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
——忻口战役之研究

马仲廉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正规战与游击战在战略上的相互配合,

在抗日战争的整个阶段都存在着。在战役上的相互配合, 主要表现

在战略防御阶段, 而在这一阶段中的太原会战, 尤其是忻口战役更

为典型。忻口战役不仅有战役上的密切配合,而且有战斗上的紧密

协同, 还出现了共同制定作战计划, 两党军队相互指挥的团结局

面。这一战役,是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协同作战的典范。

一、内长城防线的撤退

1937年 9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派

遣兵团,突破了山西省内长城中国守军防线, 接着奉大本营命令,

向华北战略要地山西省会太原展开进攻。

中国第二战区部队内长城防御战是从 9月下旬展开的。当时,

日军第五师团占领察哈尔省西部地区后, 以主力一部以大营镇为

目标,向平型关方向进攻。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由大同、怀仁地

区南下,在下社、茹越口、雁门关至阳方口一线向守军进攻,协同第

五师团作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战区部队主力沿恒山山

脉的内长城线布防,阻止日军进攻。9月 25日, 由中国工农红军改

编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侧的山地伏击日军第五师团

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取得了空前大捷。在此情况下, 阎锡山改变了

原在砂河与繁峙之间同日军决战的计划, 决定在平型关外消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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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的日军。他于9月 29日由岭口行营到达平型关前线的大营镇督

战。不料日本关东军一部突破茹越口守军防线后于 29日进占繁峙

县城,进入内长城以南,切断了平型关方面守军的后路。于是, 阎锡

山在当日夜间下令内长城防线守军全线撤退。

10月 1日, 阎锡山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会晤, 商讨下一步

对日作战问题。会晤中,阎表示了将从崞县、忻县,直至太原, 配置

纵深阵地,节节扼守,最后守太原,并决心将太原当作马德里; 还决

定将晋绥军十个团交朱德指挥, 扼守五台地区。

为组织好保卫太原的作战, 阎锡山决定在忻县以北的忻口及

其两侧地区组织防御。由于内长城线上撤退下来的部队集中部署

在忻口地区需时数日, 新调入晋的第十四集团军输送也需时间,而

入关的日军则将乘胜发动进攻, 所以,阎命令由雁门关撤退下来的

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指挥所部坚守崞县,第一九六旅坚守原平,以

掩护战区主力在忻口地区布防。阎并于 10月 2日将防守天镇不力

的原第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枪决, 以儆效尤。阎要求八路军在日军的

侧后展开袭击,以迟滞日军的进攻时间。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于 10月 3日命令第一

二 师主力协同晋军独立第七旅,利用神池、宁武西南山地迟滞日

军进攻,并派出干部到第七旅帮助工作,宋支队尽力破坏雁门关、

岱岳镇、怀仁一带桥梁、道路、电线, 袭击日军小部队, 李支队在利

民堡、神池、八角堡三角地区之间袭南进之敌。第一二 师遵照总

部命令展开了对日军的作战行动。

二、阎锡山将十个团交朱、彭指挥

日军突破内长城中国守军防线后, 日本中央统帅部命令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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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军以一部兵力进攻太原,并命令关东军一部归华北方面军指

挥,参加进攻太原的作战。华北方面军于 10月 1日晚命令第五师

团并指挥进入内长城以南的关东军向太原进攻, 接着命令第一军

突破石家庄一带中国守军防线向南追击, 以一部进入井陉以西地

区策应第五师团作战。

阎锡山计划的忻口防御战役的部队部署, 分为中央、右翼、左

翼和预备军四个部分,分别以卫立煌、朱德、杨爱源和傅作义为总

指挥。阎锡山将晋军十个团归右翼军朱德指挥。同时,位于神池、

宁武地区的八路军第一二 师归左翼军杨爱源指挥。在此之前,阎

曾于 9月中旬向中共建议, 在战争形势不利时, 以八路军和晋绥军

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他真诚地提出, 如毛泽

东、朱德同意, 请及早告诉他,以便早作准备 。对此,毛泽东回复

表示完全同意,同时提出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其它意见。 此

时,阎将晋军十个团的兵力交朱德指挥,更表现了他的合作诚意。

当朱德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时,毛泽东于 10月 4日致电朱

德、彭德怀、任弼时和前方各将领,指出: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 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

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 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

打几个小胜仗, 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 对他们多取商量, 表示

殷勤爱护之意, 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置于危险地位等

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 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 使他们真心愿意

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

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 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

之。 

10月 8日,八路军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正确对待友军,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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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军在与友军接触中,发现有个别下级干部和战士在态度上

表现骄傲,甚至有耻笑友军退兵为运输队者,这不独很易引起友军

反感,且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我们对友军的态度应表示谦和诚恳

与和气,绝不应高傲,要以我们的作战英勇,对民众亲爱关系的模

范去影响他们,各部队应进行教育。”

阎锡山曾说: “八路军作战主动,不用督促;晋绥军扰民有余,

扰敌不足,嗣后两军协同,必须互取短长。” 他要求八路军第一二

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到第六十一军帮助指挥。八路军方面满足了他

的要求。为了便于八路军与战区友军更紧密地协同作战, 中共中央

还同意周恩来带一专用电台,随阎锡山行动,以便随时协商两军作

战事宜。

国共两党两军这种相互支援,部队之间相互指挥的情况, 表明

了抗战初期两党两军精诚团结, 一致抗战的大好局面。毛泽东说:

“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 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 其次则是

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

民的游击战争。” 

三、战役计划的协商

日军第五师团和关东军独立第二、第十九旅团入关后, 于 10

月 3日在代县及其附近集结,并从 4日开始围攻崞县、原平,与守

军展开激战。日军另一部占领朔县后,向阳方口、宁武方向展开进

攻。

这时, 第二战区部队正在调整部署,向忻口地区转移, 新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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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的中央军也仍在输送途中,而忻口战役的作战计划尚未最后决

定。10月 4日, 卫立煌到达太原。阎即与卫会晤,并请周恩来参加,

一同商讨忻口战役作战计划。

阎锡山首先讲了他的设想, 决心以忻口为必守阵地, 分左、中、

右三个地区, 主力集中在中地区,待部队调整后, 中地区部队向代

县、忻口之间的敌人出击;右地区部队向代县、平型关间侧击; 左地

区部队钳制进攻宁武之敌。

周恩来提议: 立即令王靖国第十九军一部守崞县,钳制当面敌

人,以大部星夜回击绕攻原平之敌而歼灭之,以掩护中地区部队集

中;即调八路军王震部第三五九旅归还第一二 师建制, 加强中地

区的防御兵力;电请南京另派三四个师实施战略上的出击;立即组

织并武装正太、同蒲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的矿工,准备破坏铁路、

矿井。

对于周恩来所提建议, 阎、卫都表示同意。关于忻口战役的具

体作战方案, 约定翌日同傅作义一同商谈决定。

当日, 周恩来将同阎、卫会商情况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请

他们将意见立即回告。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于 5日下午 3时复电周恩来并

致朱德、彭德怀。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与阎等共商决定的作战计

划,并提出了八路军的下列部署:

甲、(略)

乙、我一一五师全部除一部做地方工作外, 应速集中于台怀镇以

北, 大营镇、砂河镇以南之山地,等敌人被吸引于原平、忻县地区并打得

激烈时, 袭取平型关、大营、砂河、繁峙线, 得手后交友军占领该线,我军

向北突击, 占领浑源、应县地区, 开展新局面。

丙、王震部速归还贺师建制。贺师全部除游击支队外, 主力此刻应

隐蔽于五寨地区。待原平正面打得激烈时,我一一五师又已实行向大

营、浑源行动时,即用主力出长城袭击朔县、左云一带, 与一一五师相呼

应, 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

丁、一二九师以一个团位于孝义, 主力位于包括娘子关在内之正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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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侧后,主要任务是动员工人及两侧农民战略上策应林、贺两师, 巩

固后路。

6日凌晨 1时,毛泽东又致电周、朱、彭并告林彪、聂荣臻, 提

出关于作战问题的补充意见。他对敌情作了细致的判断与分析,并

对在山西境内中、日军队的实力作了对比, 然后指出:“此战役之关

键在于下列三点: ( 1)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 2)正面忻口地区之

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 3)敌后方之破坏。”为达上述目的,

“( 1)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 2)要求卫军四

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 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 余任守

备。( 3)红军林、贺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

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毛泽东对八路

军的作战行动作了补充指示后指出: “在一一五师本身, 则因转移

与作战频繁, 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到二千五

百,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枝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 武装他们。

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

却有很大意义。”

10月 5日上午,周恩来、卫立煌、傅作义等一同商讨忻口战役

作战方案。周恩来提出,我军应以忻口山地为固守阵地, 诱敌到代

县、忻口之线,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其部署, 应以第五十四师固

守忻口阵地; 以现在崞县、原平线之晋军 12个团节节抵抗敌人,以

刘茂恩第十五军及晋军一部在忻口东北山地集中,一部固守滹沱

河东岸山险; 以第十四集团军三个师一个旅,高桂滋第十七军及晋

军主力集中忻口及其西南山地;以一部在忻口西北山地迟阻宁武

南下之敌。左、右两地区除王震部第三五九旅西移外,其余照朱德、

彭德怀原定部署。

周恩来接着提出依据上述部署部队的行动计划, 在中地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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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未集中前(集中时间尚需五天) ,右地区部队除杨成武远遣支队

外,主力展开向平型关、砂河镇、繁峙之线实行广泛的游击, 并与

朱、彭原定一个支队向浑源县西南面向雁门关向游击。左地区第一

二 师除宋时轮支队外,应向宁武南北游击,以破坏和阻击敌人前

进计划,以使中地区主力集中。实行侧面攻击时,我左、右两地区主

力应同时在宁武南北, 代县以东侧击敌后, 求得协同胜利。周恩来

还提出电程潜加派曾万钟之第三军或冯钦哉之第七军来晋参加作

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到太原后,看情况使用于左、右地区活动。

卫立煌和傅作义完全同意周恩来所提作战方案, 并表示力争

在忻口以北地区取得胜利。他们还提出加强部队输送,使部队按期

集中等意见 。

新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　于 5日夜间由南京抵达太

原。6日上午,阎锡山召集周、黄、卫、傅根据前一天所定作战方案,

作出了正式的作战计划,并下达各部队。

第二战区忻口战役作战计划决定的会战方针是, 本战区攻势

防御之目的: 以主力占领蔡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卫

家庄, 1482高地迄阳方口既设阵地线,两翼依托五台及宁武各山

脉,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侵入之敌乘其立足未稳, 迅速击灭之。

兵团部署是: (一)以第十八集团军(欠一二 师)、第七十三师

(附炮兵一营)、第一○一师(附炮兵一营)及新编第二师为右翼军,

归朱(德)总司令指挥, 在五台山、罗圈沟、军马厂、翠岩峰、挂月峰

迄峨口、峪口之线,占领阵地。(二)以第十四集团军、第九军(欠第

四十七师)、第十五军、第十七军、第十九军及第一九六旅、炮兵二

十七团(欠第四、第六连)为中央军,归卫(立煌)总司令指挥,在蔡

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至 1482高地之线占领阵地,以

另一部在中解村、阳明堡、虎头山、黑峪村之线占领阵地。(三)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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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师、第七十一师、第一二 师及独立第七旅、炮兵第二十三

团第三营、炮后第二十四团第三营为左翼军,归杨(爱源)总司令指

挥,在黑峪村迄阳方口之线占领阵地。(四)以第三十四军(欠第一

九六旅)、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六师及独立第一旅、独

立第三旅为总预备军, 归傅(作义)总司令指挥, 位置于定襄、忻县

一带,策应各方。

从上述可知, 在制订忻口作战计划和部署兵力过程中,中共与

阎锡山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四、八路军配合友军协同作战

根据国共双方共同制定的忻口战役作战计划,八路军总司令

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于 10月 6日电令各师:

我军以协同友军展开战局, 保卫山西之任务,部署如下:

一、一一五师以待机姿态, 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略取

浑源、应县之目的。徐旅进至五台、台怀以东之麻子沟、白堂子附近地

区, 封锁消息,侦察平型关、大营镇敌情、地形。陈旅进至石咀、台怀镇间

之白头庵、前后石佛镇地域, 侦察砂河村、龙泉关之线敌情、地形。独立

团暂在上寨、下关、冉庄迅速补充棉衣、弹药后, 进至浑源、大营镇、灵丘

之间, 向繁峙、应县积极活动, 尽可能切断广武、山阴段公路, 与宋支队

东西呼应。

二、一二 师张旅主力。应即配合马旅夹击宁武以南之敌,得手后,

集结义井镇附近待机。宋支队背靠岱岳镇以西山地后,立即向岱岳镇、

怀仁、山阴活动,破坏公路交通。王震率所部进至忻县以西后, 即归还

贺、肖指挥。

三、我一二九师及晋军六十一师,另行规定。

电令还指出, 各师接此电后,除一二 师三五八旅主力配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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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独立第七旅马延宁所部行动外,应立即进行各种准备, 并尽可能

于 11日以前准备完毕。

上述电令发出以后, 朱、彭随即于当日 12时电令第一二九师

由同蒲铁路运至河边村转五台,准备协同一一五师从台怀间向平

型关、繁峙、浑源出击。

这时, 日军正在加紧进击崞县、原平,并有一部由朔县向阳方

口攻击。

10月 3日,日军一部攻击阳方口独立第一旅阵地。该旅退守

段家岭、瓦窑、焦家寨、轩岗一带,日军随即占领宁武。6日下午 2

时,日军独立第二旅团猛攻崞县;独立第十五旅团同时猛攻原平。

崞县和原平守军分别将日军击退。7月, 日军突破崞县城垣。守军

第十九军退出崞县转移。攻击原平的日军与守军形成对峙。10日,

日军再次猛攻原平,并以一部侵入原平以南地区。守军伤亡惨重。

11日,日军继续猛攻。姜玉贞旅长指挥残部同日军搏斗中殉国,部

队伤亡殆尽。原平遂陷。

截至 10月 11日, 战区部队主力各部已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占

领阵地。

在此期间, 阎锡山曾准备于 11日攻击崞县、原平之敌, 但崞

县、原平已先后失陷,这一出击计划未能实施。

由于崞县、原平失守,日军即将全线攻击忻口守军。在此形势

下,周恩来于 12日致电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准备向阎锡山、黄绍

　建议:说明保卫太原战斗,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 不应

以多数部队守城或正面堵击;提出八路军应以第一二 师三五八

旅主力及第一二九师入晋的先头部队第七六九团截击日军近后

方,配合忻口防御的中路地区部队作战;如中路战况激烈, 第一一

五师应实行原定计划,求繁峙以东的胜利,振奋全国;第一二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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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九旅到达后暂钳制宁武之敌;以表明我左、右翼军的积极作

用。

当日,周恩来与阎锡山会晤,提出上述建议。阎表示赞同周所

提作战方案, 并希望八路军第一二 师三五八旅和总部特务团及

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继续在崞县、代县间截击袭扰日军; 第一一五

师等候忻口正面交战激烈的时候再动。第三五八旅东向神山、大牛

店之日军扰击,并切断轩岗至大牛店的铁路,以配合中路作战。阎

并提出可以派炮兵协助第一一五师、一二 师攻击敌人。对此,周

恩来认为,第三五八旅仍在轩岗以南山地, 而以第三五九旅王震部

改向神山、大牛店扰击敌人。这样,北可与第三五八旅呼应,南可响

应正面卫立煌所部出击。

13日,朱德、彭德怀电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并告贺龙、关向

应,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 最好从崞县、轩岗间向南袭击大牛

店之敌侧背, 与轩岗独立第七旅联络, 如需要炮兵协助, 即向第七

旅交涉。 

10月 13日拂晓, 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堤支队为右翼

队,第五师团主力为左翼队,在飞机三十余架,战车五六十辆及炮

兵火力的支援下, 向忻口守军左翼兵团和中央兵团阵地猛烈攻击。

守军顽强抵抗。当日, 日军突破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并继续扩大

突破口。卫立煌急调第二十一师李仙洲部归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指

挥,并令第六十一军独立第四旅增援,竭力收复失地。

13日,八路军为配合忻口正面守军作战, 在日军进攻的翼侧

和后方广泛出击。属右翼军的第一一五师独立团进袭灵丘、广灵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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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第三四四旅一部袭击团城口,该旅第六八七团占领平型关,并

将团城口与东河南之间的公路破坏十余里。属左翼军的第一二

师三五八旅于 12日袭击崞县北十里铺之敌, 接着于 13日袭击大

牛店; 宋支队在岱岳、怀仁间袭击敌人; 师直属部队在独立第七旅

协同下,于 13日夜间收复宁武县城。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到达代

县、崞县间袭扰敌人。总部特务团一部于 12日袭击代县县城后,即

在代县、繁峙间展开活动。

14日,卫立煌命令守军对日军反击,希望八路军予以协助。对

此,朱德、彭德怀于 14日凌晨电令第一一五师派三四四旅一个团

占领平型关, 相机袭占团城口和大营镇,袭击敌人运输汽车和破坏

道路;独立团除一个营在涞源地区外, 主力向灵丘、广灵之间活

动。 当日拂晓, 忻口守军中央兵团第二十一师向南怀化、新练庄

之敌展开反击,但在日军强大火力压制下, 伤亡惨重。日军随即实

施反扑。中、日两军展开激烈战斗。李仙洲师长负伤,反击部队受

挫。第二十一师退出战斗。左翼军一二 师三五八旅于 14日攻占

北大常和永兴村, 毙伤敌100余人。右翼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

部在平型关至小寨村之间, 截击日军运输汽车数十辆。平型关至代

县的公路已完全切断。

为了巩固阵地收复南怀化, 卫立煌、傅作义决心对日军举行全

面反击。为此,将预备军一部和右翼军指挥的晋绥军一部驰援忻

口,要求右翼军打击增援的日军和可能退却的日军。朱德、彭德怀

接到卫、傅的电报后,于 15日上午 8时致中央军左翼兵团总指挥

李默庵,要求该部派出兵力一部协助右翼军八路军所部出击。

15日夜间,忻口地区守军各部对日军展开反击。由于部署欠

妥,又是夜间作战,战斗一开始即与敌形成混战状态。指挥中央兵

团反击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

115

《朱德、彭德怀关于 343 旅等部队之行动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7年 10月 14 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旅长郑廷珍在指挥作战中阵亡。反击受挫而失败。从 17日起,中

日两军在忻口一线形成胶着状态。战斗虽然每日在进行, 但日军已

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击,守军也无力实施大规模的反击。

为了巩固忻口正面阵地,消灭忻口地区的日军, 阎锡山将预备

军继续投入忻口正面中央地区作战,并将左翼军和右翼军的大部

兵力抽调到忻口正面作战。右翼军只剩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左翼

军只剩下八路军第一二 师和晋军独立第七旅作战。

在此期间,周恩来、彭德怀曾到忻县卫立煌指挥部与卫会晤,

了解前线战况,并进一步商谈了两军协同作战问题。处于日军侧后

的八路军各部则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协同正面友军作战,取得了

许多胜利。第一一五师独立团, 15日在冯家沟伏击敌人, 并乘胜于

16 日收复广灵和紫荆关; 18日一度攻克易县县城; 23 日收复灵

丘; 26日收复蔚县。第一二 师三五八旅再次向忻口西北大牛店

出击。这时,三五九旅到达忻口以西地区归建。一二 师当即命令

三五八旅由北向南,三五九旅由西南向东北,夹击大牛店之敌。随

后,两旅进到雁门关、崞县地区。18日,七一六团在雁门关以南的

黑石头沟伏击敌人汽车队, 消灭日军 500余人, 并占领雁门关和太

和岭,截断敌人通往忻口的主要交通线。23日, 三五九旅七一七团

在王董堡伏击敌人运输队, 消灭日军 200余人。24日,七一五团在

原平以西的北岗村消灭日军一个骑兵中队。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

于 19日凌晨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 24架。

八路军在日军翼侧和后方的作战, 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正面友

军的防御。

五、忻口守军撤退

10月 17日后, 忻口前线正面,中日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后, 每

日都有局部的规模不大的攻防战斗。日军运用对壕作业战术, 守军

也实施反对壕作业措施。10月 24日,日军萱岛支队由大同调到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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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前线投入战斗, 板垣师团再次组织兵力攻击守军忻口地区阵地,

但仍毫无进展。日军受阻于云中河盆地不能前进,侧后又被八路军

游击战袭扰, 交通运输中断,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但是由于正太

路方面中国军队失利, 影响了忻口地区守军的防御。

毛泽东从全局考虑, 一开始就认为山西作战的重点应在晋东

方面。他认为:“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

带之太行山脉, 如果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

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因此,他建议黄绍　为晋东方面总司

令,以统一指挥, 确保娘子关, “因娘子关不失则太原虽失仍可支

持, 如娘子关失守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 失掉了全局意

义”。

为了配合正太路方面战区主力作战,八路军总部率第一一五

师主力于 10月下旬,由五台地区南下正太路和一二九师一起协同

友军作战,阻止日军西进。八路军在正太路南侧虽然不断取得胜

利,可是不能挽救娘子关正面友军的溃败。

10月 26日,娘子关失守, 接着平定、阳泉相继被日军占领。忻

口守军侧后受到严重威胁。为组织太原守城作战,阎锡山于 10月

31日夜决定忻口地区守军全线后撤。

忻口前线守军各兵团在卫立煌指挥下,于 11月 2日黄昏后脱

离阵地撤退。忻口战役至此完全结束。八路军与国民党第二战区

部队在晋北前线的战役配合作战也随之结束。

忻口战役从日军攻击崞县、原平开始到 11月 2日部队撤退为

止,共计 30日。从 13日日军全线攻击忻口守军阵地开始,中国军

队在此阻击日军 20日。日军伤亡无准确数字。中国军队伤亡 5. 5

万余人。战役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结束。但战役撤退是由东线正

太路守军失利所致,是主动的撤退。所以, 忻口战役本身不能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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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它不仅给日军以严重杀伤,而且阻敌于云中河盆地,使其无

法前进,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国共两党两军团结一致, 协同

作战的结果。当然,从地形条件, 双方兵力对比来看, 中国军队占有

优势。如果指挥得当会得到更大的胜利。由于本文是以反映国共

两党两军协同作战为主题的,所以,关于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不在

这里研究了。

由于晋北、晋东两个方向上的日军的进攻,太原于 11 月 8日

失陷。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

束,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在华北

地区展开了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历史时期。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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