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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中共中央将红一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
五师独立团，由杨成武任团长兼政治
委员。1937 年 8月 22日，杨威武率
部由陕西三原云阳镇出发，向抗日前
线挺进。在山西省繁峙县上寨镇，杨
成武接受了挺进敌后阻击来自涞源城
和广灵的增援日军、确保平型关主战
场歼灭侵华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
团的作战任务。

杨成武领命后，连夜率部强行
军 200 多里，于 9 月 24 日清晨到达
驿马岭（即腰站）。战前，杨成武对
指战员反复强调：必须死死顶住日
军，绝不能放过日军一兵一卒。晌
午时分，前卫骑兵排意外与日军前
卫排遭遇，毙日军骑兵 7 人，其余
敌人调头逃窜。

此次遭遇战后，考虑到敌人受
挫后即将反扑，杨成武重新对兵力
作了部署：一营在山上负责警戒，
发现情况及时报告；二营连夜进抵
离此不太远的三山镇切断广灵通往
灵丘之间的公路；三营作为预备队
向后撤至白羊堡待机；独立团指挥
部跟随一营驻扎在山上随时观察日
军的动向。

雨后大雾弥漫，阵阵山雾随风
飘散，越来越浓，几米外就看不见
人，敌人不知道独立团的虚实，不
敢贸然进犯。杨成武和指战员继续
隐蔽、耐心等待。直到第二天天亮
后日军才开始沿公路向前推进，不

久便走进了独立团的伏击圈。当日军进
入了射程范围，杨成武一声令下，机
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瞬间几十
个敌人栽倒在地。日军经过一阵慌乱
后，散开躲在隐蔽物后，向八路军还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杨成武经
过仔细的观察，准确判断出敌人的弱
点。他迅速命令一个连作为突击队直
接冲击日军设在隘口的指挥部。日军
没料到八路军会直接进攻指挥部，遭
到突然袭击后，顿时慌成一团。由于
不知道八路军有多少部队，日军也不
敢贸然反击，只能收缩防御阵地等待
援兵。正在这时，西南方向传来炸雷
似的山炮轰鸣，平型关战斗打响了。

激战至下午 4 时，杨成武接到师
部来电：平型关战役已经结束，共歼
灭日军板垣师团1000多人。杨成武认
为，日军在平型关惨败不会再派部队
过来增援这支部队。他果断下令：“吹
冲锋号，发起攻击！”顿时，四面山头
上，八路军战士们呐喊着扑向敌人的
阵地。敌人早已疲惫不堪，在八路军
的猛烈冲击下，纷纷败下阵来，夺路
拼命逃向涞源城，沿途水壶、雨布、
饭盒丢了一路。杨成武命令独立团战
士尾随敌人一路猛追，直接拿下了涞
源城。日军不支，出城东逃，独立团
继续向东追击。此战，独立团歼灭日
军 400 多人，不仅保证了平型关主战
场作战的胜利，且追袭日军 50 多里，
创造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以少胜多的
光辉战绩。

1938 年 9 月 29 日，在新四军游
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的倡
议下，支队机关报——《拂晓报》创
刊了。只要提到《拂晓报》，总是与
彭雪枫的名字紧紧相连的。

《拂晓报》创刊后，彭雪枫指导
和参与《拂晓报》的具体事务。他亲
自为《拂晓报》刊头题字、撰写发刊
词《<拂晓报>——我的良师》。只要
有空，他就到报社了解情况，指导工
作，给予报社工作人员办报的指导和
精神的鼓励。报纸的审稿、编排、校
对他也常常亲自参加，并同报社同志
共同想方设法搜集敌后的一切油印
报，比较分析，取长补短，及时改进
《拂晓报》。为了解决印刷问题，彭雪
枫亲自往返80多里购置油印机。他
组织举办报社人员训练班，亲自为学
员讲授新闻课程。彭雪枫博学多识，
素有儒将之称，在戎马倥偬之际他仍
笔耕不辍，经常亲自撰写社论、评论
等，自 1938 年 9 月至 1944 年 10 月，
《拂晓报》和《拂晓报》部队版刊登
彭雪枫文章百余篇。

彭雪枫特别重视该报的教育
性、斗争性和组织性，强调在每篇
文章每条消息里都要贯彻党的政
策，成为实现党的政策的倡导者；
要求报纸根据政治形势和战斗环境
提出适当的口号，发起号召或运
动；利用报纸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和积极性，成为组织群众运动的有力
武器。

彭雪枫对《拂晓报》的文风建设非
常重视，及时指出报纸中存在的“学生
腔”“枉自多情”“半文半白”等问题。
他给报社同志定了一个“文字公约十
条”，特别强调：不写草字、不写错
字、不写怪字、不写简字；强调报纸必
须有血有肉有内容，入情入理入人心。
在彭雪枫的指导下，《拂晓报》坚持面
向中下层读者，一律采用白话文写作，
力求简明朴实、通俗易懂，后期还将由
知识分子写作转变为工农通讯员写作为
主，文章以短小生动为特色，每条消息
只有百十来字，反映新四军指战员和百
姓的真实生活，受到战士、群众的热烈
欢迎。通过看报学习,游击支队的党政
军各级干部、指战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不断提高，及时掌握斗争形势和具体任
务。还有些战士通过读报扫盲、学到了
文化知识。根据地广大群众通过《拂晓
报》 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
策，学习英烈及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
爱国热情被极大激发。

在彭雪枫的领导和关怀下，《拂晓
报》 充分发挥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鼓舞抗日军民斗志、打击敌人嚣张
气焰、推动根据地文化事业建设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由新四军的军中小报成长
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喜爱的报
纸，蜚声中外、影响广泛。

1951 年 9 月 24 日，我跟随中国
人民志愿军四十七师奉命前往东线，
支援防御作战。当时，根据二战时与
德军作战的经验，敌军对志愿军后方
实行了“绞杀战”，妄图切断我军后
勤补给，将一线部队饿死、困死。敌
人使出浑身解数，每天不分昼夜出动
各式飞机数百架次，对志愿军后方所
有公路、铁路、桥梁、兵站和指挥中
心等地进行狂轰滥炸。志愿军在朝鲜
战场上没有所谓前线与后勤的区别，
整个战线暴露于敌军的猛烈空袭之
下。敌军装备有大量的 F-84 战斗
机，依仗其空中优势每天飞来向我们
投掷炸弹、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攻击
铁路、桥梁，志愿军的行进部队和军
需物资集中处。由于这种飞机翼尖各
有一个副油箱，被志愿军战士们形象
地称作“油挑子”。除此之外，敌机
还投掷了新式炸弹（我们称之为“一
把抓”）用来封锁交通要道。这种炸
弹又称“子母弹”，每次爆炸都发出
像爆米花一样的声音响个不停，爆炸
范围约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在如此
艰难险恶的条件下，我部队克服重重
困难，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中行军开赴
前线。抢修被敌机炸毁的道路与桥梁
的工作也基本上在夜间进行。途中，
为了躲避敌机的袭击，部队一般昼伏
夜行。为此，志愿军在统一指挥下对
所有道路分段包干、军民合作、随炸
随修，还在沿途派出防空哨，夜间敌
机一来就鸣枪示警。行军中的汽车驾

驶员听到枪声，全部关灯停车，飞机一
走马上又开灯快速前进。就这样，敌机
投照明弹找“目标”，汽车就趁机关灯
快速前进。有时敌机为了追一辆汽车，
投下一串串照明弹，场面十分壮观。

到达前线后，我负责的工作是对敌
人打过来的各种未爆炸的炸弹、炮弹进
行人工引爆处理。这时一项极富“挑战
性”的工作，我和战友们密切配合，把
未爆炸的炸弹和炮弹一个一个地找出
来，小心翼翼地移动到一个事先挖好的
大土坑里，再放上炸药，点燃导火线引
爆，为同志们消除一个接一个的隐患。
在战场上，我们无数次出色地完成了
任务。但那时我们还没有专业的引爆
设备，也没有严格规范的操作流程，

“哑弹”种类繁多，爆破时可能波及的
范围和导火线的长度都无法精确测
量，所以爆破“哑弹”时，全凭我们
自己的经验。记得有一次我们爆破

“哑弹”时，我点燃导火线后退到安全
地带等待爆炸。结果等了好长一段时
间，还是没有动静。我以为导火线在中
途熄灭了，于是再次走近土坑想看看情
况，结果发现导火线仍在燃烧而且眼见
炸药就要燃爆了。这时我感到已经来不
及跑了，于是情急生智，顺势就地卧
倒。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炸弹和炮弹
在土坑里爆炸了，无数弹片从我头顶上
飞过。我只感觉天旋地转，耳膜被震得
嗡嗡作响。所幸我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战友们把我抬了下来。时隔不久，我又
回到工作岗位上。

坑道“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
和汗水发明创造的”

1951年下半年，“联合国军”依靠
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对中国人民志愿
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为提
高生存能力，志愿军战士们在战斗实
践中不断改进阵地工事。在反击夏季
攻势中，志愿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
的战士在阵地堑壕壁上挖了一个洞，
俗称“猫耳洞”，炸弹爆炸时，只要不在
洞口，即能避过杀伤。但炸弹达到一
定密度，藏在洞里仍难以幸免。于是
大家就把洞往里面挖，但重磅炸弹产
生的冲击波仍然能够伤人，于是再拐
九十度弯往深里挖，这样炸弹就很难
直接杀伤人了。某班的两个洞一个左
拐，一个右拐，恰好对接连通，形成了
U形小坑道。敌人轰炸时，战士们就
进去隐蔽；敌人步兵进攻表面阵地时，
战士们冲出去杀伤敌人。这样一来，
具有作战功能的坑道初具雏形。

坑道工事对防御稳定性起到了明
显的作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此
极为重视，亲自钻进坑道视察，认为这
是劣势装备的志愿军同优势装备的美
军作战的一种好形式，称赞是个了不
起的“发明创造”。苏联顾问团总顾问
还亲自向一四〇师师长黎原询问坑道
是谁发明的，“应当给这个人以很大奖
励”。黎原回答：“这个人叫‘群众’，是
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汗水发明创造
的。”

“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被粉碎
后，战场相对平静。彭德怀下令全军
抓住这一时机开展大规模的坑道构筑
作业，在战略防御地带构筑起一条坚
不可摧的“地下长城”。故此，志愿军
又把构筑坑道称作“筑城”。

志愿军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钎，
一边战斗、一边筑城。“联合国军”在上
面打炮，志愿军战士在下面放炮（坑道
爆破），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
声。时值朝鲜最寒冷的时节，气温在
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冻土层厚达1米
左右，广大指战员不怕天寒地冻，不怕
流血流汗，昼夜突击施工。缺乏工具，
就自建铁匠炉，收集战场上的炮弹皮
和装备残骸打造铁锤、钢钎等工具，仅
十二军就设铁匠炉 42 盘，打制工具
1.06万件。没有炸药，就冒着生命危
险，从拆卸敌人未爆炸的炮（炸）弹掏
出炸药，用于坑道爆破，保证了“筑城”
工程的顺利进行。

“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
长城’”

1952年 4月 7日，彭德怀从朝鲜前
线返回北京治病。他向毛泽东、周恩来
汇报了朝鲜战局，认为双方在战役相持
阶段，志愿军应该依托坑道战同美国人
对抗。毛、周都同意志愿军打坑道战。

1952年4月26日，刚刚代理彭德怀
在朝鲜职务的陈赓，在志愿军总部主持
召开各兵团、各军参谋长筑城会议，他强
调：“坑道作业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
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今后
我们的坑道作业，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
战术坑道方向发展。坑道必须与野战工
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
有作战与生活的设备，有统一的规格标
准。像彭总说的那样，构筑一条坚不可
摧的‘地下长城’。”

经过几天的讨论，大家统一对筑城
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确立了科学筑城
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必须达到“七
防”的标准：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
雨、防潮、防火、防寒；坑道工事必须与野
战工事相结合，成为“四能”的完整体系：
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
动、能生活。

会后，志愿军各部队在紧张的战备
期间，抽出大量人力开展筑城，有的部队
达99%，少的也在50%左右。他们按照志
愿军总部提出的技术标准和战术要求，
重新作出规划并加紧施工，改进了坑道
顶部过薄、出口过少、不够隐蔽、不便运
动和缺少生活设备等薄弱环节。坑道内
部结构一般呈U形、Y形、H形、F形等，坑
道内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如厕
所、厨房、水池等，以适应战术与长期作
战的要求。

1952年 4月，志愿军十五军接防了
二十六军的五圣山阵地。十五军军长秦

基伟发现该阵地野战工事很强，但筑城
滞后，就立即向陈赓汇报。陈赓急调十
二军、六十军的坑道作业部队协助十五
军筑城。十五军迅速成立了军、师、团
筑城指挥部，提出“破开山腹筑长城，
挖空岭心安我家”的豪迈口号。在十
二军、六十军大力协助下，十五军一边
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地筑城，
经过3个月的艰苦施工，阵地上共修筑
坑道 9000 余米，新挖掘堑壕、交通壕 5
万余米，五圣山地区的阵地上建成了
一套完整的能打、能藏、能生活、能机
动的坑道防御体系。

6月，志愿军总部又决定在中和、沙里
院、伊川、淮阳一线构筑第二防御地带，加
强防御纵深，抽调4个军的兵力参加筑
城。到10月份，在横贯朝鲜半岛中部250
公里长的整个战线上，形成了具有20至
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
阵地防御体系，构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

“地下长城”。截至朝鲜停战，志愿军构筑
的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
通壕6240公里，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
长，共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
立方米排列，能绕地球一周半，堪称人类
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
之下挖掘了实际的地下城市”

志愿军坑道按照抗强烈度轰击要
求构筑，战斗坑道能抗500磅级炸弹轰
炸，大屯兵坑道能抗 2000 磅级的炸弹
轰炸，明显地削弱了“联合国军”联军的
火力优势和效果。在依托坑道防御后，
志愿军防御作战的稳定性大为提升，

“联合国军”在极猛烈的炮火支援下，以
小部队攻击志愿军阵地273次，后来不
得不承认：“仅成功 11 次”；而后期“小
部队攻击90次，无1次成功”。

1952 年 10 月 14 日，“联合国军”发

动“金化攻势”。志愿军第十五军在金化
以北的上甘岭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极其
顽强的防御作战，经受住了世界战争史
上烈度空前的炮火打击，创造了抗美援
朝坑道战的典型战例。

上甘岭的主要战场是537.7高地和
597.9高地，只有3.7平方公里，属于五圣
山的前沿阵地。597.9高地共有 3条大
坑道，8条小坑道和30多个简易防炮洞。

“联合国军”在强大的空炮火力的支
援下，轮番向两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

“联合国军”白天刚进占表面阵地，志愿
军就在夜间发起反击，夺回阵地。战斗
中，志愿军部队依托坑道一面呼叫纵深
炮火，反击美军对坑道口的破坏；一面派
出战斗小组夜间出击，于午夜到拂晓前
乘敌疲惫、警戒疏忽时秘密接近敌工事，
投入爆破器材后迅速撤回坑道，搅得敌
人昼夜不得安宁。从 10 月 21 日到 29
日，志愿军坑道部队发动夜袭158次，歼
敌4700余人，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
量。

“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对坑
道部队与后方的交通线实行严密炮火封
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无畏的
志愿军指战员们顽强地坚守在坑道里，
使占据表面阵地的美韩军队，如同待在
火山口一般，终日惶恐不安。志愿军火
线运输队则采取“匍匐运输”“接力运输”
等方法，千方百计把物资送进坑道。

在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坚守
阵地的志愿军指战员，依托横纵贯通的
坑道工事，用血肉之躯在上甘岭筑造一
个被对手称之为“攻不破的东方堡垒”，
使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
队总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
军队已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实际
的地下城市，构筑了四通八达的地下堡
垒。”
（作者单位：湖北省鄂州市委办公室）

坑道：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梅兴无

1944年 6月末，八路军冀鲁豫军
区为贯彻上级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
开辟河南工作，扩大陇海路以南根据
地向南迅速发展，加强水东武装力量”
的指示，组成南下大队，由余克勤、袁
振率领，进入水东抗日根据地。该根
据地中心区主要包括河南东部的睢
县、杞县和太康县等地，因处在改道后
的新黄河河道以东，故称“水东”。此
后，南下大队与在水东地区长期坚持
抗日的水东独立团合编转战太康县及
淮阳、西华等地区，攻克多处日伪据
点，消灭了大量敌人有生力量，在进一
步巩固和扩大水东抗日根据地的同
时，也为开辟水西抗日根据地创造了
条件。

1945年，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军
委关于“水东分区应以太康、通许为基
点，肃清淮阳、西华地区之日、伪军和
土、顽、杂,控制新黄河渡口，渡河开辟
河西，向商水、上蔡地区及其以南发
展”的指示，建立了八路军冀鲁豫军区

第十二军分区（水东军分区），由余克
勤任司令员，袁振任政委。原水东独
立团改为冀鲁豫军区三十团。此后，
冀鲁豫军区派二十八团南下水东，加
强当地力量。

5月，二十八团在三十团的掩护下
渡过黄河，连克多个敌人据点，迅速打
开水西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6月，冀
鲁豫军区同时又命二十九团开赴水
东。水东军民遂在军分区的领导下开
展对敌连续攻势，取得了多场战斗的胜
利，其中，以攻克欧阳岗据点、全歼日军
增援中队的战斗影响最为巨大。

6月，日军为作垂死挣扎，于该月
中旬派河南省伪军保安第二联队队长
侯殿卿部600余人占领了位于通许县
东南部、杞（县）通（许）公路南侧的大
集镇欧阳岗，并企图以此为基地在夏
收之际出动“扫荡”抢夺粮食，以供军
需。鉴于此前汉奸曹志生的伪护路联
队曾在欧阳岗被八路军击破，侯殿卿
部进入欧阳岗后立即强迫当地百姓日

夜修工事、筑碉堡、挖壕沟。
以水东军分区领导余克勤、袁振等

经商议后认为：应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消
灭欧阳岗之敌，斩断敌人进犯水东的魔
爪；而攻打欧阳岗，一定会吸引通许的日
军和周边伪军来援，这也是用“攻坚打
援”战术歼敌的好时机。于是，他们分兵
多路：一路负责围攻欧阳岗，另一路负责
设伏打援，同时派出地方武装部队对周
边敌人据点实施日夜袭扰。随后，八路
军水东军分区各部和地方武装按照安
排，立即投入攻坚、打援、袭扰的准备工
作中。

6月30日夜，三十团完成了对欧阳
岗之敌的包围，于午夜发起攻击。7月
1日天亮后，三十团突破了敌人的寨墙
防线，并迅速向纵深发展，同时控制了
镇内的水井。几个伪军曾偷偷摸出来
试图抢水被八路军击毙。守敌不得不
退守核心阵地，一面顽抗，一面向日军
拼命求援。

7月 2日上午 10时，一个中队的日

军分乘5辆汽车，从通许县城急驰欧阳
岗增援。此时，二十九团和分区警卫连、
水东联防办事处警卫连等打援部队早已
埋伏在欧阳岗西北四所楼附近的青纱帐
中，摆下一个长约400米、宽约130米的

“口袋阵”。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八路军
打援部队立即同时开火，打得敌人汽车
先后起火爆炸。日军纷纷跳下汽车向李
芳华庄方向狂奔，企图借助村庄的掩护
负隅顽抗，等待附近伪军来援。八路军
打援各部立即对逃敌实施截击、包围，将
敌人驱赶到庄北面的高粱地里，同敌人
展开了白刃格斗。余克勤又及时调预备
队投入战斗。经过几个小时的拼杀，日
军中队除3人被生俘外，其余全部被击
毙。直到伏击战结束，周边据点的伪军
在八路军地方武装的袭扰下无一敢外出
救援日军。

增援日军在四所楼附近被全歼后，
欧阳岗伪军已成瓮中之鳖。在强大的政
治攻势下，伪保安联队得知参谋长举白
旗走出阵地向八路军宣告投降。至此，
欧阳岗战斗胜利结束。

此役，八路军水东军分区部队除消
灭日军一个中队，俘虏伪保安第二联队
副司令马子万部下600余人；毁敌汽车5
辆；缴获轻机枪9挺，步、马枪629支和大
批军用物资。欧阳岗战斗胜利后，水东
抗日根据地军民乘胜追击收复了大片领
土，水东、水西根据地连成一片。

欧阳岗克敌，八路军三策并举
贾晓明

杨成武率独立团腰站歼敌
吴小龙

彭雪枫指导《拂晓报》
林晓清

我在朝鲜处理“哑弹”
李斌臣

1951 年 6 月，抗美援朝战

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争进

入相持阶段。在山地防御作战

中，装备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士依靠集体的智慧

和力量，创造出坑道战法，构

筑其一道坚不可摧的“地下长

城”。此举不仅有效地削弱了

敌人空炮火力的杀伤效果，大

大增加了志愿军防御的稳定

性，也为此后志愿军在战场赢

得主动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志愿军战士在构筑坑道志愿军战士在构筑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