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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
《冀鲁豫日报》

“名将以身殉国
家 ，愿 拼 热 血 卫 吾
华。太行浩气传千
古 ，留 得 清 漳 吐 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八路军一一五

花。”朱德手书的挽词

保护下，报社“非常安全”，不仅未受到任何损

诗联，镌刻在左家老

师、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
“巩固华北，

屋 厅 堂“ 太 行 魂 ——

发展华中，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先后

失，工作者队伍反而更加发展壮大。

抗日英雄左权生平业

挺进冀鲁豫平原，协助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

逐渐打通，
《冀鲁豫日报》发行渠道日益畅通，

绩陈列”的红色方柱

扩大武装，打击敌伪，建立政权，极大地促进了

发行量也逐步增大，纸张、油墨、铅字的使用

上。厅堂里，左权将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

量也日趋上升。为保障出报物资供应，报社

1943 年后，随着各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军铜像栩栩如生，背

1941 年，冀鲁豫边区进入艰苦时期，在

除大力在根据地各地收购“土纸”外，还派人

负双手站立的军姿沉

这种形势下，边区党委亟待主办一份大型日

化装潜入敌占区，秘密购回油墨、铸字炉、字

稳刚毅，望向老屋门

报，以加强对抗日军民的宣传和工作指导。

模，印刷器材等。到 1944 年，随着冀鲁豫边

1941 年 8 月 1 日，作为冀鲁豫区党委机

区的大部县城被八路军陆续克复，中心区与

关报的《冀鲁豫日报》创刊。该报由鲁西区党

各专区的交通更加畅通，各部队将缴获敌人

委领导的《鲁西日报》和(老)冀鲁豫区党委所

的印刷器材和物资接连运抵报社和印刷厂，

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周恩来称他‘无愧于他所

属的《鲁西日报》和《卫河日报》合并而成，
《冀

出报物资的供应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当年

信仰者，足以为党之模范’……”近日，记者伫立左权将军铜像前，听

鲁豫日报》为日刊或 3 日刊，每期 4 开 2 版，以

夏，报社设立了 3 个石印厂和报纸分销处，不

讲解员彭海媛讲解。

外的目光泛着铁骨柔
情……
“左权是中国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

仅把报纸迅速运到根据地机关、部队和人民

左家老屋位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左权镇将军村，占地约 530 平

针、政策，报道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情

群众手中，还通过报社的通讯员将报纸送入

方米，是一座一厅两厢民初砖木结构的湘东民居，2020 年 5 月修复开

况、冀鲁豫边区各项工作的成就和经验以及

敌占区。

放，开放项目包括左权将军起居室、生活区及其生平业绩陈列室。今

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

年，左家老屋被列为湖南省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场地。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冀

报社在创刊时有工作人员 50 多人，其中

鲁豫日报》在第一时间出版号外加以报道。

大部分是各级党委选调的年轻、有文化的优

1945 年底到 1946 年初，奉区党委指示，报社

年 12 月投笔从戎，他在左家老屋生活了 18 年。其间，读书时断时续，

秀党员。当时的工作环境相当困难，他们在

及印刷厂陆续迁入菏泽办公。

17 岁时在叔父左铭三资助下进入县立中学学习，并在校加入中国共

地下室或山洞工作，吃的只有高粱窝头（很多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公然挑起内战，派国

产党领导的社会研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时候只能喝高粱粥），照明用的是食油灯或煤

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
《冀鲁豫日报》于 7

“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的子弟，其

油灯；机器转动靠人力摇轮；一些同志在残酷

月被迫撤出菏泽。在随后的时间里，
《冀鲁豫

责任更大。”1924 年 3 月，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

的对敌斗争中被捕、牺牲，为人民的新闻事业

日报》不仅坚持照常出版，更及时刊载《把游

学校，从此踏上追求真理的奋斗征程，再没有回家。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即便如此，报社全体

击战争的火把在蒋贼进犯军的侧后普遍燃烧

同志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

起来》等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

共产党，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同年 11 月赴苏留学，初

按照工作流程，报社编辑部(包括电台和缮写

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号召边区军民奋起反

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 年归国，到

人员)编好报纸版面并缮写后，交由石印技师

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

中央苏区工作，12 月调任红军新 12 军军长。

转成药纸版，交付给交通员。交通员通过敌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严峻，报社再次开

1905 年 3 月 15 日，左权出生于醴陵市一个贫农家庭，直至 1923

1924 年 9 月，左权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 年 2 月加入中国

1931 年 12 月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第 26 路军举行宁都起

人封锁线送往分散在各地的印刷厂；各厂印

始 了 紧 急 且 频繁的转移（仅 1946 年 9 月 到

义，改编为红五军团，任该军团 15 军政委，旋任军长兼政委。1933 年

好报纸后，送交当地交通局或交给交通局驻

1947 年初这段时间，报社就转移了 5 次）。在

后任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

印刷厂人员，
“随印随发”。

转移途中，
即使在晚上休息时，
报社同志也时刻

“围剿”作战。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

报社的采编、印刷和发行工作并采取了

保持临战态势，
把油灯、
火柴、
枪、
公文包等放在

子口等战斗。1936 年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

“封闭式的保密措施”：报社各部门分散在距

身边，
一有情况，
立即出发。为了在转移期间不

敌据点较远、我党基础好、群众觉悟高的农

停出版，
报社领导和编辑、
印刷部门同志经过研

抗日战争爆发后，
左权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

村；工作间往往设在地下室，地下室上方再建

究，
确立了多项应变措施并组织实施，
从而有力

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二总队司令员，辅佐朱德总司令、彭德

一栋新房以做掩护；报社工作人员深深扎根

保障了“每天有报，期号相连不断”。

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展抗日战争。1937 年 12 月 3 日，左权给母

在群众之中，他们平时身着便衣，和所在驻地

亲写信，
“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
“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

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让外人很难分辨；

到菏泽城内。8 月，
《冀鲁豫日报》随着冀鲁

没有一个铜板，
现在仍然没有一个铜板，
过去吃草，
准备还吃草”
。

为应对敌人“扫荡”，印刷厂材料科等都设有

豫边区的撤销而停刊，并入《平原日报》社，完

秉承
“吃草精神”
，
左权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
他和彭德怀在清漳河畔

地下通道和地下仓库。日伪虽多次进行针对

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组织展开大规模的军民生产自救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
成为我军粉碎日

性的“扫荡”，但在广大根据地军民的支持和

山城堡战役。

寇
“扫荡”
的重要保障，
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创建并巩固华北根据地。

1949 年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报社迁回

■据《人民政协报》

肥西建设工程规划批后公布

1940 年 8 月，左权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
毙伤俘日伪军 4 万余人。1941 年 11 月，
左权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
行黄崖洞保卫战，与日寇血战 8 昼夜，毙敌千余，创造“以少胜多、敌我
伤亡六比一”
的成功战例，
被中央军委赞为反
“扫荡”
的
“模范战斗”
。
左权总结我军作战经验，撰写《埋伏战术》
《论军事思想的原理》
等 40 余篇军事著作，在我军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方面均
有建树，被誉为“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毛泽东赞
1942 年 5 月，日寇向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麻田疯狂进犯。为
掩护总部突围转移，左权冲在前沿指挥，25 日在十字岭壮烈殉国。
“他
是死于自己的职守，
死于自己的岗位，
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
彭德怀说。
“分离 21 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以进步来安慰自己，
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这是左权牺牲前 3 天写给妻子刘志兰的第
11 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
醴陵城区的西山上，左权将军纪念碑巍然耸立，与左家老屋相呼
应，不断激励后人，迈向新时代的奋斗征程……

■ 据《湖南日报》

肥西紫蓬观澜苑项目

扬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
“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经济指标表
单位
m２
建设用地面积 m２
广场用地面积 m２
总建筑面积
m２
地上建筑面积
m２
地下建筑面积
m２
建筑基底面积
m２
计容总建筑面积
m２
不计容总建筑面积
m２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机动车位
辆
非机动车位
辆
项目
总规划用地面积
其中

举报监督电话：68829020

指标
17989.4
8994.7
8994.7
11941.42
9616.25
2325.17
3595.18
9616.25
2325.17
1.07
39.97
20.56
114
332

紫蓬观澜苑项目周边各单位及住户：
项目位于环湖路与小西岗路交叉口东南侧，
由安徽康宏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经研究原则同意紫蓬观澜苑项目规划方案。
我局依法审批了该项目规划方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住建部〖关
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
现予以公布。
具体规划方案内容可登陆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查询或至现场公示点（现场公示
点分为环湖路与小西岗路交口东南侧）查看公示牌附图。
咨询电话：
68232901 监督电话：
68829020
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设计单位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安徽康宏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紫蓬观澜苑项目
环湖路与小西岗路东南侧
浙江通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许春倩
15305693068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