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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天雁阵带秋凉，有意金风细手扬。
繁茂枝条青涩去，缤纷树叶秀姿昂。
生成蝴蝶翩翩舞，代替娇花脉脉芳。
萧瑟之时光彩溢，不和季节抢春阳。

白露
朱正伦

风轻稻香月中天，
高飞鸿鹄燕南迁。
白露盈叶秋阳暖，
夜冷添衣宜早眠。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延庆区历史
（1922——2015）

平北地区，即北平、天津、保定以
北，张家口以南的狭长区域，是平西进
入冀东的必经之地。平北位于华北日
伪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带，地处伪满、伪
蒙疆、伪华北 3个伪政权的接合部。这
里的部分地区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就
已落入日伪之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
持阶段后，日军将这里作为战略后方，
派有重兵驻守，同时驻有许多伪军部
队，这给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带来了巨大
的困难和挑战。但是 3个伪政权互相之
间又存在一定的矛盾，有薄弱环节可以
加以利用，加上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大
部地区是山地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这些
都是开辟根据地的有利因素和条件。
八路军挺进平北地区并最终成功在此
开辟抗日根据地，历经了一个复杂而艰
辛的过程。第一次挺进平北，要追溯至
1938年夏，即前文所述第 4纵队进军冀
东途中在延庆、昌平、密云一带的活动，
并一度成立了昌（平）滦（平）密（云）临
时联合县政府,也是平北的第一个抗日
民主政权。但当时第 4纵队的主要任务
是挺进冀东，对开辟平北的准备不足，
基础也比较薄弱，只坚持了 3个多月，第
4纵队和地方武装便先后撤出冀东和平

北，回到平西。第二次挺进平北，是
1939年春夏之际，挺进军第 34大队进
入十三陵地区活动，在日伪、土匪的夹
击下，坚持了一个多月，又撤回平西。
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分析并吸取前
两次的经验教训，提出平西、冀东和平
北“三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并根据北方
分局关于“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采
取以化整为零、梯次进军的办法，以小
部队梯次进入平北，开展游击战，从隐
蔽到公开，层层渗透，逐步前进，从小
到大

发展根据地，从而实现成功开辟并
稳固抗日根据地的最终目的。

1939 年 10 月，八路军开始第三次
挺进平北。在平西抽调 20多名党政干
部组成中共平北工作委员会（简称“平
北工委”），王伍任书记，史克宁任组织
部部长，李熔旭任宣传部部长。1940年
1月，平北工委开赴平北地区,八路军抽
调挺进军第 9团第 8连为骨干，加上在
沙塘沟一带发展的游击队，组成平北游
击大队，由钟辉琨任大队长、刘汉才任
政委，掩护平北工委挺进平北。钟辉
琨、刘汉才率平北游击大队和部分地方
干部，经过数天急行军，于 1月 5日夜到
达大庄科的霹破石村，宣告正式成立昌

（平）延（庆）联合县政府（简称“昌延
县”），驻地霹破石村。胡瑛任县长、张
子丰任民政科科长、杨俊廷任财务科科
长。成立初期，县委机构暂缺，其职责
由平北工委代行。同年 4月，徐智甫调
任昌延县任县委书记。

昌延联合县成立后，按照中共平北
工委部署，从政治、组织、军事等各个方
面着手，迅速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
作。平北工委决定首先由党政干部深
入到群众中，调查之前八路军两进两出
大庄科“后七村”及二道河马场一带后，
当地遭受日伪军报复所造成的伤亡损
失情况，并发放救济款和粮食进行慰
问，使群众对八路军的误解和偏见得以
消除，进一步凝聚了民心。同时，在平
北工委组织部部长史克宁主持下，昌延
县开办多期短期群众积极分子训练班，
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进一步扩大党员
队伍。这一时期，仅延庆南山地区就有
300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40多个村建
起了党支部。军事方面，根据挺进军军
政委员会的指示，部队进入平北后，以
游击战为主，先打投敌的汉奸、伪警和
土匪，扫清开辟工作的障碍，以求站住
脚根，然后再伺机打击日军。根据这一
指示精神，部队首先集中力量，肃清了

盘踞在十三陵一带和“后七村”附近山
头的几股土匪，为当地人民除了害，为
八路军在山地扎根奠定了基础。昌延
联合县的成功创建，使延庆地区成为平
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出发点和大
后方。1940年 2月，平北工委和游击大
队在“后七村”一带基本站稳了脚，随即
以这里为依托，继续向延庆川区、怀柔、
赤城、龙关之间的地区发展。八路军所
到之处，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发动各阶层群众共同抗日，号
召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
力，有枪出枪”。同时，平北工委不断派
出干部深入各地区，广泛开展地方工
作。第一批部队和干部立住脚后，1940
年 4月，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
员会又派苏梅和第 10团第 3营及部分
机关干部进入平北，苏梅接任工委书
记。新到部队与钟辉琨部会合后，留下
1个连由副营长赵立业率领，在后七村
与平北游击大队一起活动，迎接团主
力，其他人员进入密云以北地区开辟新
区。5月，第 10团团长白乙化率该团主
力挺进平北，与先期到达的第 3营会合。

（本文由北京市延庆区档案史志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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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乙化
周诠

发现敌人增援后，曹福增和战士们
毫不畏惧，憋着一肚子仇恨的子弹顷刻
间射向敌人。虽然大村不如青白口地
形有利，但是火力配备还可以，除了三
营固有的四挺机枪，团长又给多拨了两
挺。十团的任务是既不能让鬼子从青
白口和大村过去，也不能让他们从南面
的镇边城过去。如果非要通过，宁可让
他们从青白口通过，十团可以从大村和
镇边城南北两侧对其追击，形成合围。
当然，那样就等于把挺进军主力暴露在
敌人面前，对他们歼灭北面的日伪军主
力不利。但是战场瞬息万变，白乙化满

怀信心，他觉得十团能够找到机会，在
敌伪军完全靠近挺进军前歼灭他们。

大村的战斗同样激烈，因为没有地
形优势，伤亡比青白口更大些。这边伪
军更多一些，但是战斗力并不差，这令
曹福增感到意外。敌人好几次都接近
了阵地，其中一次三四个鬼子已经近在
眼前，双方展开了肉搏战。但是，在曹
福增“宁死不撤”的命令下，战士们咬紧
牙关，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白乙化弄清鬼子的伎俩后，立刻从
镇边城调来一个连增援大村。青白口
的兵力暂时没动，毕竟这里是鬼子大部
队进攻斋堂的主路。镇边城只有二百
人负责阻击，但是鬼子主力从那里通过
的可能性极小。

援军赶到大村的时候，曹福增刚刚
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他看着跑得气

喘吁吁的战士，心里滚过一股热流。他
担心团长会从青白口派人增援他，他认
为如果增援，应该首先让镇边城那边增
援，因为镇边城那边还没出现鬼子。但
是当他知道来增援的正是镇边城的三
连时，非常高兴，他知道团长做出了正
确决定，并且同自己不谋而合。天黑
前，他组织战士又打退了敌人两次
进攻。

在阵地上打盹时，他梦到了妻子。
朱贵枝摸他的断指，弄得他很痒。她在
梦里冲他笑，他也笑了。

大村伤员很多，而卫生员只有三
个人。从表面上看，阵亡者跟伤员区
别不大，只能靠卫生员在救助时临时
判断，从而做出救或不救的选择。遇
到伤员不声不响，她们就先伸手去感
受他们的鼻息，一息尚存者立刻施救，

相反则马上放弃。她们的时间很宝
贵。有些伤员运气好，刚负伤就被卫
生员发现，而另一些伤员，特别是重伤
员，往往等不到卫生员出现就已经牺
牲。对逝者而言，只要战斗不结束，往
往始终保持着中弹时的姿势，要么伏
在阵地上，要么斜躺在壕沟里；要么脑
袋下垂窝在一个旮旯里，要么胳膊压
在脸上或者手掌抚在胸前。两个战士
头部中枪，但是并未立即死亡，卫生员
争分夺秒为其中一个包扎伤口。不
过，第一个在刚被包扎后就停止了呼
吸。“哎呀，同志，怎么不坚持住？”负责
组织抢救的张大妮有些不满，“这多耽
误时间！”说完她就后悔了。是啊，没
人愿意在二十几岁就去见阎王，“对不
住兄弟，我这话说得不对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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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白之心

我回区作协开会时，第一次见到石
中元老师，他就送了我一本他亲笔签名
的《白河之光》。

作为出生在延庆的人，我对白河很
熟悉。白河堡水库现在又叫作燕山天
池，我曾到那里采过风。白河引水工程
南向终点是康庄镇东面的南荒滩，那里
我更熟悉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那里是我和小伙伴游戏的地方。

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
幅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把我带回到了上
世纪 70年代。在那时的白河堡水库施
工现场，大家用车推、用筐背、用肩扛，
把大石块和小石子堆成整齐划一的高
墙，那些参与工程建设的人青春绽放的

脸庞，像一朵朵在春天开放的鲜花。
照片之后是文字部分。在第一章

《白河大禹》里，王虎、郭春云、许丛林这
些老前辈跃然纸上。

书里收录了许丛林的一段话：“我
刚下到井底，就赶上了一场塌方。‘哗’
一下子，我一躲，那个楼工没躲开，一下
子栽倒了，安全帽砸得陷进去一个坑。
楼工的头被砸了个大包，话都说不出来
了。如果那天砸的是我，可能就完了。
将楼工从隧洞拉出去以后，赶快送往医
院，不碍大事。多亏戴着安全帽，才捡
回来一条命。”

通过这段话就能看出，白河引水工
程有多危险、多艰难。书中写到：在修

建白河引水工程的过程中，康庄镇榆林
堡村的李桂兰只有 17岁，在白河引水
工程隧洞出口调节池施工时，因塌方牺
牲。花季少女飘落在雪花纷飞的冬季。

工程虽然艰险，但是参加建设的全
体人员却能苦中作乐，越是艰险越
向前。

书中还收录了马玉昌作词、张维信
作曲的《白河战歌》，里面写到：

白河水，水流长，浪花飞溅放声唱。
英雄的民兵，生产的闯将，意气风

发斗志昂扬。
晨风吹动了鲜艳的红旗，深山里的

欢乐，笑语飞扬。
引水敢劈千重山，擒龙踏破万

里浪。
小小工棚连天下，五洲风雷胸

中装。
为改变山河旧容貌，不修好白河决

不下战场！
书中还写到：“官厅与白河千年祸

害多，生产受威胁，生活苦难多。”告诉
我们为什么要搞白河引水工程；“如今
修水库，高坝拦长河，荒山变果园，旱地
变良田。”告诉我们，修建白河引水工程
要达到的愿景；“咱们众民工，国家主人
翁，敢想又敢干，人人争英雄。”告诉我
们当年的建设者们，为改变家乡的面
貌，充满了雄心壮志。

读完这本《白河之光》，抬头一看，

窗外已经透进鱼肚白色的晨光。
这白色应该是洁白，它远是天边的

鱼肚白，给我带来晨曦，带来一天的美
好心情；它近是面前的《白河之光》，让
我看到了老一辈延庆人为追求美好生
活，怀着一颗洁白之心，艰苦奋斗、不计
得失，为后辈闯出一条康庄大道。

我经常思考，什么是幸福？
这本书回答了我。你先扛着装满

炸药的木箱，走上二十里，肩膀压出血
印，双腿累到颤抖；然后，漫步在花海，
看着蜜蜂采花，蝴蝶戏蕊，偶尔停下脚
步，深吸一口润肺的花香，你就会感觉
到幸福。

你先在炎热的工棚里，听着耳边吸

血蚊子的嗡嗡声，看着天上的星星；然
后，在酷暑的季节，来到海陀山顶，在徐
徐凉风里数着满天繁星，你就会感觉到
幸福。

铭记历史，铭记老一辈延庆人为了
美好生活，发挥愚公移山的意志，战天
斗地，不怕牺牲的精神；着眼当下，更要
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必须看到，今日
我们尽享富足与繁荣，是无数前辈用鲜
血和汗水换来的；开创未来，就要创造
新的更大奇迹。今天，我们正意气风发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中国共
产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更应
该把“白河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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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石中元文集《白河之光》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