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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恩来对新四军的卓越贡献
杨广越 １，邵广侠 ２
（１．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２．淮阴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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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史专家石仲泉先生说过，
周恩来是新四军的
“助产婆”
。实际上，
就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所取得的斐然战
绩而言，
与周恩来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力促各方巧组新四军，
勇破难题发展新四军，
呕心沥血智救新四军，
殚精竭虑
守护新四军。在缅怀新四军将士为抗战胜利立下的丰功伟绩时，
我们不能忘却周恩来对新四军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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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战绩斐然。他们怀揣抗日必胜
的信念，与日军作战两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四十一万余
人。提到抗战，我们既要讲八路军，又要讲新四军；说到新
四军，我们不能忘却周恩来。周恩来如同新四军的“管家”
一样，奔走在力促各方巧组新四军、勇破难题发展新四军、
呕心沥血智救新四军以及殚精竭虑守护新四军的征途上。
大量史实证明，周恩来对新四军这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做
出了卓越贡献。
一、力促各方巧组新四军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入中国的国土，中华民族与
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如何将南方八省的游击队组
成一支抗战的力量，已经迫在眉睫。周恩来受中共中央与
毛泽东同志的委托组建新四军，既要在我党的领导下，又
要让国民党接受，在当时的情况下难度是很大的。周恩来
凭借其超凡的智慧与崇高的人格，在与国民党就改编南方
红军游击队的交锋中，始终坚定正确立场与方向，注重原
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以前蒋介石一直把南方红军游击队看作是“乱匪”
，为
了消灭这股异己势力，他曾派遣 ４０ 个正规军、６０ 个保安团
先后对其进行无情的剿杀，即使是国共双方正在谈判的情
况下，仍不罢手。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逐步形成，这支曾经的“乱匪”一跃成了抗日的武装力量。
为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有效的第二次合作，周
恩来审时度势，提议将这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成立
一个军，用于抗日。尽管周恩来的提议合情合理，但是新四
军组建的道路还是充满着艰难险阻。在是否改编这支部队
以及任命军长方面，周恩来与国民党展开了多轮谈判。由
于蒋介石害怕这支部队，更不想中共打着他的旗号壮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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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武装队伍，所以蒋介石一开始就拒绝给予正式番号，
还试图削弱和控制红军游击队。后来干脆提出，若要改编
这支队伍，国民政府就要派人在这支队伍中任职，部队整
编由国民党全权指挥，并由他们安排集中地点，企图分化
瓦解中共这支久经沙场的部队。然周恩来等人洞悉了国民
党的阴谋，据理力争，一再努力，加上当时特别的情况，国
民党才迫不得已同意改编。
中共争取到改编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机会实属不易，但
究竟由谁来担任新四军军长，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对于
周恩来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寻得一位有才干的新四军军
长，他既要获得国民党同意也要愿意服从中共领导。正当
国共双方为新四军军长人选焦灼的时候，周恩来从潘汉年
处得知北伐名将叶挺回到了上海，他灵机一动认为叶挺是
最适合的人选，理由很简单，叶挺既不是国民党，也脱离了
共产党，无党无派。所以，
周恩来当机立断于次日就跟叶挺
会了面。叶挺和周恩来此次是老友重逢，
兴奋不已。当周恩
来问及他归国后的打算时，叶挺道出了“此番回来只为报
效祖国”的心愿，周恩来闻听此言，觉察到叶挺虽遭受了个
人委屈却依然斗志满满，于是满含深情地对叶挺说：
“国共
已就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达成了共识，而且南方游击队的
许多领导骨干，都是当年北伐时铁军的成员，我希望你能
够继续领导他们。”
叶挺当时正感报国无门，
听完此言激动
不已地说：
“恩来，你认为我合适，我就来挑这个担子。”［１］３３
两人一拍即合，可是这还需要说服蒋介石才行，于是周恩
来又给叶挺出了一招，叶挺与蒋介石的心腹陈诚是老同
学，而且张发奎也是他的老长官，周恩来告诉叶挺，只要做
好这两人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说服蒋介石也就容易
了。在叶挺的自荐以及陈诚的说服下，蒋介石也觉得叶挺
适合做新四军军长，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如果启用了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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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选就会被排除，而且他相信只要多做叶挺的思想
工作，叶挺就会听从他的号令。所以在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国民
党军委会单方面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不久，中共在考
察了叶挺后也承认了他。应该说，在新四军的组建上周恩
来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党史专家石仲泉才说周恩来是
新四军的“助产婆”
。
二、勇破难题发展新四军
新四军虽然活跃于大江南北，牵制了大量日伪兵力，
其战绩在全国也有广泛影响，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缘等原
因，新四军还局限于江南一隅，受到日伪军的包围和国民
党军的牵制，回旋余地不大，如不迅速发展，恐难有大的作
为。针对如此局势，周恩来没有退缩，
而是勇于面对和解决
难题。在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他决定亲自前往云岭视察工
作。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新四军内部存在的错误
思想，真正落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时处理好叶、项
之间的矛盾。
周恩来千里迢迢来到云岭，不顾辛劳就投入了紧张而
有序的工作当中。他一到新四军军部，发现会议室里没有
悬挂孙中山的像，当即指出在国共合作敏感时期，应当注
意彰显中共态度，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式和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发现在新四军第二次政工会议的一个
文件中有反映王明右倾错误的思想内容，不仅如此，他们
还宣传蒋介石的演讲稿。周恩来严肃地对项英说道：
“你们
不挂孙中山的像，这是‘左’，但是又主张一切听从国民党，
居然还用蒋介石的话当作教材，这完全没有坚持我党独立
自主的原则，岂不是又很右吗？你们必须按照中共中央会
议的精神，把这些错误即刻改正过来。”［２］５８３ 他还逐条逐句
地指出文件中的问题。
在视察期间，周恩来同叶挺、项英等人进行过数次交
谈，到新四军每一个部处进行实地走访，多方听取同志们
的意见。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最终为新四军确定了符合当
时形势的发展方针：
“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
是周恩来从抗战的实际出发首先提出来的战略方针，为新
四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３ 月 ６ 日，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大
礼堂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在长达五
个多小时的报告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变
化和特点，
指出越向敌后，
越能发展；
越深入群众，越能创建
根据地。他根据中共中央会议安排以及当时局势变化，为新
四军的发展方针提出了三条有建设性的原则：第一，哪个
地方空虚，
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第二，
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
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区域；第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
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还没有去活动的，我们就向哪里发
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
利于抗战［２］５９０。周恩来还指出，游击
战依然是新四军的一把利刃，要因地制宜地使用，要大胆
发展游击战术，切不可因循守旧，好的游击战应当“更加灵
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
更加变化无穷”［３］１２４。
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商定新四军发展方
针之后，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着手调解叶、项之间的
矛盾，
协调新四军内部领导层的关系。
在视察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已获知叶、项
之间有矛盾，而且都做过一定的努力，可是收效甚微。譬

如，早在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４ 日，毛泽东就特意叮嘱过项英：
“请
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
可项英并未听进去。正如
陈毅在《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３ 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述，项
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
直到包办战场指挥，
强不知以为知。”后来即使是叶挺负气
离开，项英在电告周恩来时还说：
“ 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
无可挽回。”显然叶、项的问题始终没能处理好［４］２６。
叶、项的矛盾说到底就是权力的分配问题，由于项英
不信任叶挺，加之历来是党指挥枪的惯例，所以项英轻而
易举地就架空了叶挺，
使得叶挺郁郁寡欢，
空有抱负。周恩
来深知其中问题所在。于是在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８ 日，
他主动向
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原则：
“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
则是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
［４］２７
员会可以叶正项副，
项实际上为政委。”
不久，中共中央
回电，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并要求他务必处理好新四军问
题。周恩来接电后，
当即与蒋进行交涉，
表明中共不同意更
换叶挺的坚定立场，接着又几次约见叶挺，与其敞开心扉，
晓以大义，最后动之以情说服了叶挺。为了真正地处理好
叶、项的问题，周恩来决定亲自送叶挺回军部，叶挺颇为触
动，
决定立即返回军部工作。
在新四军视察期间，周恩来一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
宣布了叶挺的工作安排，一面多次找来项英，要求他以大
局为重，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周恩来甚至严肃地批评了
项英：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不能因为他暂时不
是共产党员就不信任他，他留在党外比留在党内发挥的作
用还大些。如果不能团结叶挺这样的人，还能团结什么样
的人呢？［３］１２７ 这其实是在告诉项英，
新四军内部的团结是首
要的，
与叶挺的关系处理不好，是要犯错误的。周恩来的话
言简意赅，项英当即坦诚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会改善与
叶军长的关系。
周恩来的工作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项英开始转变
对叶挺的态度，两人的关系也一度改善。而且中央来电也
从过去只发给项英一人改为“叶项”两人。军参谋处也重新
搬回了叶挺的住处，这些使得叶挺军长的作用更好地得到
发挥。周恩来还特意和叶、项在钟墨园拍照留念，希望叶、
项精诚团结，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更大贡献。
周恩来的皖南之行，推动了新四军继续东进北上，打
开华中局面，鼓励了新四军各级官兵的斗志，也改善了叶、
项的关系，一度让叶挺掌握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权。叶挺
也不负重望，发挥了英勇善战，机智果断的指挥才能，粉碎
了日军的多次“大扫荡”
，取得了繁昌、父子岭、泾县等战斗
的辉煌胜利［２］５９３。
三、
呕心沥血智救新四军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４ 日，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
早就开始谋划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当新四军九千余人按照
指令迅速北调，于 ６ 日到达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却不曾
想一支八万多人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将他们团团围困，伺机
将他们扼杀于此。新四军战士们浴血奋战，
几经突围，
除两
千余人突围外，其余终因寡不敌众，没有支援而壮烈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其实在“皖南事变”爆发的翌日，获知新四军遭遇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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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恩来心如油煎。他先是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
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
表示抗议。他严正声明：
“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
［５］１０２
击，国共关系破裂，将由国民党负全部责任！”
蒋介石虚
假地表示，国民党军队已不继续进攻，新四军北进绝不留
难，望继续北上。可实际上，国民党军队继续围攻，而且更
加残忍，新四军将士还在流血，
还在艰难地突围。
１ 月 １１ 日本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庆祝之日，然而
周恩来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急电，当他看完电报，脸色刷
的变了，紧皱眉头，连拿电报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接着，他
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的严重局势：
“ 新四军遭到国民
党军队包围已经六天了，突不出去，叶挺将军出面谈判，竟
被国民党军队扣留。”听到周恩来宣布“皖南事变”的消息
后，全场死一般的沉寂。就在此时，电灯突然熄灭，四周漆
黑一片，过了一会才亮起来。周恩来巧借这个突发情况，化
悲痛为力量，激励大家：
“ 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
来”。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在
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
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怕艰难，向前奋斗，
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
［５］１０３
的，黑暗是必然要被冲破的。”
当晚，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连夜组织召开紧急会议，
研究反击策略，他要求立即组织力量，最大范围地将国民
党顽固派的罪行公之于众。散会后，已经深夜，周恩来连口
水都没顾上喝，又伏案写下亲笔信送至蒋介石处，强烈要
求蒋把部队调开，让新四军北上。他在信尾写道：
“否则新
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去，散于民间，战于
敌后，以求生存。”［５］１０４１３ 日，周恩来还面告刘为章，请蒋介
石电令顾祝同撤出包围地，给新四军让出道路。为了能够
挽救新四军，周恩来夜以继日，头不挨枕，他一方面要和国
民党当局交涉、抗议，阻止国民党军队继续围攻新四军，另
一方面又要带领大家做好一切应急准备。正是因为他有着
革命家的恢宏气魄，也有着军事家的卓越才能，因而能够
始终从容指挥，力挽狂澜。
１ 月 １７ 日，蒋介石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手段，准备于
１８ 日发布一份不顾事实的通令。在这份通令中，他们狡猾
地诬陷新四军，无情地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准备残忍地将
抗日英雄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周恩来一收到这个消息，就
怒不可遏地致电何应钦，斥责道：
“ 你们如此行为，使亲者
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
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５］１０５ 话音刚落，他就重重地摔下电
话，立即赶到国民党代表张冲的住处，狠狠地质问了他。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周恩来觉得再也不能坐以待
毙，于是展开了舆论反击，他要把“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
出去，以昭天下。１７ 日晚，周恩来可谓是寝食难安，他首先
利用中共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来揭露“皖南事变”的真
相，可是在 １８ 日凌晨的时候，周恩来却收到消息，有关“皖
南事变”真相的稿件都被国民党强制收缴了，而且国民党
方面还派人坐在报社里时刻监视。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
冷静地思考应对之策，不久又给报社负责人重新安排了应
急方案，就是以快制胜。他要求报纸留两个版面，先用其他

内容填充送交查验，之后等他的内容一到迅速替换，迅速
印制发行。
周恩来安排好一切之后，满怀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痛
恨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题词，同时加了
一首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
二十五个字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被快速赶印出来，分发到
重庆的各个角落。一时间山城沸腾了起来，大街小巷飘荡
着报童清脆的声音：
“ 卖报了，
《新华日报》最新消息，快看
啊，周恩来为新四军死难者题词！”很快，
《新华日报》被抢
购一空，销量更是猛增到五千份。不得不说周恩来的这招
很是奏效，就连毛泽东也说：
“ 报纸题字亦看到，令人神
往”。而且据有关资料记载，蒋介石得知后拍案而起，大骂
手下无能［５］１０９。尽管这一场“无声”的战斗，周恩来已经达到
了目的，让山城的人们知晓“皖南事变”的真相，但是还远
远不够，接着他又带领南方局展开更为强有力的舆论攻
势，周恩来指示办事处和报社的同志，把“皖南事变”真相
迅速印成传单和小册子，
秘密发往全国各地。
作为中共外交界的风云人物，周恩来有着全球的视野
，
此时他正在筹划如何将
“皖南事变”
的真相揭露到国际上。
他精心安排人员编写外文材料，请各方记者通过他们的渠
道在世界各地发表。他还安排人访问中共所熟识的外交官
和外国记者，
将国民党军队残杀新四军的事实告诉他们。他
甚至还联系远在美国的斯特朗，请她把在重庆了解到的有
关新四军的情况及国民党搞摩擦造事端的材料发表出来。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自出面，与一些外国使馆官员
进行接触，宣传国民党暴行。当他将“皖南事变”的经过介
绍给英国大使卡尔的时候，卡尔听后气愤地电告英国政
府；他还多次会见苏联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向他们
讲述国民党军队袭击、残杀新四军的血案，潘友新听后质
问何应钦、白崇禧，并敬告蒋介石，
“ 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
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他还拜访了
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交给他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居
里随后就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关系未解决前，无法
大量援华，美、中间的经济、
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
进展［５］１２１。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的恶行被国内外所知
晓，蒋介石不得不在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缓和与
中共的关系，可以说周恩来等人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
仗”
。新四军的冤情已然得到昭雪，
可是叶挺军长和一些共
产党人还被关押，
周恩来并不轻松。为了能够解救他们，每
次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周恩来几乎都要求释放他们，最
终迫使蒋介石于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４ 日释放了叶挺。
四、
殚精竭虑守护新四军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
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王首道等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
南下支队以及王树声等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整合为一，成
立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的中原部队，并任命李先念为司
令员，
郑位三为政委［６］７７８。
这支部队原本按照既定的协定是该撤出这里的，谁料
想蒋介石背弃协定，派遣几十万的大军，将中原军区的几
万人团团包围在宣化店这块狭小地带，而且在 ４ 至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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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国民党意欲在中原发动突袭，以挑起全国性的内战。
面对中原局势的恶化，周恩来深知内战一触即发。为
了防止中原内战的发生，周恩来一方面机智地利用和谈的
机会，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严正交涉，力主中原实地
调处；另一方面借助舆论的力量，向外界表明中共态度：争
取和平，应“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
［７］７５
成为全国内战。”
周恩来的要求是正当的，国民党、
美国
双方代表也无理由推脱，于是只得接受建议，同意前往宣
化店调处。
５ 月 ８ 日，周恩来等调解人员成功抵达了宣化店。在调
处会议上，蒋军的暴行被中原军区领导一一揭发，在事实
面前周恩来极力地呼吁：
“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无条
［７］７６
件停止，千百万人的生命所系，
如何能拖，
又如何忍拖！”
两方代表无言以对，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观点。就在 ５ 月
１０ 日，
《汉口协议》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应运而生，这一协定
在这关键性的时刻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它既扰乱了蒋的
部署，又帮助军区合法转移两千多名人员，还解决了部分
经费、粮食、医药等问题，为武装突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视察期间，周恩来还参与了中原军区领导干部会
议。当面对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时，他一面认真地听
取汇报，一面不时地用红蓝铅笔打着记号。在会上，
他严肃
地告诫大家，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是不遵守协议的，他们
假和谈，真内战。千万不要指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靠自己
的实力，用枪杆子设法突围出去。周恩来的每一句话都拨
动着同志们的心弦，鼓舞着大家的信心和勇气。在昏暗的
房间里，周恩来与中原军区干部一起集思广益，研究制定
了“金蝉脱壳”的武装突围方案。敌情、我情，
地形、
路线，哪
里有山、哪里有水，哪里有敌军，哪里有碉堡，都做了详尽
的分析和周密的考虑［８］１６１。
不久，蒋介石撕毁协议，再一次露出锋利的牙齿，撕咬
着中原军队，全面内战就这样爆发了。按照国民党蒋介石
的计划，企图用大量军队封锁东线和北线，阻断中原军队
与新四军主力会和的去路，将其扼杀于此，然而中原军队
在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以及《汉口协议》的拖延之下，早已做
好了充足的战斗准备。中原军队遵照原定方案，以少数兵

力牵制大量敌军，给中原主力军向西突围创造了极好条
件，最终一举突围成功，周恩来等人的这招金蝉脱壳成功
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如意算盘。在中原突围的整个过程
中，周恩来一直不敢掉以轻心，他时刻关注国内局势，支援
突围军队。当国民党扭曲事实，将挑起战争的不义之举推
给中共的时候，周恩来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政府的计划，
是要聚歼该地我军，而政府却在宣传我军向西移动”，
“据
我想，该地我军为自卫计，可能于政府军力薄弱处，设法避
开惨遭消灭之命运。”周恩来还说：
“现在平汉路西政府有
五个军追击，一个军堵截，情况极其严重”，国民党必须停
止这一行动［７］７７。
此次突围成功意义是非凡的，这既使得国民党聚歼中
原军队的阴谋未得逞，又牵制了大量敌军，还一定程度上
支援了其他的解放区。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周恩来可谓是
劳苦功高，他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谈判技巧以及卓越
的军事才能在此次突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帮助中原
军队以少胜多取得突围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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