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国民党军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张业赏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主要由共产党军队担负,但也有

一些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战场作战。如何评价国民党军敌后战场作

战,史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本文拟就国民党军在山东敌后战场的概

况作些探讨, 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

　　1938年5月 19日徐州沦陷,标志着山东全部变为敌后。从此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国民党军始终是山东敌后的一支重要力量。

坚持在山东敌后的国民党军的活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1938年 5月山东全部变为敌后至 1938 年底范

筑先殉国、聊城失陷和国民党军第十军团石友三部调到河北南宫、

冀县一带。

　　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可以分为三大系统: 一是原西

北军石友三部;一是未随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南撤、坚持原地抗

战的地方官员,主要有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和第三区行政

督察专员张里元;一是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及其在各地

蜂起的打着国民党军旗号的游击武装。国民政府对山东的战略地

位比较重视, 在抗战初期就有山东一旦沦陷,也要坚持山东敌后抗

战的打算。1937年 12月日军攻陷济南前,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

仁曾令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在济南失守后,以沂蒙山区为后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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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游击战,牵制日军。 因韩复榘退却逃跑,这一计划没有实现。后

来,蒋介石根据徐州即将失守, 山东将全部变为敌后的估计,决定

派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率部深入山东敌后,坚持抗战。1938年4

月,石友三率部由徐州进入沂蒙山区的沂水、蒙阴、莒县和泰安、新

泰等地。军部设在新泰县龙廷、土门一带。6月初,第六十九军扩编

为第十军团, 石友三升任军团长。石友三部是这一时期山东的主力

部队。未随韩复榘南撤的地方官员及其武装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山

东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范筑先在中共的帮助下,坚持鲁西北抗

战。到 1938年夏,范筑先指挥的武装发展到 30个支队, 三路民军

和部分独立团、独立营,共约 6万人。 1938年 11月, 日军派重兵

进攻鲁西北, 聊城失陷, 范筑先等 700余人壮烈殉国, 其武装力量

随之发生了严重分化。驻临沂地区的张里元所率武装在这一时期

也有很大发展。1938年 1月, 原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在鲁西南的曹

县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 着手恢复因韩复榘退却而瘫痪的山东

省行政系统, 收编各地抗日游击部队。为控制全省各地, 沈鸿烈选

择鲁中沂蒙山区作为省府驻地,分设鲁西、鲁北和鲁东 3个行署。

后沈鸿烈率省政府辗转鲁西、鲁北各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地方

豪绅、开明士绅、回籍旧军人组建抗日武装。

　　据不完全统计, 1938 年夏,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武装力量达 15

万余人。这一时期是国民政府在山东恢复和重建其统治的时期,此

时,日军集中力量向中国腹地武汉等地进攻,留驻占领区的军队不

多。在山东的日军约 5万人,伪军数量不足万人。日伪军主要控制

中心城市、重要港口以及铁路交通线, 还无力进攻敌后的抗日武

装。驻山东的国民党武装力量为配合武汉会战等正面战场的作战,

主动打击日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和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的活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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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三、范筑先两部曾一度逼近济南。

　　第二阶段,自 1939年初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入鲁和省政府进驻

鲁中山区至 1941年度牟中珩继沈鸿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

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 确定了新阶段的军事方针。蒋介石在会

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变敌后方为其前方,

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之训示。 会议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

重新调整了战区。为了加强敌后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压迫、限制

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发展,在敌后设立了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鲁苏

战区辖苏北和山东。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 江苏省政府主席韩

德勤、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任副总司令。1939年初,于学忠率第

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共 2万余人经苏北等地进驻鲁中和鲁南山

区。为了加强鲁苏战区所属各地游击部队力量,便于统一指挥,于

学忠设立了三大游击指挥部:鲁南游击指挥部由第五十七军军长

缪■流兼指挥;鲁东游击指挥部由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兼指挥;

苏北游击指挥部由李明扬任指挥。鲁苏战区还派出大批军官, 分赴

各地整编部队, 将山东分散的游击部队改编为 10个游击纵队。

1939年初,沈鸿烈率省政府由鲁北抵沂蒙山区。根据《抗战建国纲

领》,沈鸿烈制定了八条施政方针, 同时还着手恢复山东省的行政

系统。到 1941年底, 沈鸿烈在山东共设立了 17个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和 107个县政府。 在军事上,沈鸿烈改编了原韩复榘的手枪旅

吴化文部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师, 扩建了新编第一师。沈还设立

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整编游击部队,到 1941年底,共整编了 3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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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师、16个保安旅和 9个保安团。 这一时期,日军在华北进行多

次“治安肃正”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 企图通过大规模“扫荡”和政

治怀柔政策, 消灭在华北的抗日力量。山东国民党军队多次遭到日

军“扫荡”,其中以 1939年 6月的“扫荡”规模最大。但国民党军力

量损失不大。此次“扫荡”后,日军认为:“在国共斗争的现阶段,重

庆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放弃华北的打算,共产党则极力巩固既

得地盘,扩充武力, 就地图存,进而驱逐国民党势力。” 基于这种

认识和 1940年 8—12月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影响,日军暂时放松了

对敌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重点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

抗日根据地, 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

　　这一时期,山东国民党军达 17万人 ,是最为鼎盛的时期。他

们分属于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和山东省政府沈鸿烈部。

　　第三阶段自 1942年初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至 1943年 8

月鲁苏战区和省政府撤出山东。

　　1941年秋,沈鸿烈去重庆。1942年 1月,国民政府任命第五十

一军军长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是于学忠的部下。这

一变更,使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军政合一, 在名义上形成了统一的

领导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为使华

北成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加紧了对敌后抗日力量的进

攻,在山东一度改变过去重点进攻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策略,企图先

压迫国民党军队投降。“对山东地区的扫荡,敌十二军司令官土桥

一次及其参谋长河野悦次郎认为: 应首先扫荡对抗日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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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党军队,争取其中与日军有来往的一部归顺, 以扩大政治影

响;然后再扫荡坚决抗日的共产军。” 1942年 2—8月,日军对鲁

苏战区于学忠部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1943年 2月,日

军再次进攻鲁苏战区总部及其主力第一一三师。国民党军伤亡惨

重。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内部逐步分化。1942年 8月

3日,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率 2000余人投向八路军。而大部分

国民党军队为求自保, 则纷纷投靠日本,充当伪军。1942年 4月,

原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主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率

2. 5万余人投敌。“孙良诚的行动,对重庆方面在华北的将领, 在心

理上给予很大影响,从此以后,归顺部队逐渐增加。” 1943年1月

18日, 国民党军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

等率约 4万人投敌。吴化文被任命为伪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总

司令。6月 6日, 第一一二师第三三四旅旅长、鲁南游击指挥部总

司令荣子恒率 2万余人投敌,被任命为伪暂编第十军军长。 5、6

月间, 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被日军俘虏后, 率所部

1. 3万余人投降,被编为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小股国民党军队投敌

的更多。这一时期山东伪军增加最多,大部分系国民党军队投敌。

鉴于鲁苏战区主力损失惨重,兵员械弹补给困难,大量军队投敌,

再加上日伪进攻的加剧,难以坚持,于学忠屡电国民政府, 要求派

军队接防。蒋介石深感山东战略地位之重要,遂决定派其嫡系部队

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即刻入鲁。1943年 8月,于学忠、牟中珩

率鲁苏战区总部和山东省政府西撤到安徽阜阳。

　　到 1943年 8月鲁苏战区和山东省政府撤离山东时, 国民党军

队由 1941年的 17万人下降到 6万余人。日军认为:在山东“1942

年是蒋系军势力减弱, 中共军逐渐积蓄力量时期”。“苏鲁战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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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兵变及我第十三军的鲁中作战,受到沉重打击。此后, 一直忙

于整编,但由于丧失了大量高级干部以及与共军之间的不断磨擦,

日益趋向衰落。” 据中共方面的资料记载:“四二年是友军形势最

大变化的一年,如根据地缩小,军事力量削弱极为严重。据查, 友军

兵力四一年约 17万,四二年底降为 10万, 减员达百分之四十强,

四三年上半年损失叛逃复在 2万以上。如此, 自去年至今年(指

1943年)上半年, 友军减员已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这实是一个空前

的现象。”

　　第四阶段自 1943年 8月鲁苏战区和山东省政府撤出山东至

1945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

　　早在 1939年秋, 蒋介石鉴于山东军政不能协调配合, 意欲让

李仙洲部入鲁,统一指挥当地军政机构和游击部队。后来蒋介石为

消灭华中的新四军,推迟了李仙洲部入鲁的日期。1942年,李仙洲

着手进行入鲁准备,派出大批政工、谍报人员及山东籍的军官进入

山东, 收编各地国民党武装。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向对

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为增强国民党军在山东的力量,蒋介石令李

仙洲部即刻入鲁。自 1943年1月,李仙洲部陆续到达鲁南、鲁西南

地区。日军为了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尤其是平息因李仙洲部入鲁在

伪军中引起的不安,进行了阻击。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对入鲁反共的

李仙洲部也进行了打击。结果, 李仙洲部入鲁半年损失惨重, 由入

鲁时的 2万余人,剩下不足8000人,只好于8月退回皖北。山东从

此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省政府亦流亡到安徽。

　　鲁苏战区和山东省政府撤出山东后, 山东在军事和政权方面

都进行了较大的改组。国民党军山东各地的游击部队统一整编为

山东挺进军, 划山东为 6个军区,先由牟中珩,后由李延年任总指

挥,统一指挥各挺进纵队和保安部队。1945年 2月, 何思源继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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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4月,为了加强对山东各地工作

的指导,为抗战胜利后接管山东作准备,国民政府在专员区之外,

又成立了鲁北、鲁西北、鲁西、鲁南、鲁中和鲁东等 6个办事处。

由于 1944年春,日军从华北调重兵去太平洋战场,山东的日军锐

减至 25000人。这减轻了对山东国民党军队的威胁, 山东国民党军

力量较前有所发展,到 1944年6月达到 81000人。 1945年春,日

军为控制山东,大量增兵山东。国民党军队投敌者又有所增加。到

1945年 6月,山东国民党军减至 67810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

东的伪军大都被改编为国民党军队。

　　这一阶段,国民党军在山东的力量名义上统一指挥, 实际上却

处于各自为政、极为混乱的状态,远在皖北的山东挺进军指挥部、

山东省政府, 根本起不到统一指挥山东国民党武装的作用。因抗日

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山东国民党军的策略是保存实力, 消极避

战,迎接国民党主力部队进占山东和盟军在山东港口登陆。有些国

民党军队的投敌行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默许的。日本方面认为:

“山东地区的蒋系势力受中共势力的逐步压迫,向中国方面机关

(指伪山东省政府——作者注)伪装归顺, 力图保持, 增加其战斗

力,并进行招兵、整训、改编等工作。趁国际战局的变化, 以响应蒋

系主力军进驻山东地区的意图。”!

二

　　中共是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共创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在

抗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留在山东敌后的国民

党军也为山东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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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留在山东敌后的国民党力量在发动、组织民众, 增强山

东民众抗战信心,奠定山东抗战群众基础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在客观上为中共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抗战初期, 国民党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中共对坚持在山东

敌后抗战的国民党力量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

担负起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范筑先与中共合作共同创建

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根

据石友三部抗战较积极并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等具体情况, 于

1938年 9月 7日致电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 “根据

我党十大纲领及敌后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和石

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可不发表,但不得有刺

激国民党中央的秘密条文。” 明确了与石友三部共同创建鲁中抗

日根据地的思想。

　　在中共的帮助下,范筑先和石友三等留在山东敌后的国民党

军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在宣传发动群众方面,范筑先与中

共合作创办了 30多种抗日报刊,出版了 30多种抗日书籍,创办了

抗战移动剧团等。 石友三在其内部共产党组织的影响下,有组织

地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如在第十军团政治部下成立教导总

队,负责抗日宣传教育工作,组织话剧队、歌咏队和美工队,宣传抗

日救国。 在建立群众团体方面,范筑先和中共在鲁西北成立了自

下而上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妇女抗

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儿童团、文化界救国会、山东文艺青年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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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至 1938年11月中旬,鲁西北有组织的群众达 20余万人。 石

友三与中共合作, 在鲁中山区的沂水、蒙阴等县建立了职工抗日联

合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和农民自卫团等。在建立抗日民主

政权方面,范筑先对原有政权进行了认真改造,先后建立了 30多

个抗日县政权。 对农村中的乡长、保长由过去的县长指派改由民

众选举产生。抗日政权还颁布了许多经济政策、法令,实行废除苛

捐杂税,严厉禁止高利贷、救济灾荒等措施,恢复发展经济。石友三

在鲁中准备与中共建立山东省联合政府, 由于山东国民党顽固派

的反对,没有实现,但后来还是达成与中共、地方实力派建立民运

指挥部的协议。民运指挥部负责石友三部管辖区的政权建设, 先后

向新泰、莱芜、沂水、蒙阴等县派遣了县长和县民运办事处主任,建

立了地方抗日民主政权。 此外, 在破袭敌铁路交通线、支援武汉

会战等正面战场的敌后游击战中, 留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也与共

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配合, 发挥了一定的效力。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进驻鲁中山区后, 也加强了对抗日干部的

培训和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1939年 1月至 5月间,山东省政府

“于省府所在地及鲁东西北各行署所在地, 分别举办干部人员训练

班,计有党务、民运、军事、电讯、县长、区长、佐治、银行、合作等班。

学员共两千余名”。! 自 1940年起,省政府成立地方行政干部训练

委员会,继续举办党政军干部学校,并在行政区及各县次第设立地

方行政干部训练班。省政府培训的干部虽有其反共的一面,但对山

东抗日斗争的开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敌后的群众动员工作,国

民党也有所认识,认为“对于敌后各地区民众之组织与爱护,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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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之唯一基础也”。 山东省政府和各级行政组织在山东也建

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如农民抗敌救国团、商人抗敌救国团、工

人抗敌救国团、青年抗敌救国团等。这些团体虽没有什么活动,但

由于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国民党还处于正统地位,这些团体的成立

和国民政府行政组织及武装的存在, 对唤醒山东民众的民族意识,

稳定人心,组织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增强抗战的信心等方面起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敌后国民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存在,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一

个严重威胁。为了消灭他们,日军对山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多次

“扫荡”。有时参加“扫荡”的日军达二三万人之多。国民党军队对

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如 1939年11月,山东省第十

三区保安副司令韩炳宸率部阻击进犯莱阳的日军,不畏敌火力猛

烈,拚死抵抗,所率官兵 50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 1942年2月,日

军 2万余人对鲁苏战区总部所在地进行大扫荡。总部警卫连 150

余人,为掩护非战斗人员转移,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宁

死不退,英勇壮烈。1942年 5月, 国民党军鲁西游击司令、暂编第

三十师师长朱世勤率两个团和司令部共 1500多人与日军 1000多

人在单县血战竟日,除少数人突围外,朱世勤、副司令郭子斌、参谋

长刘星南等大部官兵均于此役牺牲。 1942年 8月, 国民党山东省

保安第十七旅旅长窦来庚率部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后因寡不敌

众,全旅官兵伤亡殆尽。窦来庚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自杀殉国。!

在 1942年 8 月在唐王山战役中,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日军, 鲁苏战

区军队进行顽强机智的抵抗,损失 2000余人, 保证了鲁苏战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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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总司令于学忠等安全转移。据日方记载:“在此次作战中, 俘虏

包括于军高级参谋在内达 733名,遗尸 1861具。” 在此次反“扫

荡”中,为掩护鲁苏战区总部和主力部队, 第一一四师第三四二旅

第六八三团张本枝部,与敌周旋,全团将士英勇牺牲。1943年 5月

12 日至 19 日, 鲁苏战区部队与“扫荡”日军激战多日,“综计是役

杀伤敌三千余人, 我伤亡二千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8年5

月山东全部沦为敌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在山东敌后战场牺牲的国

民党将士,仅旅长、少将之上的高级军官就达 15人之多。 其中包

括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陆军中将周复,第一一四师师长、陆军中

将方叔洪,暂编第三十师师长、陆军中将朱世勤等。

　　最后,在鲁苏战区总部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撤出山东,许多国

民党官员和军队纷纷投敌的情况下,一些留在山东的国民党官员

和地方武装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到抗战胜利, 如代行青岛市

市长职权的市秘书长李先良率青岛保安部队以崂山为根据地,拒

绝日军的招降, 拔除伪军据点, 英勇机智反击日伪军的“扫荡”,得

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对日军占领的青岛构成很大威胁,成为抗战后

期国民党军在山东敌后的一支重要力量。! 过去有的史书把抗战

后期留驻山东的国民党军队都称为伪军,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

　　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在山东敌后战场拥有庞大的武装力

量。其数量在长时期内超过中共领导的八路军, 并占有山东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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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沂蒙山区、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在山东抗战

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实力不是在抗战中增加而是逐渐削

弱,主力部队和省政府最后不得不退出山东。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时

期实行错误抗战路线的必然结果。

　　在山东沦陷的七年多时间里, 驻山东的国民党军政力量始终

没有形成团结抗战、协调行动的局面。在 1939年之前,国民党在山

东的力量实际上存在着三个中心, 即鲁中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第十

军团石友三部、鲁西北的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部和国民党山东

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部。范筑先虽名义上属沈鸿烈管辖,但由于沈鸿

烈对范筑先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不满,多方刁难,两者关系并不协

调。石友三与沈鸿烈更是水火不容。石友三较早进入沂蒙山区,不

让沈鸿烈染指其统辖的地盘。沈鸿烈只好辗转鲁西、鲁北等地,直

到石友三部调离后,才能进驻早已选择好的省府驻地沂蒙山区。在

鲁中期间,“石假已经省政府核准得‘独断专行’为名,委派县长,就

地征收钱粮, 收编游击部队,俨然另一省政府,不听省主席的命令,

而且拥有国军部队,致原有行政系统下的专员县长感受严重威胁。

各地抗战游击部队怕受石部改编而深感不安。石友三占据鲁南与

常时驻在鲁北的省政府成为对立的局面”。 1939年, 鲁苏战区于

学忠部入鲁, 沈鸿烈虽任战区副总司令,并不听命于于学忠。由于

于、沈都想取得在山东的领导权,再加上在防区划分、经费分配、收

编各地游击武装等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两者芥蒂很深,互不往

来,不通信息,互相告发, 互相攻击, 有时还发生武装冲突, 甚至发

展到沈鸿烈派人刺杀于学忠的程度。“于、沈两军政主持人之间的

淡漠关系,是敌后山东抗战的一大损失⋯⋯两者对于日寇虽发挥

了犄角之效,但缺乏联合之功。” 身为山东省保安司令的沈鸿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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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所属的各保安师、旅、团亦不能指挥、调动。“各团队多自由分

驻, 趋易避难, 重于就食, 轻于防敌, 遂致内部纷争, 使敌寇坐

大。” 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 山东军政名义上统一,但实际

上并不能发挥统一的效能。首先,山东各区行政专员和原属省府系

统的保安部队等各地游击武装, 如吴化文、张步云等仍受在重庆的

沈鸿烈的遥控指挥,并不听命于牟中珩。国民党在山东由军政分立

到实行军政合一,“这一体制的变革,在山东抗战史上应是一种改

进,惜为时太迟,同时以人的因素,后任无法与前任比拟。牟主席还

没有时间与各区专员、各游击司令间建立关系, 军政一元化的效用

尚待发挥,即于次年秋(指 1943年秋——引者注) ,战区和省府同

时奉命向皖北转移了”。其次, 1942年李仙洲尚未入鲁时,就派人

联络属于学忠、牟中珩管辖的山东各地方实力派,加委封官,这进

一步增加了山东国民党军队的复杂性,使于学忠更无法控制和指

挥山东军队。到 1943年, 山东国民党各派系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于(学忠)、李(仙洲)之明争暗斗, 于、牟与张(步云)之公开冲突,

赵(保原)、王(尚志)之公开冲突, 荣(子恒)对于、牟之不满,于、吴

(化文)之冲突, 是山东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其冲突之爆发点

或为争地盘, 或为争粮食,或为争扩编。” 鲁苏战区和山东省政府

撤出山东后, 留在山东的全部是地方武装。他们拥兵自重,各自为

政,各守门户,更谈不上协调统一行动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各派系

之间的矛盾, 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 使之不能成为山东

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

　　国民党实行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也是其力量在山东衰

弱的原因。

　　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自 1939年以后, 依其对中共的态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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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顽固派和中间派。顽固派以沈鸿烈为代表, 实行积极反共的政

策。中间派以于学忠为代表,在抗战中与中共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合

作。后来,随着国民党反共程度的加深,于学忠部也发生了分化,一

部分成为顽固派,进行反共活动。1939年 2月, 沈鸿烈在山东省军

政会议上,提出了“统一行政, 军不干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等

问题, 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

集的靠近铁路的狭小地区, 企图借日伪来消灭八路军,同时阻止共

产党、八路军进行群众工作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来发展到向共

产党和八路军进行武装进攻,袭击、扣押、杀害抗日武装人员和地

方工作人员,制造了许多反共摩擦事件。1939年 6—12月,山东顽

固派仅向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就有 90多次,杀害抗日军

民 1350多名,扣押抗日干部、工作人员 1000余人。 1941年后,于

学忠部的顽固派也制造了一些反共摩擦事件。国民党顽固派的无

理进攻,理所当然的遭到八路军的反击,其势力必然受到削弱。国

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也引起国民党驻山东军队内部进

步和顽固势力的斗争, 导致其军队发生了严重分化。一部分走向中

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大部分投降日军。这是国民党力量衰弱的重要

原因,也是国民党力量在山东衰弱的一个表现。

(作者单位: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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