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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

点，据此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 打狗运动起因于中共人员行动的隐

蔽性问题，对隐蔽性的需求又与中共和日军整体的对抗形势有关。 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

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其娴熟的群众工作

经验化解了难题，在打狗的执行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充分照顾到了民众情绪。 打狗

运动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自然成功的案例，而是中共面对困境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

成功的又一实例。
关键词　 打狗运动　 民众动员　 中共　 群众　 华北抗日根据地

打狗运动是抗战时期中共针对狗吠威胁到中共人员行动隐蔽性问题开展的一次运动。这一运

动是中共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大众日报》文章指出：“我们不应把打狗的工作小视了，
我们应认识到每家都有一条狗，如果我们的办法不好，影响之大是无从估量的，因此必须认真进行

深入的动员，切莫儿戏视之。”①不过，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尚无专门的研究。 有鉴于此，
本文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做一系统梳理并以此观察战时中共处理与农民关系的过程，在
此基础上分析战时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

打狗运动起源于冀中地区，后扩展到其他根据地。 吕正操回忆道：“冀中一开始打狗，冀南就

接上了，山东也跟着学起来。”②而且打狗运动不仅限于抗日根据地，还涉及游击区、敌占区。 不过，
华北地区的打狗运动最为突出。 因此，本文主要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为中心展开论述，因
资料所限，对运动全貌的勾画和复原还有不足，留待今后努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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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的“东亚战时动员的相位———冲击与遗产”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

会论文。
君：《打狗也不是简单的事》（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１５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版，第 ２０２ 页。
吕正操：《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５５ 页。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一、 打狗运动的缘起

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主要缘于中共对行动隐蔽性的需求。 狗在华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有保护家人、守卫家产、防止盗窃等作用。 因与人长期相处，狗已经成为人们的家庭成员。 在华

北乡村，狗的警觉性非常高，它通过叫声“报告”主人有陌生人来到家中，即便家门口有路人经过，
狗也会以叫声“报告”。 不过在战时，对中共来说，狗吠尤其是夜间的吠声不仅“报告”了主人，也
“报告”了敌人，一只狗吠还会引发周围的狗吠，直接威胁了中共人员的隐蔽行动，这也是打狗运动

兴起的主要原因。
１９３８ 年以后，日军对中共活动空间的压缩是打狗运动开展的主要背景。 以冀中地区为例，此

前，由于日军兵力集中南下，使中共力量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成为冀中发展的“黄金时

代”。 但随着战线的拉长，日军兵力逐渐不足，只得回军安定后方，中共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日军

“扫荡”的主要目标。 １０ 月开始，日军在冀中实施了“五次围攻、六次‘扫荡’”，先后实行了多种“扫
荡”方式，包括“对冀中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局部性的‘扫荡’，也有对冀中全面性的‘扫荡’；有对

不同地区分别的‘扫荡’，也有对同一个地区反复的‘扫荡’；有短期突击式的‘扫荡’，也有较长时

间反复的‘扫荡’；有数路分进合击式的‘扫荡’，也有一路挺进奔袭式的‘扫荡’”。① 到 １９３９ 年，中
共力量的活动空间就被大幅度地压缩了，这就涉及如何隐蔽的问题：“自日寇五次战役围攻‘扫
荡’，占领各县城和一些重要村镇后，冀中的所有军队和党、政、民领导机关都转到农村，夜间活动

多，保密成了突出问题。”②英国记者林迈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ｉｎｄｓａｙ）对中共开展游击战的地形有过观察：
“与东南亚共产党的革命相比，中共在华北所处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不利于游击战争。 除山西西

北部分地区外，这里的山区确实是荒凉的，而且没有道路，山是光秃秃的，根本不像越南和马来亚的

游击区那样，覆盖着茂密的丛林。 更有甚者，冀中是一马平川，只要不是雨季，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

容易推进。”③这样的地形条件加上日军力量的压迫就使得如何隐蔽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
为保证行动的隐蔽性，中共也想了很多办法，如“为了避免夜间行动暴露脚步声，曾用棉花包

脚，但是，我方人员进入‘堡垒户’扣门、踹墙、跳墙的声音仍不可完全避免”。④ 狗的存在恰恰无法

保证隐蔽性：“因为狗的嗅觉灵敏，晚上听到一丝动静，就会一家狗咬起，数家狗狂吠，遍及全村。
然而，日伪汉奸常利用狗咬声来判断我抗日人员的行动踪迹，扑捉我抗日人员。 所以，狗就成为日

寇的‘义务情报员’。”⑤养狗在冀中非常普遍，几乎家家养狗，“冀中群众多数家中都养狗，地主富

农还成群地养”。⑥ 冀中新乐县东岳村锄奸组成员田野回忆他和田文林、田瑞福挖地洞，挖的过程

中小心翼翼，避免发出声音，但是“我们抱柴草的声音，被看门狗听见了，于是大声狂叫起来。 我们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等编：《冀中根据地抗日斗争史（１９３７ 年 ７ 月—１９４５ 年 ９ 月）》，中共党史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版，第 ９５ 页。
刘国华等：《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群众运动概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 ４５ 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

公室 １９８７ 年编印，第 ６３ 页。
林迈可著，杨重光等译：《抗战中的中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２ 页。
《栾城县抗日斗争史》，中共栾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１９８４ 年编印，第 ６４ 页。 具体堡垒户的保密措施可参见李金

铮、宋弘《坚持：抗战时期冀中区堡垒户的形成、使命与困境》，《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栾城县抗日斗争史》，第 ６４ 页。
白振华：《抗战时期冀中军区的粮秣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１）》，解

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２１０ 页。



宋弘 ／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小声训斥不听，又打不得，搞得我们十分恼火，没有办法”。① 山东地区也是如此，如罗荣桓谈道：
“最近狗叫坏事的事屡屡发生，我们还牺牲了多名士兵，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 当前，我们正处于

最困难的时期，凡事要小心谨慎。 现在狗帮我们的倒忙，成了敌人的哨兵，当了日军的帮凶。”②胶

东区南掖县河南村战役中，狗叫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总结河南事件血的教训，除了领导上存在

严重的麻痹思想外就是村犬帮了敌人的大忙。 因为我军和地方干部多在夜间活动，走到哪个村，哪
个村的狗就狂吠起来，敌人凭借狗的叫声，就能估计我们活动的方位。 河南村事件就是敌人根据狗

的叫声摸清了我们的行动路线，而把我们团团包围。”③为保证中共人员活动的隐蔽性，如何处理狗

吠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围绕狗吠问题，起初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有的观点认为“城乡被日军占领，抗日武装或抗日工

作人员，多是夜间活动，狗狂吠乱叫就等于向日军告密。 日伪军大都在白天出动烧杀，他们一来，群
众就跑，狗也跟着主人跑。 所以，狗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只利于侵略者，不利于抗日”。④ 也有的观

点认为狗叫未必只有利于侵略者，如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孙志远谈道：“起初有人说，敌人

行动它也会叫，使我知道。”但总的来说，狗吠引发的危险还是更大一些，正如孙志远解释的那样：
“第一，我夜行军多，敌夜行军少；第二，我到一地群众不逃，敌到一村群众跑光，狗见主人不跑、不
怕，便亦竖起尾巴狂吠，因此，狗只利于敌，而害于我。”⑤

除狗吠造成中共隐蔽行动的困扰外，有些特殊情况也成为中共在个别地区展开打狗运动的诱

因。 如 １９３９ 年秋，冀中发生水灾，到冬天，民众和战士的食物发生严重困难，“在敌我双方边界村镇

实行打狗运动。 一来打狗代给养，二来杀狗灭敌人耳目”。⑥ 不过，打狗运动开展的主要原因还是

解决中共行动的隐蔽性问题，且其开展过程并不简单。

二、 民众动员

打狗运动于 １９３９ 年前后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展开，遗憾的是，有关打狗运动的决策和运

动开展的指示等相关资料很少，仅在零星的材料中有所提及。 如 １９３９ 年冬，中共冀中区党委“发出

了打狗运动的指示，全面动员，统一行动，在全区灭狗”。⑦ 打狗命令下达之后，就是如何执行的问

题了。 打狗运动需要民兵、自卫队和民众共同完成，因此如何动员民众接受打狗是最大的问题。 由

于狗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打狗对他们来说，并非都心甘情愿，面对打狗运动，民众情绪

复杂。
有的民众因为长期养狗，对狗有了感情，不肯打狗。 如吕正操曾回忆道：“当时老乡对自家的

狗也是很有感情的。”⑧新乐县的材料也显示很多民众不愿意打狗：“狗虽属六畜，但长期与家人相

处，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一听说打狗，人们觉得非常惋惜，甚至有的觉得像在身上割自己的肉一样的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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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疼。”四区太平庄邢洛尊家“养着一条大白狗，很懂人性，家里人都下不了手”。 同村田建忠家“养
着一条大黑狗，与全家人相处 １０ 余载，既懂人性，又能看守家院，家中无论谁从外边回来，它就连忙

跑上前去，摇头摆尾，左亲右吻，家里男女老幼，附近左邻右舍，都非常喜欢它。 因此，田建忠家实在

不忍心自己亲手将狗杀死”。① 东岳村的田野回忆：“我家养着一只大黄狗，在街门口北边墙角里垒

了一个狗窝，栽了个大木桩，用铁链将狗拴住，让狗看门守家。 那条狗是我把它从小养大，常常逗着

玩，我很喜欢它。 现在要把狗打死，实在不忍心。”②

有的民众更强调狗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如大名县的司枕亚回忆道：“狗对主人忠诚、驯顺，
尤其在看家守夜时表现勇敢、机智。 遇有陌生人即狂吠报警，看见主人就摇头摆尾。 加以狗肉是美

味，狗皮可取暖。 因而农民家家都爱狗、养狗。 当打狗运动布置下来之初，根据地群众普遍存在着

舍不得，难下手的思想。”③作家康濯 １９４３ 年在山西繁峙一带和青年民兵队队长一起打狗，在打狗

时，“他妈发现了这事，却大呼喊叫地啼哭着从屋里冲出来阻挡”，而后“她也就流着眼泪，说那狗过

去怎么怎么给看羊、看门，怎么跟一个小子一样亲，又指摘我们这些办工作的怎么年轻不懂事”。④

有的民众也理解打狗的原因，但仍然不愿意打狗。 如冀中抗日根据地干部刘国华等人回忆：
“为了抗日，要除掉狗，广大群众是理解的，但心里又实在舍不得，尤其是小孩和老人，都把狗作为

心爱的伴侣，当作家里的成员一样，狗回家晚了还要到处喊叫，突然要求把自己养的狗大小都处死，
有些人急得哭，许多人家迟迟难下决心。”⑤八路军战士苏烈回忆道：“狗是老百姓养的，老百姓不大

同意。 狗干了坏事，老百姓也知道也明白都承认。 就是‘我下不了手呀！’”⑥

打狗运动遭到了民众的反对，甚至有民众认为打狗是扰民的行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

军为了便于对敌开展游击斗争，曾发起打狗运动，当时有少数群众想不通，把它同日伪军抓鸡扰民

混淆了”。⑦ 肃宁县群众编了歌谣：“八路军打狗，日本鬼抓鸡，汉奸打人要‘边区’ （晋察冀边区

币）。”⑧日伪抓鸡的行为在“扫荡”时是较为常见的，如王紫峰在日记中谈道：“因为日寇在这里住

了一个星期，杀猪、杀鸡又宰牛，弄得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鸡毛、牛皮和骨头，臭气熏天。”⑨民众的这

种情绪值得注意，当违背民众利益时，民众可能会产生较大的逆反心理。
因为思想上的不认同和实际生活中的需要，民众想了很多办法抗拒打狗的命令。 如有少数群

众“把狗特别是幼犬，暗中送到敌占区或接敌区的亲友家去了。 遇有这一情况，一般并没有进行深

究。 由于受民间义犬救主、黑狗告状轶事传闻的影响，也发现少数群众把打死的狗挖坑埋了，甚至

个别群众还向埋掉的死狗烧香，并说：‘不怨我们哪，见到阎王不要告我们’”。 冀中干部孟华回

忆：“因为有些老年人思想不通，舍不得把自己养的狗打死，有的把狗藏起来。”焦生曾是冀东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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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里村儿童团团长，他回忆打狗运动时母亲的反应：“尽管我家养的不是看家大狗，而是供玩的

像猫一般大的小狮子狗。 我妈怕狗惹事，将其拴在屋里养。”①冀中干部陈革回忆：“我们家喂着一

条大黄狗，已经喂了好几年，这条狗很通人性，我小时常常带他出去玩，很有感情，不忍心用刀杀死，
也不忍心活活打死，拖了好几天。”②《大众日报》中列举的民众藏狗的方式有：“有的藏到山沟里，
有的藏到地洞里，有的送到亲戚家，一时似乎是销声匿迹，但待情况稍缓依然是叫声不绝于耳。 甚

至有的就以妇人纠缠，拼命也不让打。”③刘艺亭的小说里，主人公姜老维不舍得将狗杀死，说：“这
年头，狗也跟着人遭灾受害。”对此，作者评论道：“他只是觉得他这条黄狗太好了，忠诚到一百一，
还看家守院，白天没丢过东西，夜间能睡个安全觉，四邻八家没有不夸他的狗好的，如今怎能忍心将

它打死？”④于是姜老维将狗带到女儿家中，希望能够让狗逃过一命。
在中共政策实践的过程中，民众的情绪和态度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打狗运动的开展也不例

外。 面对以上民众动员过程中一系列“不”的选择和行为，中共从多方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 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打通群众的思想关，如通过民兵自卫队和识字班等组织启发觉

悟，向群众讲明道理。 据孟华回忆：“有的老年人思想不通，舍不得把自己心爱的狗打死，我们就在

妇女识字班里讲道理，还教唱了一首《打狗歌》。 记得歌词是：打狗不要再可怜，现在养狗讨人嫌；
八路来了它乱叫，已成敌人的情报员。”⑤１９４２ 年，滨海根据地开展打狗运动，民兵组织的“打狗队”
因打狗和群众发生冲突，一个民兵和一个老大娘讲明打狗的目的是：“八路军打鬼子、打汉奸都是

夜里行动，狗一叫，鬼子汉奸知道了，就会误事。”但只是讲大道理民众未必能够完全接受打狗，为
此罗荣桓指示宣传打狗运动的方法：“回去跟村干部商量一下，开个动员会，把为什么要打狗的道

理讲清楚。 不光要讲打狗是为了便于部队行动，要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狗叫会把鬼子引来，
使乡亲们受到损失。 在群众思想通了以后，你们再动手。”⑥

罗荣桓的话非常值得注意，罗指出打狗运动尽管起因于保护中共人员的秘密行动，但做群众工

作时还要注意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使群众具有和中共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认识，这一点在做宣

传动员时是十分关键的，也反映了中共将抗战与民众利益相结合的思路。 《大众日报》的一篇文章

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要使下级干部，对打狗的意义有明确的了解。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并不

应动员只是动员，打狗只是打狗，而要做到，打时也要先经动员说服，打后也要解释教育。 我们动员

的内容也不应简单化，而要明确地说明利害关系，尤其是对民众本身的利害关系。”接着，文章谈到

具体的宣传动员方法。 首先是以现实中发生的情况来说明不打狗的危害：“我们可以拿沂蒙区的

血的教训告诉民众：因为有狗叫，所以很多躲藏在山沟里的民众，便很容易被敌人汉奸发觉，而吃了

大亏；因为有狗叫，我们的队伍的活动也易被敌人发觉，便不易把敌人打出去，老百姓也要多受一些

苦难。”其次是为民众打狗和保护狗算了两笔账。 第一，“过去养狗是为了防贼防匪，今天防贼防匪

是小，防敌人是大。 可是狗不仅不能防敌人，还要我们受它的累，虽然在打的时候怪不忍心，虽然

‘看家狗，算一口’，可是总得比一比：是留着叫全家全庄及抗战受害，还是打了狗保全家全庄有利

抗战”。 第二，“我们也不妨叫老乡自己计算一下，养活一条狗一年要多少粮食（据说一条狗顶一个

人吃），如果打了狗，还可吃了狗肉，穿狗皮，又有什么不好？”在算完这两笔账后，又对民众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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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虑做了说明：“还有人怕狗绝种，我们也可告诉他们，打走敌人，什么好的狗种也都不成问题。”①

太行抗日根据地辽县的《抗战报》针对打狗运动发表了《人命与狗命谁值钱》，该文“通过仔细分析

利弊，认真讲清利害关系，而且举了马家拐、寨沟因狗引敌人而发生的惨案事例”。② 从这几个例子

可以看到，中共在动员时能够通过实际的例子向群众说明，如果不开展打狗运动，受损失的不仅仅

是中共，民众的利益也同样会受到损害。
中共群众思想工作的另一个突破口，是通过宣传把狗的形象进行象征化处理，将狗的形象从传

统的忠诚、忠义变为“汉奸”“走狗”，从而在思想情感上将狗变为民众民族主义仇恨的替代物。 “当
时把狗列入汉奸、‘走狗’之类”，将吃狗肉称为：“吃‘走狗’肉”。③ 还有称之为“四条腿的‘汉
奸’”，民兵们说道：“狗汉奸，狗汉奸，狗也真当汉奸了。”④在新乐县，狗被称为“夜间汉奸”。⑤ 这

种动员策略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民众情感上对打狗难以认同的问题。
按照中共的理念，发动群众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动员，但从实践来看，动员有时也会遇到困难和

挫折，因此在执行者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动员和强制命令有时是相伴而生的。 这种相反的动员方式

被中共称为“捏鼻子”式⑥，在打狗运动上也是如此。 如《大众日报》有篇文章谈到沂蒙区打狗运动

的偏向之一就是“强调了命令，忽视了宣传动员”，“为什么要打狗？ 打狗究竟对老百姓有什么好

处？ 这不仅老百姓自己缺乏明确的认识，就是许多地方下层工作同志也缺乏应有的了解。 因此在

打狗的时候，有的就根本不做说服工作，就是有一些说服，也是很简单的说几句话：‘狗等于汉奸’，
‘政府命令几天打完，自家不打，别人就来打了’”。 这样做造成的后果就是“不管限令怎样严，老百

姓自己打的总是很少，而藏狗的办法却层见迭出”。⑦ 中共在批评“捏鼻子”式动员方法时也谈道：
“可惜我们每个人只有两只手，顶多一手捏一个，弄不好还要捏住这个，跑了那个，一撒手两个都跑

了，这是最笨的一种组织方法。”⑧打狗运动中的“捏鼻子”式动员正证实了这一点。
除宣传动员外，第二个办法是用村中的积极分子执行打狗任务。 在中共革命中积极分子往往

是群众运动的先导，能够带动群众参加的情绪。 康濯回忆村庄的民兵队队长就是打狗的积极分子：
“他是个最积极的干部，性子强得像烈火，专爱打仗，对打狗自然毫不迟疑。”虽然在打狗的过程中

遭到母亲的反对，他曾经也不忍心，“刹时间满脸淌着眼泪”，但最后还是完成了打狗的任务。⑨ 田

野回忆他的母亲也属于积极分子：“我母亲思想进步，她说：‘要狗干什么，光找麻烦’。 我知道母亲

是党的地下秘密交通员，只要为了抗日，总是绝对服从，积极响应号召。”不过，也有个别积极分子

除了执行规定之外，还另有想法，即吃狗肉，穿狗皮。 康濯就是如此：“我也年轻气盛，有股子干劲，
私下里又想趁此闹点狗肉吃，还想闹两张狗皮穿上挡挡那地势的苦寒；因此我也和他一道去动

手。”不过，打狗后为安慰主人家的感情把狗埋掉了，因此“我吃狗肉穿狗皮的幻想，跑得没了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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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① 《大众日报》对此种现象有专门的评论：“因为怕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因此曾规定了超过限

期，谁打死的狗归谁，因此不仅忽视了一般的动员说服，而在打狗的人，往往在客观上形成为了吃狗

肉而打狗的现象：如大狗打小狗不打，肥狗争着打瘦狗就不屑打，因此也就多多少少给民众这样一

个不好的印象：‘原来你们是为了要吃狗肉呀！’甚至是有个别不满的民众会这样提出来问：‘同志！
鸡打不打，猪打不打？’当然也就难怪了。”②当然，单纯为了吃狗肉而打狗的现象是极少数。

综上可见，在打狗运动中，中共综合运用宣传教育和发动积极分子等措施进行动员，尽管这个

过程中有时会采取“捏鼻子”方式，但由于总体秉持“说服性动员”的理念，还是顺利地将打狗运动

开展了下去。 对中共的民众动员，日军评论说：“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 中共

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正因为

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③打狗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 打狗手段及对狗的处置

打狗运动具体如何执行呢？ 从打狗的过程来看，尽管中共说服了民众同意打狗，但在打狗手段

的选择和对狗的处理上仍然会照顾民众情绪和民众意愿。
在具体打狗任务的执行上，一般由狗的主人自己负责，“打狗运动以限期自打为主，即谁家的

狗由主人在限期内自己动手打死，皮肉归己”。 如果自己不打则由专门的打狗队负责：“每村都由

几名青壮年积极分子组成打狗小组，遇有在限期内没有打死的狗，由打狗小组负责检查打死，皮肉

也由打狗小组处理。”④如濮阳县安庄党支部决定“由杨风常、杨耀真任打狗队队长。 在两人带领

下，三天完成了安庄村打狗任务，还帮助邻村进行打狗活动，受到上级表扬”。⑤ 新乐县太平庄邢洛

尊家“用铁索拴好等着，找三区小队用刺刀刺死了”。 田建忠的母亲“让田建忠牵着送到了他堂祖

父家（是个光棍汉），叫他打死吃了肉”。⑥ 但是，在由谁打的问题上，中共还是建议民众自己动手：
“如果民众自己真正不愿打或不忍打，可以说服大家交换着打，再不行可动员游击小组打，一般工

作同志或机关部队最好不要打。”⑦

在打狗手段上强调政治动员和说服。 “应经过政治的解释动员与政府的劝导，彻底完成屠狗，
尤在我经常机动的要道、路口、山口、河口的大村内应首先完成”。⑧ 具体开展打狗运动的组织原则

是：“凡有抗日组织的村庄，由村干部负责将本村各户的狗全部打光；无抗日组织的村庄，则由地方

抗日武装组织带领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强行打杀，并要求抗日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各抗日救国会

人员、抗日家属）带头行动。”⑨

相对根据地来说，中共对邻近的游击区、敌占区内打狗的要求是：“应通［过］我动员劝其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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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狗，以利抗战。 但均应用政府法令与政治动员，不得乱打硬打。”①一个“劝”显示出对两种地区

政策的不同，在敌占区内，如果群众实在不愿意打狗，则要求“晚上对狗必须加以控制，不得让它随

便狂叫”。② 因为，和根据地不同，敌占区民众对中共的了解不够，态度和支持度不如根据地高，如
果采用同样的方法会遭到群众的严重不满，如成克回忆平介县的情况说：“更使群众不满的是在敌

占区搞‘杀狗’运动，人们听说政府工作人员来了，像躲日本鬼子一样，抱着他的哈巴狗跑走了。 有

人说：‘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八路变了样’。”③这同样表明中共的决策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情绪

和态度。 但除了“劝”这个大原则外，也要通过不同的手段完成打狗任务，如对敌占区的狗实行“收
买政策”：“武工队到敌占区去活动，找伪村长、地主、士绅、关系户，多半在夜里九十点钟，先带上几

个包子，到那里狗一叫，先丢两个过去，狗受了贿便不再吱声了。”后来因为肉包子太过浪费，“改成

稍稍带点肉的骨头丢下去，那狗啃又油水不多，不啃又舍不得，反而更容易达到我们不让它‘汪汪

汪’的目的”。④

在具体打狗手段上，也经历了一个摸索阶段：“在打狗运动开始阶段，打狗多不得法，打不到要

害。 后来摸索到打狗要打头，一棍子即打死。 也有用绳套在颈部勒死的。 传播了这些狗少受折磨

的致死办法，群众接受较快，加快了打狗运动的进度。”⑤在根据地打狗相对容易，但在游击区、敌占

区打狗就困难多了。 在沁源县，“民兵们晚上就用烂羊皮、猪羊骨头或其它吃食东西，把狗引出据

点捕杀了。 不到一个月，就差不多把四百多条野狗杀光了”。⑥ 田野回忆：“趁狗吃食的机会，用绳

子套住狗的脖子，狠狠地使劲勒死了。 有的用酒泡饼子，狗醉后再弄死，又没有叫声。”⑦

打狗之后，如何处置狗也是一个问题。 狗皮一部分“加工制成皮大衣和皮背心，发给部队”，
缓解了部队士兵衣装的短缺。 狗肉也作为食物补充给士兵，当时有士兵唱道：“狗皮好，狗肉香，
吃饱穿暖打东洋，浑身上下有力量。”⑧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连指导员的刘振华回忆：“打
狗运动也解决了一些饮食不足呀，这些都在山东起了很大的作用的。”⑨１９３９ 年冬，受水灾的影响，
冀中地区的情况相当严重：“普遍严重的灾荒，带给我们以无比的困难，直接影响到民食与军食及

整个财政的收入，灾区难民顿顿待赈，部队政权天天要吃饭花钱，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抗日武装也

在积极扩充与壮大起来，因此粮食和钱的需要，更加增多，军食与军费的供给越发成了严重问

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冀中来说，狗肉的补充作用不可小觑。 正如孙志远所说：“一九三九

年冬，大家展开了打狗运动。 尤其去秋水灾，消灭了狗既可节省粮食，又可增加肉食，狗皮还可

利用。”

因为一般狗的主人对狗有感情，因此，在处理狗肉时要考虑群众的情感：“群众在感情上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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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吃自己养的狗肉，都慰问了部队。 所以，当时部队大吃狗肉，走一村吃一村，天天吃狗肉（部队还

收购了狗皮做皮大衣）。”①再者北方吃狗肉较少，曾担任太行抗日根据地辽西县县长的张广居回

忆：“我和药天禄同志（时任辽西县县大队副政委———引者注）突破旧的风俗习惯，在打狗运动中带

头吃狗肉，许多战士学会了吃，还想办法捕鱼吃，虽遭到了个别人的非议，也在所不惜（北方人对吃

狗肉十分卑视，南方人则视为佳肴）。 并非我们嘴馋，而是为了提倡，用来增加战士们的营养。”②苏

烈回忆：“老百姓坚决不要狗肉，不忍心吃，让部队去改善生活。 狗皮却必须收拾好送还给老百

姓。”③不过中共同时强调：“打死的狗则最好交狗主，这样才能使民众真正了解我们，打狗是为了大

家着想的，并不是为了吃狗肉。”④

在打狗手段和对狗肉、狗皮的处理问题上，中共尽可能地照顾了民众的感情和意愿，在根据地

和游击区、敌占区等不同的控制区内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四、 打狗运动的作用与思考

由于史料的限制，打狗运动的具体时间进程尚无法全面呈现，但可以确定的是，打狗运动的展

开同中共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整体对抗形势相关，形势越紧张，日军对中共活动空间的挤压越强

烈，打狗运动开展的必要性也就越强。
打狗运动的成功，使得中共人员活动的隐蔽性大大增强。 马小先回忆：“由于我们群众基础

好，所以，敌人很难获得确实情报，再就是我们部队灵活机动转移驻地（有时白天住进去，晚上离

开。 有时下午离去，夜间再回来，由于搞过打狗运动，出进村庄无犬吠声），神出鬼没，敌人捉摸不

准，因此，敌人达到目的的机会甚少。”⑤吕正操对冀中的打狗运动评价道：“打狗，也可以说是冀中

一举三得的一个特种运动，不失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个群众性创举，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了很

大作用。”⑥日军驻扎在冀中故城县十二里庄村的警备队队长山口真一提到：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潜伏在高粱地的敌大部队突然发动了攻击（据以后调查，敌方的连长和参谋一级的人员曾混进修

补阵地工程的劳工中进行过侦察，同时在当夜已将附近村庄的狗予以处置，防止了狗叫）”。⑦ 可见

打狗在进攻敌人时也非常重要。
不过，打狗运动的实施也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在敌占区的效果就十分有限：“这里多是敌占区，

前两年也推行过破路和打狗运动，但成绩很差。 ……行军宿营，到处狗叫，容易被敌人发觉，很不利

于抗日活动。 ……打狗运动，在离据点远的地方有些进展，但在据点很近的村庄就作得很差了。”⑧

在考察打狗运动时，还应把打狗看作中共隐蔽和抵抗系统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冀中，打狗和堡

垒户、地道战等共同组成一个隐蔽和抵抗系统，通过解决狗吠威胁隐蔽行动的问题，再加上堡垒户、
地道等隐藏方法，较好地完成了中共掩蔽自己、打击敌人的目标。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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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中共打狗运动的过程，笔者有两点思考。 第一，从打狗运动的开展过程可以看到战时中共

动员的某些特质，尽管有“捏鼻子”式的动员，但总体来看，民众的情绪和意见始终是中共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 通过说服“动员”而不是单纯地武力“强制”进行，是打狗运动顺利展开的关键，也是中

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成功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一大法宝，这成为中共的一大精神财富。 第二，从打

狗运动中还可以看到，对抗战时期民众一系列“不”的行为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方式进行评价。 作家

刘艺亭的小说即表现了这种复杂性。 男主人公姜老维为躲避打狗将狗藏到女儿家，这种行为看似

落后，但女儿说道：“爹还不懂这个道理，在村里也积极着哩”，姜老维回应道：“过去还真没落过

后。”①因此，对战时民众的心态不能做出非对即错的判断，应更科学地再现历史现场，更加准确地

评价战时民众行为和党群关系。
客观而言，在打狗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挫折，但中共采取了多元的动员

措施，尽可能地照顾到民众的利益和情绪，最终基本成功实现了打狗运动的预期目标。 从更大的历

史进程来看，打狗运动虽不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但运动背后所体现的民众动员方式、动员

理念却始终贯彻中共革命始终，成为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础。

〔作者宋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马晓娟）















































































 



《日本陆军的轨迹（１９３１—１９４５）》翻译出版

川田稔著，韦平和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出版，２０ 万字，５９ 元

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的假想敌一直是俄国及之后的苏联，直到太平洋战争爆

发前夕才最终转为南进，这一转变过程值得探究。 全书从两条线索展开论述：一条

是，以永田铁山及以其为核心的一夕会成员备战国家总体战的战略构想，如何通过

人事安排、政治斗争等手段在陆军中央获得主导地位，并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上

风；另一条是，这种战略构想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与外交如何互动，与欧洲战场

如何相互影响，具体如何决策、如何推进。 该书通过追寻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年日本陆军的

轨迹，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分析了日本陆军如何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推翻国内的

政党政治，将日本逐步带入战争泥淖。 其重点分析了永田铁山、石原莞尔、武藤章、
田中新一等人的政治军事野心，对于我们认识日本陆军与侵略战争的关系，进一步

深化中国的抗战史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李期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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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Ｎｏ １， ２０２０

Ｔａｓｋ ｉｓ Ａｒｄ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ｓ Ｌｏｎｇ Ｇａｏ Ｓｈｉｈｕａ（４）…………………………………………………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Ｈｕａｎｇ Ｄａｏｘｕａｎ（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ＰＣ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ｂ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ｏｗ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ｆｏｏｄ，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ｌｏ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Ｒｏｕｔｅ Ａｒｍｙ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Ｚｏｕ Ｃｈｅｎｇ（２６）…………………………………………………………………………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１９４１，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ｕｂｔ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ｅｎｅｍｙ ｌｉｎ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ｄｉｄ ｎｏｔ ｒｅｊｅｃｔ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ｈｅ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ｗｈｉｌｅ Ｐｅｎｇ Ｄｅｈｕａ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ｂｅｓｉｄｅ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Ｒｏｕｔｅ Ａｒｍｙ ｈａｄ ｓｏｍｅ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
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４１．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ｗａ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ａ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ｗｈｏ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ｏｆ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Ｒｅｇｉｍｅｎ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ｈｅ ＣＰＣ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Ｂｕｒｄｅｎ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ｉｙｕｅ Ｌｉ Ｙｅｐｅｎｇ（４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ｎｅｍｙｓ Ｓ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Ｄｏｇ⁃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ｉｎ ＣＰＣｓ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ｏｎｇ Ｈｏｎｇ（５７）………………………………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Ｄｏｇ⁃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ｔｏ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ｒ． Ｔｈｅ Ｄｏｇ⁃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ｗ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ｇ⁃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ＰＣ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ＰＣ ｕｓｅｄ ｉｔｓ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ｗｏｒｋ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ｔｏｏｋ ｃ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ｇ⁃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Ｄｏｇ⁃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ｂｕｔ 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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