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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 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5周年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纪念日。在抗击日本
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从阻击日本法西斯的前哨战发展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
场，完全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75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最野蛮最残酷的罪行，肆意屠杀我们的同胞、
掠夺我们的财产、发生过无数次血腥的大扫荡……

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千千万万个英雄儿女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用献血染红了祖国的
大江南北。同样在我们鹤乡大地，伟大的射阳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同仇敌忾，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诗篇。今天，请
你读一读《抗战烽火中的射阳》，她一定会给你震撼，给你愤慨，给你鼓舞，给你启迪！

射阳特殊的地理位置袁决定了抗战的空前残酷与持久

合德袁位于射阳河入海口袁是苏北沿海重要的通商港口之一遥 早在 员怨猿苑年袁美国姆佑海轮袁在射阳港试
航成功遥从此袁美尧法尧荷兰尧葡萄牙等国商船来往通商袁兴化尧淮阴等地的商人纷纷来合德贩买洋货遥一时袁合
德生意兴隆袁财源茂盛袁被人们称之为野小上海冶遥 合德袁是苏北沿海重点棉区市镇之一遥 员怨猿愿年春袁日寇为了
策应台儿庄会战袁占领阜宁城袁数十艘舰艇由射阳河驶进阜宁遥 射阳河成为日寇的军事物资供应水上交通
线遥 员怨猿怨年冬袁日寇在合德设下了据点袁筑炮楼 员猿座袁大小碉堡 圆园余座袁驻有日寇原田大队一部袁伪阜宁海
防少将司令顾景班部袁以及其他杂脾军共 远远园余人遥 从此袁他们南与大中集尧北与连云港的敌伪连成一线袁遥
相呼应袁控制沿海袁掠夺我地以棉花为主的战略资源遥 射阳港是盐阜区和上海尧连云港尧青岛等地海上往来的
必经之处遥 我地下党员尧干部要从这里进出袁枪支尧子弹尧医药等战备物资要从这里运进来袁棉花尧鱼尧盐等土
特产要从这里运出去遥员怨源园年 员园月袁新四军和八路军在大丰狮子口会师后袁创建了苏北革命根据地遥盐阜区
党委把开辟合德尧掌握射阳港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点遥 日伪趁我立足未稳之际袁妄图挤跑我们遥 他们四出骚
扰袁到处抢劫袁控制射阳港袁封锁我根据地与海上住来袁切断盐阜区和苏中联系遥 控制与反控制袁掠夺与反掠
夺袁扫荡与反扫荡袁使射阳的抗日斗争空前残酷与激烈遥

日军曾在射阳多处构筑据点屯集重兵袁对射阳的杀戮与掠夺无比残酷血腥

合德尧陈洋两镇沦陷后袁日军加紧扩张袁在境内屯集重兵袁不到两年时间袁兵力增至 1200人袁先后在通洋
港渊小街冤尧卢公祠尧靠渔湾尧老坍子尧小关子渊今海河冤尧邵家尖尧中兴桥尧大兴镇尧合顺仓尧四明镇尧东小海尧划船
港渊今花川冤尧北洋岸尧鲍家墩尧黄家尖尧盘湾子尧复兴庄等处设下了 20多处据点袁以陈家洋为中心袁呈环状分
布袁其指挥机关设在陈家洋遥 黄沙港以北 800日军统属北支派遣军今田茂中将指挥袁一个大队编制袁下辖四
个中队袁每个中队配有轻机枪 远挺袁掷弹筒 3个袁大队有步兵炮 圆门尧重机枪 源挺遥 左谷大尉部约 200人占领
陈家洋袁其中骑兵 60人袁余为陆军步兵袁大本营设在今陈洋中学处袁人称野鬼子窝冶袁筑有炮楼两座袁并在镇上
建有碉堡数座袁日军分驻镇内和陈洋河西的颜家圩子里遥 日军侵占射阳期间袁与当地的土匪恶霸尧地主汉奸
相互勾结袁推行伪化袁烧杀抢掠袁无恶不作袁对射阳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遥

抗日烽火中建立的射阳县袁开展了顽强持久的抗日斗争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袁缩小伪化区袁扩大解放区袁巩固根据地袁解除腹背受敌的局面袁盐阜区党委决定袁
采取进攻姿态袁开辟射阳河以南袁串场河以东袁黄沙港以北这一块地盘袁以压缩日寇的活动范围遥 在斗争策略
上袁坚持做到院团结上层袁发动下层袁瓦解日伪遥大力开展反伪化袁反蚕食的斗争遥中共射阳县委采取以武装开
辟建政的方针袁打一仗拔掉一个据点袁开辟一个地方袁建立一个政权遥 斗争呈拉锯式袁工作异常艰苦袁常常反
复多次袁才能建立一个区尧乡的民主政权遥至 员怨源圆年底袁已全面建立区尧乡民主政权遥员怨源猿年 圆月 员圆日袁日伪
纠集两尧三万人对盐阜区进行梳篦式的大扫荡袁射阳是日伪扫荡的重点遥 敌军压境时袁三师二十四团参谋长
尹捷峰带了一个团和射阳县总队一起行动袁他们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袁采取野敌进我退袁敌驻我扰袁敌疲
我打袁敌退我追冶的游击战术袁坚持斗争遥 在反扫荡斗争中袁全县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打土坝 圆圆员条袁摧毁敌
炮楼 员圆员座袁平毁敌土圩子 圆圆个袁破坏公路 愿猿条袁约 员苑源里袁拆桥尧改桥 远猿座袁河中打桩 圆缘苑缘根袁把敌人搞
得晕头转向遥 结果袁在反扫荡斗争中袁敌人不仅没有消灭我方武装袁反而被拖垮遥 全县不仅没有受多大损失袁
反而适时地打击了敌人袁消灭了新坍伪自卫团陈朝然全部袁吓得土匪都溜到敌人据点附近袁使他们不敢到根
据地来活动遥 从而袁巩固了政权袁扩大了阵地袁发展了武装遥 县总队由日伪大扫荡开始时的五个连袁发展到八
个连袁成了一支具一定规模的地方武装部队遥 在斗争中袁人民群众创造了多种战术打击敌伪袁如开展破袭战
钳制敌人尧麻雀战袭扰敌人遥 还有如野钓鱼冶尧野布哨网冶尧野赶鸡入窝冶尧野老鹰捉鸡冶尧野化装行动冶尧野背娘舅冶尧野箍
铁桶冶尧野夜扰守敌冶尧野封锁困敌冶等等袁并辅以转圈子尧钻空子尧安钉子尧打埋伏尧放冷枪尧突然袭击等方法袁搞
得敌人惊魂丧胆遥到 员怨源猿年底袁全县已拥有区队和游击队 缘愿圆人袁民兵 猿园园园多人袁枪 圆园园园多支遥这支地方武
装袁先后攻打了靠渔湾尧老坍子尧新坍尧卢公祠尧四明尧北陈庄等据点袁而且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遥

坚持党的领导袁放手发动群众袁是全县抗日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1938年 5月袁日军侵占阜宁县城袁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路振华尧陆泽夫在现射阳境内的海河尧路尖一带袁组
建野抗日救亡小组冶袁张贴标语袁散发传单袁宣传抗日遥 1939年袁路振华尧陆泽夫等 7尧8人在共产党员王浩(涟水
县人)的引导下袁先后加入了共产党袁其后袁他们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袁组建野青年抗日救国会冶袁筹建抗日武
装袁伺机打击日寇袁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遥 员怨源圆年 源月 圆员日袁射阳县民主政府在大顾庄正式成立,并开始了
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工作遥建县时地域东濒黄海袁西接串场河袁北至射阳河袁南至黄沙河遥即由原阜宁县九区
全部尧七区和盐城县十四区各一部分组成遥 总面积 1500平方公里袁当时人口约 20多万遥 员怨源圆年 员园月袁建立
中共射阳县委员会袁同时袁加强党组织建设袁县委以野消灭空白点袁乡乡建支部袁村村有党小组冶为目标袁并把
野支部武装化冶遥至 1942年底已建党支部 50个袁党小组 164个袁党员 846人袁并建立 6个区尧55个乡的民主政
权遥全县计有 7个区尧73个乡袁初步完成了区尧乡民主政权的建立遥 1942年 10月袁射阳县参议会成立袁射阳县
农救会尧教师抗日救国会尧儿童团尧工救会尧妇救会也相继成立袁出现了社会各阶层的抗日高潮遥 在和日寇伪
军不断战斗中袁在和封建势力不断战斗中袁全县的党组织迅速地成长袁到 员怨源猿年底袁全县已有党支部 缘园个袁
党小组 员远源个袁党员 愿远源人遥 到 员怨源源年 远月袁全县有党员 苑圆员猿人袁基本上达到了野乡乡有支部袁村村有党小
组冶的要求遥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袁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日的热潮袁广大人民踊跃报名参军袁青壮
年主动参加民兵袁以多种形式打击日伪军袁只要是抗日需要袁要人出人袁要力出力袁敌人扫荡时配合地方部队
坚壁清野袁以各种方式消耗敌人的力量遥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袁团结全县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袁大力发展生产袁
治理水患袁修建圩堤袁团结自救袁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袁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袁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袁恢复
和发展了生产袁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袁有力地支援了长期的抗日斗争袁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遥

射阳的抗战史袁是一部值得大书的历史袁也是一部值得永载射阳史册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尧继承尧发扬的
光荣历史遥 今天袁我们的国家正朝着富强尧民主尧文明尧和谐尧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进袁我们一定要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愿袁追寻先辈们的足迹袁奋发图强袁把我们的射阳建设得更加
美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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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 7月 7日夜袁发生震惊

中外的七七事变袁 又称卢沟桥事
变遥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
侵华战争的开始袁也是中华民族进
行全面抗战的起点遥

八路军发起野百团大战冶
1940 年 8 月 20 日八路军发起

野百团大战冶遥 这次大战历时 5 个多
月遥 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 1824次袁
共计毙尧 伤尧 俘和投诚日伪军 46480
人遥 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野囚笼政
策冶袁 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
的信心遥

毛泽东发表 叶对日寇的最后
一战曳的声明

1945年 8月 9日袁 毛泽东发
表叶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曳的声明袁
宣告院野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
段袁 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
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遥 中
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
国规模的反攻袁 密切而有效力地
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遥 冶

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
1945年 8月 15日中午袁 日本

天皇裕仁发布诏书袁宣布接受盟国
的叶波茨坦公告曳袁向盟国投降遥 前
一天袁日本天皇召集会议袁最终议
定接受无条件投降袁并决定起草向
日本国民公布的诏书遥当晚 8时 30
分袁诏书定稿遥 23 时袁裕仁签名加
玺袁经各大臣副署袁完成公布手续遥

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 7 道反
攻命令

抗战胜利前夕袁八路军总司令
朱德于 8月 10日尧11日袁连续发出
7道命令袁要八路军尧新四军和华南
抗日游击队袁迅即在华北尧华中和
华南展开攻势袁 迫使日伪军投降袁
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遥

日本代表在野密苏里冶号战列舰
签署投降书

1945年 9月 2日袁日本代表在东
京湾美国野密苏里冶号战列舰上签署
投降书袁至此袁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中
最后一个国家日本正式投降遥中国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 9月 3日袁当时的国民

政府下令举国庆祝袁并从 1946年起
把 9月 3 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遥
1951年 8月 13日袁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务院发布通告袁 规定 9月 3日
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遥 2014年 2
月 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个决
定, 分别将 9月 3日确定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 12月 13
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遥

揖抗战大事记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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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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