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
一、人物简介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
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2 年改名彭德怀，考入
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1926 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结识共
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8 年 1 月升任团长，
4 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7 月 22 日与滕代远、
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任军长兼第 13 师师长。率
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 5 军主力到达井冈山，
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 4 军会师。1929 年 1 月为了配合第 4 军主力向赣南、
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1930 年 6 月任第 3 军
团总指挥，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十日。1931
年 11 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 年 1 月补选为中
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
所率 3 军团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
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1934 年 10 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
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 3 军团积极执
行新的作战方针，北渡赤水，回师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协同第 1 军团歼灭
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第一方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利。1935 年 6 月第一方面军
同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9 月，第
1、3 军合编为陕甘支队，任司令员。10 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
11 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
役。1936 年 1 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 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
令员，与毛泽东等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 月任
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
上会师。10 月底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第 18 集团军副总
司令)。与朱德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平型

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在华北敌后领导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
地，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与日军进行频繁战斗的同时，并与制
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0 年，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
日伪军。1942 年 8 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
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5 年 6 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
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
的作战方针，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
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
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8 年 2、3 月间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五个旅，
于 4 月 22 日收复延安。彭德怀出奇制胜，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兵力的指挥艺术，
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1949 年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下，运用军事进攻
与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北五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
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副主席。
1950 年 10 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朝鲜人民军一起，
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
战谈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人民共
和国英雄”称号。
1952 年 4 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 1954 年 9 月起任国务
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
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 年被选为中
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 年 7 月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
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
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74 年 11 月 29 日在北京逝世。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著作有《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军事文选》。

二、人物侧记
1、百团大战
1940 年 8 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动员 105 个团，在
华北敌后战场发动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中，彭德
怀在前线指挥作战，八路军以勇猛的攻势，迅速攻克了日伪军的据点和封锁，给
日伪政权组织以沉重打击，使被分割的地区重新联成一片。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
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
役。这场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 1800 余次，毙伤日军 2 万余人、伪军 5000 余人，
俘虏日军 280 余人、伪军 1.8 万多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次战役给日伪
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及“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梦想，增
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战役第
一阶段，在实施对正太路的破袭中，为牵制阳泉敌第四混成旅团，使其不能出动
增援西段守敌，八路军 129 师 385 旅 14 团、769 团奉命扼守在狮脑山，浴血奋
战 7 日，重创敌军，出色完成了掩护破袭战之任务。
2、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 年 3 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 20 多万人重点
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 2 万余人的陕北部队和后勤机关，同十倍于己的敌
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
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
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
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
的作战。对于彭德怀的骁勇善战，毛泽东在 1947 年 8 月赋诗赞曰：山高路远坑
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3、彭德怀临危受命
1950 年 8 月，当美军和李承晚军凭借釜山环形防线固守待援，朝鲜人民军

的进攻受困时，毛泽东预见到朝鲜战局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自从朝鲜人民军与
美军、李承晚军胶着在釜山防线时，彭德怀就表示了忧虑，他曾对西北局和西北
军区的领导说：“朝鲜半岛现在是一分为二，相互对立，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
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北朝鲜人民军打到南方去，美国不会坐视不管，这样
下去可能会出问题，我国也应作点准备。”彭德怀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
从战略角度分析，已预感到朝鲜战争将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问
题。中共中央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
策后，挂帅出征的人选一时难以确定。
10 月 4 日，中央办公厅派专人到西安接彭德怀入京。为了保密，中央没有
告诉彭德怀火速赴京的原因，他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还以为是中央召集
各大区负责人讨论制定三年经济建设计划，让秘书带了一大堆有关西北经济建设
方面的资料。飞抵北京后，彭德怀直奔中南海，政治局会议已经开始了，彭德怀
这才知道是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的事。因为没有准备，彭德怀只是静静地倾听别
人的发言。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表示支持出兵的主张，他说：“出兵
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
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在 5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
者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指挥志愿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
德怀没有提出任何困难，立即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8 日，毛泽东发布组建中国
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
1958 年 12 月，正值“大跃进”期间，彭德怀回到家乡湖南，先后到湘潭、
平江调查研究。那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唯心主义口号影响下，浮
夸盛行，
“卫星”满天飞。为什么会出现浮夸风？彭德怀同志带着这个问题深入
调查研究，刨根究底，寻找答案。平江县委书记向他反映：“虚报数字都是上边
层层加码压出来的，不管你能不能办到。粮棉加番，钢铁加番，什么都要放‘卫
星’，连吃饭都不要钱了。动不动就说你‘右倾’。”彭德怀同志明白了事情原委，
愤然批评道：
“什么加码？是逼人说假话。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不是我们的理想！”为了教育
干部，他回京后给乌石大队负责人写信，反复告诫“今后须特别注意实事求是，

不要虚假。只有讲真话，对一切事物采取老实态度，才主动而不被动。”
彭德怀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
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
5、搞社会主义不能用政治挂帅
彭德怀同志在乌石调查时，对大炼钢铁中搞大兵团作战和土法炼铁十分反
感。他认为在生产上任意把群众按军队建制组织起来搞大兵团作战，表面上轰轰
烈烈，实际上窝工浪费，是超越现阶段条件的不讲科学的蛮干。乌石公社负责人
汇报说已经炼出了 640 多吨铁。彭德怀同志十分惊讶，便详细询问了炼铁的劳力
组织、原料、矿石、燃料、技术等方面的情况。公社干部告诉他，劳动力是全社
统一调配，几乎所有男女劳力齐上阵，县里还从外地调来劳力支援；自己烧红砖
建炉子；技术是边学边干：燃料靠砍伐树木烧木炭，不够时还拆了社员一部分房
子的木料。彭德怀同志问炼一吨铁要花多少成本？干部们回答：“为了保钢铁元
帅升帐，我们是不惜代价的，没有算过账，也算不出来。”彭德怀同志同大家粗
略一算，土法炼一吨铁要比正规钢铁厂多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而且炼出
来的那些铁根本不能用。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用政
治挂帅来否定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也不能用它来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呀！”
6、彭德怀的军事思想
彭德怀的军事思想主要有：第一革命战争必须依靠人民。2. 建设一支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3. 中国革命战争的作战指导应立足于战略上以弱对强，战
术上以强击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力量对比上长期处于劣势地位，

要取得胜利，就要按照自己的特点打仗，充分发挥人民军队善于集中、善于机动
的优势，灵活变换作战形式，求得在战役战术上处于优势地位，积战术胜利为战
役胜利，进而改变战略态势。4. 依据中国实际加强国防建设。5. 全面加强人民
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彭德怀的军事思想，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夺取中国革命战争
的胜利，指导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主要由他领导的革命根
据地和部队的建设与发展及作战的胜利，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抗美援朝

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其基本精神，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进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好反
侵略战争准备，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7、蔑视原子弹的威胁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长崎、广岛以后，一些外国记者来延安，总是要宣扬
原子弹的威力；有人还借此说我们不能和国民党打仗，因为有原子弹的美国会帮
助国民党。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找到彭德怀，问道：“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
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威力简直是毁灭性的，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实在
无法形容。你听说了吗？”
彭德怀以极其轻蔑的口气反问：
“是吗？有这种事吗？不知道。”那个傻记者
没有领会彭总的意思，反而惊讶起来：“哎呀呀，你怎么这样闭塞，这样无知，
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彭德怀微笑道：“不是我无知，而是你太愚蠢了；你的愚蠢才是我真的不知
道的、没有料想到的……”
8、国民党军官的感叹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军押送一批俘虏军官，正在一个村子的路旁休息。这时，
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面的是一位青年军人，背着短枪，牵着马；后面数十步外
走着一位 50 岁左右的中年人，他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已破烂得
穿不住，用麻绳绑在脚面上，但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个农民挑了一担水，正
在树阴下憩息。那位中年人笑嘻嘻地走近农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
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
那位中年人便倾下身子，从桶里喝了几口水，然后谢了农民，继续向前走去
了。坐在路旁的俘虏都是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其中有一人认出了刚才走过去的那
位中年人就是彭德怀，便指着他的背影说：“他就是彭德怀，是西北野战军司令
员！就是他摧毁了我们！”
俘虏们一下子都活跃起来了，个个盯着彭德怀的背影张望。有一个俘虏站起
来，感慨地大声说：
“完了，我们完了！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国民党一定要失败！
看看人家，看看我们自己吧，怎么能不完蛋？！国民党这回彻底完了，完蛋了！”
9、
《彭德怀自述》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一封，申论会议讨论中的未尽
之意，批评大跃进及领导人的思想作风。由此招致严厉批判，最终冤死监中。在
蒙冤受辱、“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日子里，在专案组一次次的讯问中，彭德怀面
对林彪、“四人帮”的淫威，顽强地忍受着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创痛。象打仗一
样，以当年“横刀立马”的英勇气概，大义凛然地秉笔写真情。他满怀豪情追忆
往日的革命斗争，记述革命先辈的战斗精神和出生入死的惊险场面，旗帜鲜明地
批驳歪曲历史的谰言，痛斥种种诬蔑之词。他在失却人身自由、手头又毫无资料
可查的恶劣条件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写下了一篇又一篇“专案
组”指名索要的“交代材料”。
《自述》的大部分章节（前 12 章）就是这些当年
的“交代材料”，后 3 章《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
《庐山会议前后》系他在 1962
年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申诉信（即“八万言书”）的有关部分。这些自述
材料充分反映了彭德怀同志光明磊落、勇敢坚毅的崇高品德和共产党人的坚强信
念。
《自述》的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记。1979 年彭德怀平反，人民出版社根据
这些材料编成《彭德怀自述》一书，1981 年 12 月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发行数
百万册，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

三、名人名言
1、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义务,是一种光荣。
2、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
喝西北风的天堂，不是我们的理想！
3、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用政治挂帅来否定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也不能
用它来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呀！
4、说大话，说假话，一害自己，二害国家，没有一点好处。
5、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还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
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6、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家乡……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
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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