心打敌措手不及。
25日拂晓，红 75师、红 78师趁晨雾从东
西两面同时向榆林桥之敌发起猛攻。
红 75师迅速突破敌外围防御，占领制高
点，歼敌大部。红 78师消灭洛河西制高
点之敌后，其第 232 团由西向东涉水向
榆林桥据点发起进攻。预备队红 81师
顺洛河左岸开阔川道向榆林桥西门及
其两侧进攻。部队迅速突破敌防御，进

入榆林桥镇，向纵深发展。敌凭借房屋
和窑洞负隅顽抗。红军指战员与敌展
开了逐屋逐窑争夺，通过烟囱往窑洞里
投掷手榴弹，将敌赶出歼灭。此战我军
共毙伤敌 300 余人，俘敌团长高福源以
下 1800余人，缴获炮 8门、重机枪 16挺、
轻机枪 108挺、长短枪 1300余支。

敌第 67军在榆林桥、杨家湾战斗经
过报告中提到：“而我榆林桥部队益陷于
悲惨境遇。计共抗战十余小时，弹尽援
绝，阵地遂全部失陷……”“我官长伤亡
三分之二，士兵伤亡二分之一。”

徐海东听说俘虏中有个团长，心想
这是一个难得的情报来源，就命令打扫
战场的指战员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一名俘虏供出高福源后，高福源说：“我
是个军人，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徐海
东说：“哪个要杀你，你是东北军的一个
军官，现在东三省都让人吞了，不知道
吗？你要有点骨气，去打日本人。你们
东北军的弟兄，见了红军，枪都朝天上
放，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来跟红军拼杀
呢！”高福源不作声了。

程子华也与高福源进行了谈话。党
中央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彭德怀、李克
农等同志也对他进行了谈话教育。高福
源受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的感
召，回到东北军后，他积极参与争取东北
军抗日的工作，对促进张学良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思想转变有着较大影响，对
促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起了
积极作用。

劳山、榆林桥两战，我军共歼敌第
67军 1个师部、2个整团、1个整营。甘
泉城内守敌也陷入红 81师和地方武装
的严密围困之中，使北到延安、南至鄜
县、洛川之敌第 67 军余部首尾不能相
顾。至此，敌王以哲部发起的南线进攻
战役宣告失败。此外，两战的胜利还巩
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和中
央红军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彻底粉
碎敌对陕甘苏区的“围剿”打下了基础，
客观上对争取东北军抗日和促成西安事
变起到了积极作用。

劳山、榆林桥之战——

巩固扩大陕甘苏区的关键胜利
■史波波

香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着一本 1949
年 5月华东军区司令部印制的《入城纪
律》。这本小册子长 9.5厘米、宽 13.2厘
米，见证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严
守纪律、不入民宅的重要史实。

1949 年 5 月 27 日，经过 16 昼夜的
激烈战斗，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28日
清晨，枪声刚刚停息，天上下着绵绵细
雨。上海市民一推开窗户，就被眼前的
景象惊呆了：湿漉漉的马路边，躺满了
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原来，为
了不打扰市民，解放军战士选择露宿街
头，席地而卧。这一震撼人心的画面被
拍了下来，在当时的国内乃至世界范围
引起巨大轰动，充分反映了人民解放军
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

解放上海前，1949 年 2 月，第三野
战军南下到达徐州贾汪时，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陈毅就找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
组组长曹漫之谈话，交代他一项重要任
务——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守则和纪
律》。陈毅说：自古以来，军队进入城
内，住进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们即
将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
的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
人民军队不太了解，我们进城后一定要
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见面礼”。
因为老百姓接触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军
队纪律，所以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
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
难挽回。

之后，陈毅又找到曹漫之说：“我记得
古代史书上曾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

载，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可以作为我
们的参考。”曹漫之每到一处，就去地方图
书馆查看古书。谁知，查来查去都没有
“不入民宅”这句话。陈老总笑着说：“你
真是个书呆子，书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
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
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否
则，那么多人一下子涌进老百姓家里，肯
定要出问题，弄不好会天下大乱。”

4月 1日，华东野战军以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
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
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联名发布“命令”的
形式，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
则》。要求各级军政机关须据该公约、守
则深入教育所属部队；务使人人了解，个
个熟记；各级军政干部以身作则，督率全

体切实遵行。同日，华东局在其经过中共
中央批准发布的《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
示》中，又规定了一切部队干部和接收人
员必须遵守的十项守则。为了进一步细
化与宣传相关纪律，5月，华东军区司令部
编印了《入城纪律》小册子，强调“一切入
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
的房屋居住”。

对此，有的干部提出疑问：过去历次
打仗都是睡在老百姓家里，为什么进了上
海就非要睡马路？军指挥所也不许进民
房？遇上大雨怎么办？战士生病，进去要
点水喝也不行？陈老总斩钉截铁地说：“不
行，说不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
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毛泽东对此极为赞赏，在电文中用8个字
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为了确保入城纪律和守则深入人
心，第三野战军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编成
了朗朗上口的快板诗：“解放大军下江
南，要进上海和南京。大小城市几百
座，都要解放归人民。接管建设新城
市，政策纪律最要紧。入城守则共八
条，一条一条记在心……若要进城来宿
营，要经军管会批准，房子不能随便住，
宿营必须听指定。”不入民宅成为解放
军解放上海时最基本的一条纪律，除此
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纪律要求。

为把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最
低，把大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华东野
战军要求部队仅使用轻武器作战，一律
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在实际作战中，
解放军战士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主要使
用步兵轻武器，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消灭
敌人。战斗过程异常艰苦，部队付出了
巨大牺牲。后来，有目睹当年战斗的上
海老百姓回忆道：“解放军战士一批一
批倒下，又一批一批往前冲，苏州河水
都被染成了红色。”大军胜利进城后，继
续严格执行入城守则。为不影响市场
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一律不允许在
市区购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都是
从几十里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
纪律严明、穿着朴素的解放军官兵和军
纪涣散、贪腐盛行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
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在国共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在人
民政权胜利曙光就要来临、中华民族命
运转折的紧要关头，严明的纪律对树立
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起到了重要作
用，对于提高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的
战斗力并且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
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
曾对纪律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做出了精
辟概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不吃老乡一个苹果等无数
严守群众纪律的事例，让人民群众看到
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迥然
不同，也获得了老百姓“最后一碗米送
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
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
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样的支持与信任。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桂星星

1941年 1月，八路军第 115师第 3教
导旅第 9团（现第 77集团军某合成旅前
身部队）进驻山东巨南地区后，根据当
地群众受敌人欺骗威胁、对我军不了
解、有畏惧情绪等情况，制定了“宁绕百
步走，不踏一青苗”等 10条规定；开展了
“三不走活动”，即：水缸不满不走、地不
扫不走、没与群众告别不走。

当时春节临近，为了让群众过好
年，团长何光宇和政委刘汉商议决定：
把部队拉到野外露营，监视敌人，保护
群众过好年。“这大过年的，你们还到哪
里去？”部队离开时，群众关心地问。“有
战斗任务。”战士们回答。待群众过完
年，部队才回到村子。

部队在巨南地区作战频繁。位于
巨野县万福河北岸的马楼、蒋海、徐堂、
葛集、大李楼 5个村庄，有 1万余人口长
期遭受日、伪、顽、匪的敲诈勒索和摧残
掠夺，村民联合起来建立了自卫武装。
第 9团初到这一地区时，群众对该团存
有戒心，官兵按照党的政策耐心争取。
一天，日伪军 1000余人分 3路围攻大李
楼，“五大村”人民奋力抗击。团长何光
宇闻讯后，立即率部增援。军民协力作
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解了“五大村”
之围。此次战斗，使“五大村”群众和部
队结下生死之情，全村欢迎该团进驻。

1941年至 1943年，华北地区连续遭
遇水、旱、蝗虫三大自然灾害。敌人又
对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致使解放区人
民生活极其困苦。该团官兵与群众共
同抗灾灭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在
粮食极端缺乏的境况下，该团开展“节

约 4两米”活动。官兵把节约的粮食支
援群众，自己则以野菜、树叶充饥。羊
山战斗胜利结束后，当地群众帮助官兵
掩埋阵亡烈士。当群众看到烈士身上
揣着用树皮、野菜、棉籽做成的绿色菜
团子时，都泪眼婆娑。

该团还经常派宣传队走村串户，以
麻秆作笔、墙壁为纸、街头当舞台，写抗
日标语、演抗日话剧、教抗日歌曲，形成
了全团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
吸、共命运的良好局面。人民群众亲切
地称该团为“俺们的自卫团，泰西的子弟
兵”“俺们的老9团，巨南人民的贴心人”。
“第 9团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苦的条

件下打开局面，站稳脚跟，赢得群众信
任和支持，主要原因是认真执行我党政
策，模范遵守我军群众纪律，大力做好
了群众工作。”八路军第 115师政治部主
任萧华对该团继承和发扬红军做群众
工作的优良传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
扬。冀鲁豫军区将该团树为“群众工作
模范团”，号召全区部队向其学习。

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学人民、爱
人民、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没有改变。迈
进新时代，该部官兵始终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参与驻地脱贫
攻坚行动，用实际行动擦亮了“做民族团
结模范、当祖国忠诚卫士”的闪亮名片。

“群众工作模范团”战旗——

学人民 为人民 爱人民
■张 军 郭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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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华东军区司令部印发的《入城纪律》。 作者供图

图为劳山战役旧址。 （图片源自《红25军征战记》）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