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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新四

军 在 极 其 困 难 的 条 件

下 组 建 的 海 防 部 队 ，

不 仅 出 色 地 完 成 了 保

卫 苏 中 根 据 地 近 海 海

域 的 艰 巨 任 务 ， 并 在

抗 日 战 争 和 解 放 战 争

中 作 出 了 重 大 贡 献 ，

更 为 人 民 海 军 的 建 设

培 养 出 一 批 具 有 海 上

作战经验的宝贵人才。

逆境中崛起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
1941 年 1 月 20 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
军部的命令。2月18日，中共中央军
委决定统一整编新四军部队，以原苏
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
师，活动于苏中地区，粟裕任师长，
刘炎任政委。4月，苏中军区在三仓
河以南如东县木并茶镇成立，粟裕任
司令员，刘炎任政委，新四军第一师
指挥机关兼苏中军区指挥机关。

新四军一师开进东台沿海一带
后，日、伪军即尾随而来，在北面大
丰，西面东台的安丰，南面海安的角
斜、李堡等集镇摆下了重兵。同年7
月，日军还出动了两个师团和伪军共
五六万人，对新四军苏中、苏北抗日
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并设立多
处据点，企图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
多小块。一师三面受敌，形势非常危
急，军需运输十分困难，东边的弶港
镇便成了海上对外通联的唯一大门。

为开辟海上生命线，夺取近海斗
争的主动权，从而确保苏中根据地基
本区的相对稳定，1941年初，新四
军一师师长粟裕决定组建专门的海防
力量，负责在海上开辟广阔的回旋余
地，以便配合陆地上的反“扫荡”斗
争。1941年秋，为了应对日伪军对
苏中根据地的全面“扫荡”，粟裕率
领一师的部分直属单位，分乘11余
艘木帆船，由弶港出发，进行持续3
天的海上试航和演习，研究海上活动
及作战可能遇到的问题，为开展近海
海域的斗争探索经验。此后，粟裕又
多次率领机关人员到海上和沿海地区
调查，研究沿海滩涂港汊的情况和气
象、潮汐活动规律，探索海上作战中
的船只编队、火力组织、战术手段、
通信联络等方面的规律性。

1942年初，根据 1941年海上活
动的实际情况，粟裕将直属师供给
部、卫生部、印刷厂、山炮连和师直
属分队编成海防大队，对外称渔民自
卫队。为了加强海上部队的领导，组
成了由罗湘涛为部长，王昭杰为政

委，并配以军事干部及参谋等的后方
勤务部，统一调度、领导海上工作。
粟裕非常关心海防大队将士的生
活，特批准海防团常年吃大米，增
加部队使用的淡水；冬天，每个干
部战士发一套棉衣，另加发棉背
心、棉大衣；还将潮汛规律编成简
单易懂的口诀，让部队学习。新四
军部队经常把缴获的汽车拆下两个
车轮内胎送给海防大队做救生圈，
如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长筒雨靴等
物品也迅速交给海防大队。海防大
队组建伊始，很多战士不熟悉水
性，但大家凭借旺盛的士气和斗志
通过刻苦训练克服了重重困难，很
快习惯了海上生活。海防大队在滨
海各港口逐步展开工作，以港口作
为基地，逐步向外海延伸开。

1942年 11月初，部队正式成立
了以陶勇为团长的新四军海防团。鉴
于船只短缺，海防团指战员开动脑
筋，想出了两种方法增加船只数
量：一是自己造木船，或是由渔会
派船、向船主租用。在建立海防团
的初期，为了解决运输船只的问
题，海防团指战员深入弶港维护渔
民利益，开展统战工作。粟裕更是
亲自拜访船主，寻求支持。在我党
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多名船主
主动地借出自家的帆船作为兵船使
用。二是收编海匪和敌军的船只。
海防团在抽调主力部队歼灭作恶多端
的海霸王王平仲部队的同时，抓捕了
出身贫苦的海匪头目之一孙二虎。陶
勇亲自对孙二虎进行教育，通过谈话
使他明白了为匪可耻，在国难当头之
际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
理，随后将其释放。孙二虎对新四军
心怀感激，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决心
跟随新四军抗日。不久，孙二虎改名
孙仲明，交出枪支和所有船只，率部
接受新四军收编。

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海防团成立后，在艰难困苦的情
况下，坚持斗争，不仅保卫了根据地
近海海域的海上交通，维护了渔、盐

民的切身利益，更多次挫败了敌人来自
海上的进攻。

在海防团成立之初，粟裕便指示加
强苏中军区海防团的力量，开辟根据地
至上海的海上运输线。海防团用船只将
苏中根据地的粮食、棉花、鱼虾运送到
上海出售，并带回在上海秘密采购的枪
支、弹药、无缝钢管、印钞机等稀缺
品。在正确方针的引导下，海防团在敌
人严密封锁下建立了一条海上运输线，
并保障了苏中、苏北至浙江、山东等地
区间的联络与运输。

海上斗争是海防团的一个重要任
务。每当黄海的黄渔汛来临前，海防团
就做好军事、物质和组织等各方面的准
备，汛期到来时便全团出动进行护渔行
动。海防团与海匪进行了多次激烈战
斗，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抗战
期间，弶港的渔民还与海防团战士们一
起抵抗海匪，涌现出了许多民间英雄，
他们利用“腰门计”“撒豆计”等策略
抗击海匪。

护送干部往来，掩护和转移后方机
关、医院及工厂等也是海防团的一项重
要任务。凡是从根据地派往江南的干
部，从江南转往延安的干部、高级知识
分子，出席苏中区委党委会议的往来人
员，从上海聘请来的印刷技工，投奔解
放区的知识青年，大多数由海防团派船
只护送。在海防团保护下的一师后方机
关、江淮银行等，在敌人历次“扫荡”
中没有受到损失。当时，很多苏中军区
后勤机关如军工厂等单位，也随海防团
一起行动。当情况比较安定一些时，这
些工厂就上岸开工，一遇情况紧张则下
海在船上进行生产，由海防团派部队负
责掩护。

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海防团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
1944年已扩充到8个连队了。随着海上
斗争形势逐渐好转，1944年春，为进
一步加强海上工作，海防团按上级指示
扩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任司令
员，吉洛兼政委，路州舫任副司令员，
孙仲明任副参谋长。纵队下辖3个团，
由苏中军区海防团及海防二团、海防三

团合编而成。
当年黄花鱼汛到来之际，海防纵队

派部队出海执行护渔任务。为了确保护
渔任务的胜利进行，部队做了大量的准
备工作。日伪闻讯后，派六条铁船前来
抢夺，海防纵队不畏强敌，和敌人交
火。战斗中，海防纵队实行近战，用手
榴弹、八二炮弹猛攻敌船，将敌船一条
打沉，重伤两条，残余敌船见势不妙，
仓皇向长江口方向逃遁。日伪报纸后来
惊呼说：“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一
带，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

随着抗日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新四
军部队整编，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一部整
编为华中军区海防纵队，辖第一、第
二、第三大队，归华中军区建制。

解放战争中，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屡
建功勋。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华
中军区为迎接渡江战役，部署海防纵队
在江苏靖江八圩港，由“海纵”司令部
副参谋长赵荣森和大队长张大鹏负责，
组织专人将缴获的100多辆大卡车的引
擎装配在木船上，共造船70多艘，加
上一些江轮和渡轮，组成一支颇为壮观
的汽艇大队。华中军区还从“海纵”抽
调了以登陆艇艇长韩忠为首的108人组
成训练大队，将人员分到其他部队，协
助组织船只，训练船员。

1949 年 4 月 21 日，渡江战役打
响，在南京以东长江下游一线，汽艇大
队担任突击队。部队凭借多年海上作战
的经验，驾驶船只迅速冲破国民党军的
江上防线，为整个渡江战役的胜利贡献
了力量。与此同时，“海纵”训练大队
指战员也投入战斗，指挥驾船往返于长
江两岸十余次，运送了数千名陆军指战
员渡江。

渡江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第三
野战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苏泰州
白马庙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任
司令员兼政委。4 月 26 日，“海纵”
1463名官兵编入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
队，成为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后的第一支
水上作战部队。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中市委党校)

新四军苏中海防部队立奇功
庄广雷

1947年1月5日，为配合南满部
队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集中
主力3个纵队、3个独立师并3个炮
兵团，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向中长路
两侧长春、吉林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守
军发起进攻。

据侦察，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八师
师部及一一二团驻吉林地区；一一三
团主力及1个保安团驻九台县；一一
三团一个营和师属辎重连、一个工
兵排及两个保安中队 （共 700 人）
驻其塔木镇。根据总部“集中优势
兵力歼灭敌人”和“围城打援”的
作战意图，一纵首长研究后，选择
处在突出部位的其塔木镇守敌作为
首个打击目标，并确定了“以其塔
木为钓饵，引诱其塔木临近各要点
的敌人出援，在运动中相机消灭
之”的作战方案。具体的部署是，
由第三师围攻其塔木守敌；第一师
进到其塔木与九台之间，第二师进
到其塔木与吉林、乌拉街之间，兄
弟部队的六纵第十六师进到其塔木与

德惠之间，为消灭各路出援之敌做好
准备。

1月6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
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师师长梁兴初和第
一师政委梁必业率领第一师进至其塔
木西南张麻子沟一带，担任伏击由九
台方向来援之敌的任务。部队行进途
中，已从窃听敌人的电话中获得情
报：九台的敌一一三团正准备向其塔
木增援。

梁兴初断定敌人可能沿公路来
援，遂决定在公路两侧组织伏击。他
亲自带各团指挥员登上张麻子沟山坡
勘察地形：张麻子沟是个约有100余
户人家的山村，位于九台县城通往其
塔木镇的公路上，四周为低矮的山丘
环抱，有如盆形，中间有公路通过，
方圆10余里基本上是开阔地。梁兴
初看罢当即决定，在此布下“口袋
阵”伏击敌人。

夜间，一师指战员分头进入了设
伏阵地。当晚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到
零下38摄氏度。一师指战员为了更

好地隐蔽，有的反穿羊皮大衣，有的身
上盖着防空伪装用的白布，并用白毛巾
包住头。由于各部队禁止点灯生火，各
级指战员夜间只靠吞咽冰冻的炒苞米充
饥，渴了就喝口冰水。为了不使枪械冻
结，战士们纷纷掏出鞋中的乌拉草，把
枪机包住，有的战士甚至怀抱枪械隐蔽
在冰雪阵地里，等候敌人的到来。九台
县城到其塔木镇的距离并不很远，但敌
人迟迟没有出现。据侦察，原来敌人害
怕遭遇夜袭，行至半途在芦家屯宿营。

一师伏击部队耐心等待，直到第二
天上午11时，终于得到了敌人沿公路
开始向前推进的消息。敌人领先开路
的是 8 辆装甲车，一面缓慢前进，一
面用机关枪向公路两边进行“火力侦
察”。随后，敌人又派出一个步兵连，
也是一面前进，一面向道路两边盲目
射击。为了避免过早被敌发现，一师
伏击部队凝神静气，没有露出丝毫破
绽。大约1个小时后，见前卫部队没有
遭到任何袭击，敌人的主力部队才出
动，沿公路前进，但移动速度缓慢，迟

迟不肯钻进“口袋”。负责“收尾”的
部队见状，出动两个班袭击敌断后部
队。敌团长听到枪声，便命令后边的
队伍跑步收拢。中午12 时 30 分前后，
敌人终于全部钻进了伏击圈。就在此
时，敌人突然再度停下来，架起山
炮，向公路两侧山坡猛轰。一师指战
员依然“耐着性子”隐蔽，丝毫不为
敌试探所动。

就在敌人刚把炮挂上汽车，准备继
续前进时，梁兴初果断下达了攻击指
令。顿时，集中在附近山上的迫击炮和
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很快击中了敌人前
端的装甲车。随着冲锋号响起，埋伏在
道路两侧的各路部队同时杀出，用手榴
弹炸毁了敌人的残余装甲车，并和敌人
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敌人突遭袭击，队
形立刻被冲垮，前卫部队和断后的敌保
安团很快被全歼，残敌也被截成数段。
一部分敌人窜进张麻子沟村内，妄图负
隅顽抗。我军连续发起冲锋，将敌人压
缩到村西一所独立院中。敌团长带领部
下企图突围，被当场击毙。敌人顿时崩
溃，纷纷举枪投降。

此次战斗仅用3小时就圆满结束。
据统计，一师在本次战斗中毙伤俘虏敌
人1200人，缴获各种炮21门、轻重机
枪68挺、冲锋枪110支、步枪490支、
汽车12辆及大批弹药。与此同时，其
他各路阻敌部队也有效地歼灭或阻挡了
敌人，保证了三师全歼其塔木守敌。

张麻子沟雪地伏击歼顽敌
贾晓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邵式平化
名“余艳王”回到家乡江西弋阳，坚持
革命斗争，逐步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同
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艳王”。12月，
邵式平与方志敏、黄道等领导弋(阳)、
横(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工农革命
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6月，方志敏、邵式平等带
领部队在弋阳、横峰、德兴三县交界的
磨盘山一带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了以
磨盘山为中心的弋横革命根据地（后
来发展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打破
敌人的“围剿”，方志敏、邵式平等决定
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
避实就虚”的战术，在敌人力量较为薄
弱的地区频频发动攻势。

一天，弋阳靖卫团的敌人威胁着
大批群众走在前面，一路沿着山路烧
杀而来。邵式平立即率领部队向后包
抄，从金鸡山后向敌人发起突袭，将敌
人击溃，不仅解救了群众，还乘胜追
击50多里，直扑弋阳县城下。敌人以
为邵式平准备率部攻城，急调各地部
队救援。当晚，邵式平率部队回到金鸡
山脚下，相继击溃了赶来增援的敌人，
取得了“一战三捷”，还缴获了一批武
器弹药。

战斗中，游击队抓获了一批敌人
俘虏，一名游击队员说:“把他们押到

‘艳王’那里去。”由于口音的关系，俘
虏们听成了“把他们押到‘阎王’那里
去”，吓得连忙跪在地上求饶。战士们
见状笑得前仰后合。后来，俘虏们真的
见到了“阎王”，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
教育，就被“阎王”释放了。经被释放俘

虏的“宣传”，邵式平这个“阎王”的绰号
很快传播开来。

1932年年底，邵式平率红军一个团行
进至资溪横山，了解到当地敌人保安师派
了一个团驻扎在离横山不远的陈坊。邵式
平立即派出侦察员前往摸清敌情。

侦察员回报：这股敌人武器较为精
良，已经凭借地势构筑起坚固工事，强攻
不易。敌团长叫郑为迟，此人号称“打起
仗来不要命”，深受敌师长赏识，因此狂
妄骄横,竟口出狂言说：“他‘邵阎王’在家
乡厉害，可到了老子的地盘上，凭他那几
条烧火棍，还要收了我去做‘小鬼’不成?”

邵式平经过慎重考虑，制定了一个
大胆的行动方案。一天深夜，邵式平带领
几名战士由资溪籍战士带路，悄悄绕过
敌人阵地和岗哨，直扑敌人团指挥所。邵
式平和战士们翻墙进入前院，先将郑为
迟的勤务兵拿下，然后进入后院，冲入郑
为迟的卧房，用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郑
为迟看着手持双抢的邵式平问：“你是
谁?”邵式平冷静地告诉他：“我就是‘邵
阎王’!”随即命战士把郑“小鬼”捆了个
严严实实，口里塞了块毛巾，然后押着他
迅速撤离。

生擒郑“小鬼”后，邵式平命部队三
路进军，守敌找不到团长，顿时成了乌合
之众，一触即溃。其余敌人听说“阎王”率
红军杀过来了，无不闻风而逃，红军乘胜
解放了资溪县城。

随着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和红军的
不断胜利，一个顺口溜迅速在资溪群众
中传播开来:“骑大马，挎双枪，邵主席，
好派堂。我们喊他叫‘老邵’，白军喊他

‘邵阎王’。”

邵“阎王”夜收郑“小鬼”
易资庆

1931年2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的
指示，红四军独立团在安徽省六安市
金寨县东北部的麻埠镇扩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肖方任代师
长，王效亭任政治委员，参谋长方礼
政，下辖一、三两个团，全师 1100
余人。在此前后，由于红四军利用打
破敌人第一次“围剿”后敌人转入守
势的有利时机，适时转入进攻作战，
各地国民党守军在红军不断胜利和正
确执行瓦解敌军政策的影响下，军心
日益动摇。早期打入驻六安城的国民
党军四十六师余部、并担任营长的共
产党员魏孟贤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联络
该师内的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成
功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随后加
入，进入麻埠苏区，编入新成立的红
军中央教导第二师。

中央教导第二师成立后，积极投
入保卫皖西苏区和开辟皖西苏区的战
斗，并接连取得胜利。2月，该师帮助
中共霍邱县委发起白塔畈农民暴动，
接连消灭了叶家集、大顾店、姚李庙、
洪集等地的反动武装，成立了以杜红
光为主席的霍邱县临时革命委员会，
扩大了根据地。随后，二师悄然渡过沣
河，在河口集对守敌一个营发动奇袭，
全歼敌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此次
战斗胜利后，霍邱南部守敌闻风而逃，
该地区迅速得以解放。

3月11日，二师奉命南下英山，

以凌厉的攻势攻占金家铺，接着挥师攻
打英山县城，消灭守敌两个团。二师在
作战时，通过喊话等方式积极开展政治
攻势，敌军中大量贫苦出身的士兵纷纷
放下武器投诚。敌团长为阻止士兵投
诚，亲到前线督战，结果被己方的士兵
开枪击毙。二师夺取英山县城后立即挥
师北上，于24日将侵入麻埠之敌第四
十六师1个团及反动民团等3000多人击
溃，俘敌700人。

4 月 1 日，二师胜利返回霍邱南
部，消灭了多处反动武装。为了打击可
能来自西边的敌军，3日，二师又攻占
了固始县黎集，击溃驻敌一个团，俘敌
500多人。第二天，二师又向商城的上
石桥、武家桥、方集及固始南部郭陆滩
等地发起进攻，歼灭地方民团和敌人小
股部队，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在遭受接连
打击下，仓皇逃入固始县城以求自保。

从1931年1月下旬到4月上旬，红
四军和中央教导第二师共歼敌 1 万多
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彻底胜利。根
据地向西恢复到黄安、麻城以南，北面
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部恢复了六
安、霍山、英山原有根据地的全部地
区，并向北扩大到霍邱、固始南部；鄂
豫皖根据地人口达到170余万。红四军
由改编时的 1.2 万人发展到 1.5 万余
人，中央教导第二师也由1100多人扩
大到 3500 余人，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装备均有显著的改善。

红军中央教导二师连战连捷
胡遵远

1952年 12月，我所在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汽车十六团，乘“长江支
队”为代号的军用专列从南京下关北
上抗美援朝。我团入朝后归属志愿军
后勤部一分部建制，主要负责把战争
物资从铁路与公路连接点的三登交通
枢纽运到前沿阵地。美国妄想切断志
愿军钢铁运输线，断绝我前沿阵地的
粮食弹药，因此三登地区就是敌机狂
轰滥炸的重中之重。

我们团的汽车材料仓库设在石棉
矿洞里。我时任团技术处油材料员。
1953年5月的一天下午，敌机（应该
是F84）发现了我们的仓库，对石棉矿
洞实行了疯狂扫射轰炸。那天，我和
战友们正在山中部的石棉矿洞里给四
连发汽车零件，突然有架敌机从山顶
上空向峡谷俯冲过来。敌机飞得很
低，我们都能看到敌飞行员。因峡谷
很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们用两手
捂紧双耳，观察确定敌机飞来的方
向。突然，身边一阵响声，我被震得
简直站立不住，声响过后，我才发现
四周全是弹孔，无数子弹刚从我身边
扫过，所幸子弹没有打到我。

敌机盘旋良久，直到傍晚时分才
飞走。我们安然无恙。

记得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开车
去大站油库领汽油回来，我坐在后车
厢运载的油桶上，车子在不平的砂土
路上颠簸慢行。突然，一架敌机飞临

上空，扔下一枚重磅炸弹，落在我们车
的右前方，顿时土石被抛到二三十米的
高空，然后像拳头般大的土石块纷纷落
下，我只觉得头部被重击了一下，所幸
我头戴毡绒帽，当场也没发现流血。可
回到加油站后，我突然感到晕眩不已。
战友们赶紧把我扶到床上，直到第三天
我才清醒过来。

到了1953年夏季，志愿军发动了强
大的金城反击战。随着志愿军在战场上
不断高歌猛进，前方所需的物资骤增，
我们也更加忙碌起来。车队的战友们冒
着敌人的扫射轰炸，将武器弹药和补给
源源不断送往前线，不少同志因此牺牲
在路上。

当时，“喀秋莎”火箭炮是先进武
器，志愿军为使其能发挥充分的威力，
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投入使用。为了保密
起见，在运输过程中，我们提到“喀秋
莎”只能用“胡萝卜”作为代号，不准
呼其真名，否则以违纪追究责任。

在金城反击战的关键时刻，志愿军
后勤部司令部直接布置任务，五连挑选
优秀骨干同志和车况良好的嘎斯51型
车15台车执行此项特殊任务。每台车
装运8个“胡萝卜”，冲过多道敌机封
锁线，在12小时内准时、安全运达伊
川里前沿阵地。当时，我负责为运送

“喀秋莎”的车加油。听战况介绍说，
我军在金城反击战中用“喀秋莎”狠狠
教训了敌军，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我在朝鲜战场运送“胡萝卜”
胡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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