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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骑兵支队建立原因考 

 

小宝宝 

（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一九三八年六月，八路军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独立第四支队和骑兵营一部共两千

三百余人，组成大青山支队，以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长兼任政治委员，开辟了

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六月，支队扩编成三个营，并正式改编为大青山骑兵支

队。本文则是对大青山骑兵支队建立原因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自然地理

因素方面（地形因素，气候因素）、骑兵支队建立的必要性（日伪军的威胁、土匪的存在）、

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战略要地、资源丰富）、以及一系列客观条件的支持（中共中央的大政

方针的支持、军费的支持、当地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支持、马匹供给的支持等）。 

关键词：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大青山骑兵支队；原因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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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青山骑兵支队的建立 

一九三八年六月，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在平绥铁路以北（今北京－包头）， 沿

大青山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独立第四支队和骑兵营一

部共两千三百余人，组成大青山支队，以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为支队长兼任

政治委员，开辟了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七月初，大青山支队开始为大青山地

区的挺进做准备工作。八月中旬，大青山支队挺近凉城县地区，后继续北上，于

二十八日进入以太平寨为中心地带的蛮汗山地区。九月，支队主力继续北上突破

日伪军的围剿，深入大青山腹地，开始了绥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活动。后支

队继续向绥西进军，留少部分战士在绥中，二十日，支队主力进入归绥（今呼和

浩特），开展建立绥西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十二月下旬，根据中国共产党中

央军事委员会的部署，留支队五百战士坚持奋战大青山地区。到一九三九年六月，

大青山支队由五百战士扩展至一千七百余人。在党中央和当地各族人民各界人士

的支持下，支队扩编建制、练兵易马，克服一系列艰难险阻，终于建立起一支骁

勇善战、灵活机动的骑兵部队，并将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正式改编成为八路军大青

山骑兵支队。至此，由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吉吉任副司令员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正

式建立。 

二、 骑兵支队建立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因素 

1、地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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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平均海拔两千米左右，属阴山山脉中段。

东西绵延约七百里，南北宽约百里。东南方的蛮汗山脉与之相望，且与晋西北山

水相连。大青山地区大部分是平原和草地，它濒临黄河，南麓有肥沃的土默川平

原,土默川平原位于自治区中南部。东西约三百三十公里，西部约宽十九公里，

东部较宽，约达二百多公里，南北则较窄，平原总面积约达一万平方公里，这里

地广人稀，地形起伏较小，大部分地区地面平坦。大青山北麓则为辽阔的乌兰察

布大草原。总体而言，这里的地形十分适合大规模的骑兵作战，而灵活机动的骑

兵部队，则远远超过了步兵的战斗力，因此，这一独特的地形因素为大青山骑兵

支队的建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 

2、气候因素 

绥远大青山地区气候类型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最典型

的特征之一为冬天十分寒冷，年最低气温达零下二十度至三十度，冬天又常常下

大雪，每每在降雪之后，由于雪量大、气温低，道路积雪很难消融，尤其是在背

向阳光的地区，超过半年都融化不了，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道路积雪问题。然而八

路军大青山支队主要以步兵为主，在积雪的道路上行军极其困难。指战员们、战

士们不得不在即将没过膝盖的积雪当中行军，因此行军的速度异常之慢，而且又

常常冻伤小腿以及双脚，被冻伤的双脚，痒痛难忍，然而行军之路不得停滞，战

士们的脚就这样冻了又冻。温带大陆性气候最典型的特征之二是多风沙天气，家

乡有句俗语，内蒙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不仅刮风频繁，而且风力较大，

遇顺风还好，可一旦遭遇逆风天气，指导员们、战士们的行军之路极其浪费体力，

一旦再遇上逆向大风，毫不夸的说是寸步难行。综上所述，大风、低温、积雪不

仅影响了行军的速度、战士的健康，更加影响了军队的战斗能力。总之， 在温

带大陆性气候“笼罩”下的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十分不利于步兵行军作战，

而灵活机动的骑兵部队，更适合在这片地区行军作战。因此，气候这一客观因素

对于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的建立也产生了很大的的影响。 

（二）骑兵支队建立的必要性 

1.日伪军的威胁 

绥远大青山地区分布的日伪军，兵种多样，装备也十分先进。兵种方面有步

兵也有骑兵且以骑兵为主，装备方面不仅有普通部队还装备有机械化部队，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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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伪蒙军，其很大一部分兵力为骑兵。而日寇拥有两千多人的大贺骑兵部队则更

为强大。浩浩荡荡的骑兵连队，常常活动在包头、归绥地区。此外，还有一大批

可以随时调用的卡车在包头、归绥等地驻扎。除此之外，国民党的一部兵力也驻

扎在包头地区，这一部兵力国民党内部称之为自卫军，自卫军主力同为骑兵，他

们就像墙头草一样，有的时候积极抗日，有的时候则与大青山支队产生摩擦。绥

远大青山地区的日寇、伪蒙军皆装备有战斗力强大的骑兵部队，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大青山支队绝大部分是步兵，骑兵对步兵，这样的军种对垒，促使大青山支

队必然要建立起一直灵活机动的骑兵部队，骑兵之建，势在必行。一九三八年底，

支队司令员李井泉就请示中央军事委员会建立一支骑兵部队。中国共产党中央军

事委员会明确回应：“在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大青山支队的抗日战斗，非有

一直骑兵部队不可”。日伪军骑兵与大青山步兵这种力量悬殊的军种对垒，也就

决定了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的必要性。 

2、土匪的存在 

大青山地区一直存在着猖狂的土匪，他们烧杀抢夺，为所欲为。这里的老百

姓深受其害，但是国民党对这里的土匪却长期比较纵容，任其发展，土匪的势力

也在不断的壮大。土匪的壮大一方面体现在土匪的人数越来越多。当时，盘踞在

大青山地区的土匪团伙主要有肖顺义匪部、夏军川匪部、郭长清匪部。另一方面

体现在土匪的装备上，他们拥有大量的武器装备。更为嚣张的是，土匪经常下山

抢夺民户马匹，久而久之马匹越来越多，逐渐建立起了一支土匪“骑兵”。消灭

大青山地区的匪患，安定当地局面，是大青山支队的从一开始就立下的军令状。

因此，支队想要镇压猖狂的土匪“骑兵”，必然也要建立起一支能与之匹敌的骑

兵部队，只有这样，才能从气势上震住土匪，实力上胜过土匪，反之，如果支队

的步兵对上土匪的“骑兵”，土匪定会稳操胜券而为所欲为。综上，大青山支队

不得不要建立一支骁勇善战的能镇得住、打得过土匪“骑兵”的骑兵部队。 

（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1、地处战略要地 

位于我国北部边陲的绥远大青山地区,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它是日本侵略

者扩张的战略要地之一,更是其欲打败中国乃至称霸亚洲的战略争夺地之一。它

不仅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门户，而且在位于大青山南面的平绥铁路还是沟通与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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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北的主要交通要道，占领西北以及蚕食中国就不得不要占领这个十分关键的

地带。内蒙古自治区,如同一条巨龙横亘在我国的北疆。它这一极其重要的战略

位置,使它成为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我国黑龙江、辽宁、吉林后,想要创建反击苏联

包围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要地。日寇如果占领了内蒙古自治区,它就完全有可能

在反击苏联的战争当中中从正面进军西伯利亚地区,然后将苏军分割为东西两半

截。绥远大青山地区的地理位置,还是我国本土通往外蒙古以及苏联的主要交通

要道。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沟通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而且也是

苏联军队向中国军队提供军用物资援助的重要通道。日本侵略者一旦占领了这个

地区,就会彻底的阻断了我国和苏联之间一系列的联系路线。就是因绥远大青山

地区地处战略要地，使得日本侵略者欲通过扩大内蒙伪蒙疆政府的势力,从而将

其势力发展至新疆、青海省等地,从而建立起一条沿我国北方边陲的反苏联反共

产国际的防线。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侵略者宁愿舍弃华北大部地区,也绝不愿舍

弃内蒙古自治区这一要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曾就这一问题

由陶德曼为代表（德国驻华大使）向我国政府游说:“日方愿意舍弃一大部分占

领区,但是中方政府要必须认可内蒙古自治区的独立以及伪满州国政权。换句话

说，就是希望中方政府承认内蒙古自治区就像伪满州国政权那样独立的形式而存

在。综上所述：在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战全局当中，绥远大青山地区处于北邻苏联、

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靠陕甘宁边区，西面通往大西北之咽喉，东面和晋察冀革命

根据地呼应的战略要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守住这里势在必行，相应的，八路

军骑兵支队的建立也是迫在眉睫。 

2、丰富的资源 

日寇为什么会对内蒙古自治区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呢？除了十分看中它重要

的战略地位之外,这里极其丰富的资源,也是一个使得日本侵略者垂涎三尺的重要

原因。内蒙古自治区历来就以丰富的畜产品而闻名于全国。更值得一提的是，自

治区西部的绥远大青山地区皮毛的出产量非常大。根据一九三三年的统计，羊皮

的年产量达三百七十五万六千多张;羔皮的年产量达一百三十三万六千五百多张；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统计的狐皮、银鼠皮、拾制皮、豹皮、貂皮等等名贵的皮种,

每一年各种的毛皮输出量达五百多万张。驼毛的年产量达六百六十七万多斤；羊

毛的年产量达一千六百一十六万多斤。那个时候的日本向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数



 

58 

 

量占其总进口量的第二位,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与英国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

事争夺的愈演愈烈,因此，日寇在关于羊毛进口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由此一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怎会不把目光投向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自治区呢?除此之外,

内蒙古自治区又盛产军马、云母、马铃薯、小麦等资源,而且这些重要的资源又

是作为日寇进行侵略中国的十分重要的物资,这就会使得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帝

国主义贪欲倍增。除此之外，我国的地质专家丁道衡于一九二七年发表了一篇关

于白云鄂博存有铁矿的学术论文,并明确说明在白云鄂博附近的石拐区存有大型

煤矿。由于发现了这些大量而丰富的矿藏,日本侵略者对这一地区占领的野心也

随之膨胀，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真面目暴露无遗。日寇在建立伪蒙疆政府之

后,连同蒙奸德王共同提出了所谓的“生产协力之三大原则”即：“粮食即是子弹”,

“羊毛即为火药”,“人力便是武力”。这样一来，伪蒙疆之经济命脉便与日寇侵

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便疯狂的掠夺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资源，造成了绥

远大青山地区的老百姓身处战乱、恐惧和苦难之中。为了这一地区丰富的物质资

源免受日寇侵夺，更为了这一战略地区不落入日寇之手，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必然

要全力的支持晋绥抗日革命根据地，然而，以步兵为主的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的机

动灵活性较低，不仅行军速度慢，而且在与这一地区日伪军的较量中，往往是步

兵对阵骑兵，很容易在排兵布阵上吃亏。想要完完全全的守住这一战略要地，提

高支队的战斗力刻不容缓且势在必行。因此，姚吉吉司令员首先把提高支队的机

动灵活性作为首要任务，即建立一支可以长途奔袭、机动灵活、横刀立马的骑兵

部队。 

（四）一系列客观条件的支持 

1、党中央大政方针与军费的支持 

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骑兵支队的建立离不开党中央的支持。骑兵支队的建

立，是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全国上下抗战的总战略与八路军敌后战场的总形式做出

的决定。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中央军委在洛川会议

上确定了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即以正规战争为主，以灵活机动的游击

战全面配合正规战，从而实现开辟敌后站场；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日军集大量

兵力进攻武汉、徐州，日军在绥远的兵力空虚，中央军委决定乘虚而入，四月十

八日，毛泽东同志致电肖克、贺龙、关向应在绥远敌后战区的大青山地区建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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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游击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六月，大青山支队正式建立。一九三八年底，支队司

令员李井泉请示中共中央建立骑兵支队，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并作出回应，同意建

立起一只骑兵部队。党中央的支持为骑兵支队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支队想

要发展壮大，更是离不开军费的支持，军费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

于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予以拨发的建队军费，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指导员们和战士

们省吃俭用。条件极其艰苦令人难以想象，尤其是吃饭十分的节俭，经常是今天

吃粮食，明天就得吃野菜，这次饱一顿，下次饿一顿。战士的每顿干粮仅仅是五

勺黑豆粉泡糊糊，除了黑豆糊，还有莜麦糊，土豆，灰菜籽。就是因为食物中食

盐缺乏使得许多战士们患上了夜盲症。战士们指导员们的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节省

出一笔建立骑兵的经费，他们为骑兵的建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抗日英雄可

歌可泣的壮歌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上！总而言之，党中央的支持

和军费的支持为骑兵部队的组建提供了先决条件，是骑兵得以建立的一个十分重

要的原因。 

2、当地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支持 

中华民族是团结一致的民族，为了绥远大青山支队骑兵部队的建立，各族人

民各界人士毫无保留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骑兵支队要建立起来，首先要有马匹，

支队本着一致抗日的政策，对地主、老财主采取资源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要求

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对蒙古牧主则采取完全自愿的原则。与蒙古人民

以兄弟相称，十分尊重蒙古群众的生活习俗，支队领导严格要求战士做好民族团

结的工作，真心实意与蒙古族人民广交朋友，很大程度上取得了蒙古族人民的尊

重的信任，军民一心，感情深厚，因而大青山支队在这里备受拥戴。战争年代，

土匪肆虐，在这片美丽的地反掠夺财物，大青山支队面对这种情况，挺身而出剿

灭了土匪，守护着青山下的一方安宁。蒙古族人民十分感谢，再加上深厚的民族

感情，他们挑选了优质的牛羊马匹送给支队。蒙古族人民向支队送物资，于公，

是想通过送些物资，为支队装备物资，为自己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于私，

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被支队帮助的感谢，表达自己的情谊，纪律严明，不拿群

众一针一线的大青山支队本不愿接受，但是在结合实际，权衡利弊下，收下了群

众的物资，适量的给老百姓们一些钱物。一段时间的相处，蒙古族人民与支队的

关系更加亲密了，他们大量捐献抗日物资，积极照顾受伤病员，对支队的帮助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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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星星之火，不仅可以燎原，大青山支队用自己的微弱星光照亮着这个蒙古族

世代生存的地方。在蒙古族兄弟的的帮助下，支队认识了许多别的地区的人民群

众，有汉族兄弟，也有蒙古族兄弟，在他们的帮助下，支队从各种渠道获得了马

匹、马具。马匹、马具的问题解决以后，支队指导员开始训练骑兵。大青山支仅

有一小部分在当地补充的兵员掌握骑马的技术，很大部分一战士都不会骑马，更

别谈养马驯马了，还有的战士畏惧马的烈性，骑兵部队的的建立可以说是困难重

重。就在这时，当地的马倌和热情的善骑射的蒙汉百姓主动当起了战士们的老师，

战士们虚心学习驯马方法与乘骑技术，经过刻苦的训练，战士们学会了养马、驯

马、骑马的技术。经过蒙汉群众们的热心指导和广大战士的积极训练，大青山骑

兵支队逐渐建立起来，部队的战斗力、机动性日益加强。综上，大青山地区各族

人民各界人士捐献的粮食、马匹，马具以及教给支队战士驯马、养马、骑马的本

领这一系列的帮助，是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得以建立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3、马匹供给的支持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来源于北朝敕

勒人民唱的民歌。全诗不长，却展现了生活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游牧民族

生活的壮美景象。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土默特右旗一带的壮丽美景，青山脚

下，一片广阔绿茵，一阵风过，茫茫草原中，牛羊马尽显，这也道出绥远大青山

地区的一个优势———地幅辽阔，且有广袤的草原，有草的地方，除了牛羊充足，

马匹的数量也十分可观，这就为支队购进战马提供了市场，大青山骑兵支队在建

立之初，正是在这里购买到了一定数量的战马。这是马匹来源的途径之一；第二

条马匹来源途径就是蒙汉群众无偿的献马了，其中还有一些大牧主，为支队提供

了数量可观的的战马。百姓无偿献马，于公，是想通过送些马匹，为支队装备战

马，为自己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于私，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被支队帮

助的感谢，表达自己的情谊；第三个马匹来源的途径就是向日伪军、土匪缴获马

匹了。分布在绥远大青山地区的日伪军骑兵拥有大量战马，土匪也拥有一定数量

的马匹，大青山战士们总是能在战斗当中获取一定数量的马匹。有一次，战士们

步行四十多公里突袭了陶卜齐附近的一个匪巢，共缴获长短枪其实支，马匹一百

余匹，一夜之间，支队就获得了一百匹战马。大青山支队通过购买战马、有偿接

受百姓的献马以及缴获日伪、土匪的马匹这下途径，获得了建立骑兵支队的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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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没有战马，何建骑兵，因此，马匹资源的支持是大青山骑兵支队得以建立

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大青山骑兵支队的建立，绝非偶然。绥远大青山地区的地形、气候客观上决

定了支队早晚都得建立骑兵；而日伪军的威胁、土匪的存在决定了支队骑兵建立

的必要；丰富的资源、地处战略要地决定了支队不得不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而

中共中央大政方针的支持、军费的支持、当地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支持、马匹供

给的支持则为骑兵部队的建立提供了充分且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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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qingshan Cavalry Detachment 

XIAO Bao-bao 

(School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bstract: In June 1938, the 715th Regiment of the 358th Brigad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the 4th Independence Team and the Cavalry Battalion, a total of more than 

2,300 people, formed the Daqingshan detachment, and served as the detachment of 

the 358th Brigade Political Committee member Li Jingquan as the political commissar. 

It opened up the Daqingshan Anti-Japanese Revolutionary Base. In June 1939,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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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chment was expanded into three battalions and officially reorganized into the 

Daqingshan Cavalry Detachment. This article is a discuss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qingshan Cavalry Detachment, mainl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reasons: natural geographical factors (topographic factors, climatic factors), the 

necess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avalry detachments (the threat of Japanese and 

Puppet troops, the existence of bandits) ),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strategic land, rich resources), and a series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suppo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ajor policies, military support, support from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support from horses, etc.). 

Key word: Daqingshan Anti-Japanese Revolutionary Base; Daqingshan cavalry 

de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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