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2月，中共皖赣分
区委书记柳真吾、中共彭泽
中 心 县 委 书 记 田 英 来 到 都
昌、湖口、鄱阳、彭泽四县
边界地区的武山山脉，把被
敌人冲散的 50 余名红军战士
召集在一起，组成中国工农
红军都湖鄱彭游击大队，开
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3
年间，游击大队克服重重困
难坚持战斗，不仅没有被敌
人 打 垮 ， 反 而 不 断 发 展 壮
大，建立起牢固的都湖鄱彭
游击根据地。抗战全面爆发
后，该大队以崭新的姿态加
入新四军，融入全面抗战的
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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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湖鄱彭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何仁美

革命力量在武山重新集结

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的都昌籍共
产党员刘越，奉中共南昌特支委派，
回到昌都开展党组织的建设工作。
1926年 3月，中共都昌党小组成立，
随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土
地革命时期，都昌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众，开展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探
索，组织了茅垅暴动，建立了以老
屋、茅垅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随着
邵式平、周建屏领导的红十军的到
来，都昌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4年3月，中共闽浙赣省委为
了开辟皖赣边新苏区，在浮梁东境的
小源成立赣北特委，将彭泽特区委扩
大为彭泽县委，书记陈开运。同年6
月，中共赣北特委又决定将彭泽县委
扩大为中共彭泽中心县委，陈开运、
陈守华先后任书记，田英任少共中心
县委书记，下辖江西的彭泽、湖口、
都昌、鄱阳，安徽的东流、至德、望
江等7个县的党组织。县委机关初驻
浩山伍龙庵，后迁至岚陵张村和浩山
兆吉沟。

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斗争失利，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
移，南方各省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
赣北苏区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只有
少数转到游击区，逐步形成赣北西部
以修水为中心，东部以武山为中心、
中部以青山为中心的 3 块游击根据
地。这些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
队适时实行战略转移，在当地人民群
众的支援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
击战争。

都湖鄱彭边地区地处赣北，东连
赣东北苏区，南倚鄱湖，西临长江，
北接皖南，武山雄峙中央，地势险
要。都昌望晓源是四县交界边区，
远离四县县城，国民党统治比较薄
弱，有利于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开
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创建
新的革命根据地。这里的群众革命
基础也很好，早在 1930年红十军挺
进赣北时，红七旅旅长匡龙海、政
委刘肩三在这一带建立了县、区、乡
苏维埃政权。

1934 年秋，中共皖赣分区委书
记柳真吾，红军皖赣独立师师长匡龙
海、政委王丰庆率部来往于都、湖、
鄱、彭之间，熟悉这一带地形，已有
在武山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同年 12
月，中共彭泽中心县委根据皖赣分区
委的指示，派中心县委军事部长李庚
庆、少共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戴其明
和共产党员周仲秋来到望晓源，建立
地下游击小组。

1935年2月，国民党集结重兵向
彭泽浩山苏区进犯。柳真吾与彭泽少
共中心县委书记田英率领手枪队冲出
敌人的包围圈，几经辗转进入都湖鄱
彭边境的武山东部——望晓源。与此
同时，匡龙海率领独立师200余人从
秋浦高山向武山转移，沿途遭到国
民党重兵堵截，部队损失惨重，匡
龙海与部分指战员冲出重围，历经
艰辛，与柳真吾、田英会合，着手
进行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彭泽游击队指导员曹连
洪率部到望晓源，逐村发动群众，
吸收贫苦农民曹俊品、石家满、曹
贤春和石书文等入党，很快建立起地
下党支部，为建立武山游击根据地和
都、湖、鄱、彭中心县委，做了组织
上、思想上的准备。

重新点燃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1935年3月，柳真吾在都昌曹炎
口鹰峰尖召集田英、陈守华、沈友知
等人开会，研究在武山建立游击根据
地问题。会后，派田英、陈守华赴赣
东北，与闽浙赣省委取得联系，请示
工作。此时，中共皖赣分区委和彭泽
中心县委均遭破坏，大部分领导同志
失散或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再图
发展，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在武山东
部的都昌大港望晓源建立都昌湖鄱彭
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的任务是：保存
革命力量，发展地方党组织，依靠群
众，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坚持以武山为中心的都(昌)湖(口)鄱
(阳)彭(泽)地区的游击战争。4月，匡
龙海、田英率部回到武山，与柳真吾
会合，在都昌望晓源成立中共都湖鄱
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委员陈守

华、戴其明、邵荣兴、华永标、苏远
全、石书文，直属中共闽浙赣省委领
导。中心县委成立后，把四县划为四
个工作区，逐步建立了四县的县委、
区委和支部，决定以上冲、下冲、曹
药、曹洪、石家大屋等5个村庄为基
础，建立以武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
地，并将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
部分伤愈人员共50余人组成中国工
农红军都湖鄱彭游击大队，由匡龙海
任司令员，田英兼任政委。这支由共
产党员、老红军战士组成的50余人
的队伍，建立以武山为中心的都湖鄱
彭游击根据地，重新点燃了武装斗争
的熊熊烈火。

这时，赣东北、皖赣边苏区都变
成了敌占区，在武山周围，国民党调
动了10余个团的兵力，协同各县民
团在都、湖、鄱、彭各县活动，企图
一举扑灭这里的革命力量。面对强大
的敌人，游击大队在中心县委的领导
下，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利用武山
山高林密、峰峦起伏、人烟稀少、地
势险要这个天然屏障，进行分散、隐
蔽、灵活的游击战。

游击队刚建立时，驻都昌大港的
国民党保安中队得知消息，立即进犯
望晓源。田英得悉后，率领游击队、
赤卫队 40 余人，埋伏在侧家山两
旁，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就全力出
击，当场击毙2人，活捉包括分队长
何清在内的21人，获长枪24支 （仅
1人弃枪逃走）。侧家山战斗后，游
击队威名远扬，国民党当局异常惊
恐，对望晓源加紧“清剿”。敌三十
六旅以优势兵力向游击根据地进犯，
所到之处筑起碉堡，企图以此切断游
击队的供给，阻止游击队发展壮大。

游击队依靠地下党，依靠群众，
经过中馆、源头港、大屋张家、段家
店几次大规模战斗，不仅打破敌人封
锁，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还钳制和
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

到 1935 年年底，游击队已经推
进到鄱阳的余家山、黄龙港、谢家
滩、石门街；彭泽的上十岭、严家
山、魏家山、定山、周家坂；湖口的
杨家山、曹大屋村、大埠岭、棠山、
刘泗桥；都昌的徐家埠、汪家墩、三

汊港、土塘、源头港；东至的上下蔓
村，把彭泽的岷山、湖口的剑山、鄱阳
的黄金山与武山根据地连成一片。粉碎
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至 1936年春，武山根据地已纵横
200余里，成为皖赣边重要的游击根据
地，中心县委在望晓源开办了党员训练
班和新兵训练班。但是不久，柳真吾在
一次行动中遭国民党军杀害，都湖鄱彭
游击大队司令员匡龙海也离开了都湖鄱
彭地区，坚持这个地区游击战争的重担
就落在田英的肩上。田英在指挥战斗中
有胆有识、机智灵活、勇敢果断，经常
巧妙化装奇袭敌人，取得多次战斗的胜
利，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展壮大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被迫接受联
共抗日条件，但不承认南方八省游击队
是红军队伍，还加紧了对南方各游击根
据地的“围剿”。为了避开国民党正规军
的“围剿”，保存革命力量，田英率领游击
队主力跳出敌人包围，转战婺源、祁门、
浮梁、东至、太平一带，留下少数党员干
部领导根据地人民坚持斗争。

1937年4月，田英得到国民党三十
六旅调离都昌大港的情报，率领游击队
从外线打进来，利用国民党驻军调防之
机一夜间消灭了曹药里、曹百四两个敌
人据点，接着又捣毁湖口麻园岭的碉
堡。被国民党军赶走的群众陆续回到望
晓源，根据地又恢复了生机。田英抓紧
扩军，动员青壮年参加游击队，举办新
兵训练班，同时不断袭击国民党小股地
方武装，依靠缴获的武器来扩大自己的
力量。到1937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都
湖鄱彭游击大队发展到200余人。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中心县委接受中共皖赣特委的指示与国
民党都昌县当局谈判，同时由望晓源村
迁到距大港街约 1.5公里的曹百四村，
组织部队进行开赴瑶里整编的准备工
作。随后，田英奉上级指示，除留下部
分同志在根据地继续领导工作外，带领
部队离开大港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
营七连，奔赴抗日前线。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市政协文
史委)

1943 年春，日军对盐阜抗日根
据地进行了春季大“扫荡”，妄图消
灭新四军在盐阜区的主力部队。为了
粉碎日伪阴谋，新四军三师七旅和八
旅奉命转移到外线淮海区，只留少数
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配合地方武
装，坚持反“扫荡”斗争，历时一月
有余，将敌人拖得精疲力竭，为新四
军主力回师对日伪展开反击战创造了
极为有利的战机。

3月初，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
团奉命从淮海区日夜兼程回到盐阜
区，参加对日伪的反“扫荡”。二十
二团回到盐阜区后，连续打了几仗。
3 月 16 日上午，对盐阜区进行“扫
荡”的日伪军300余人，附骑兵30余
人，自命为“清剿大队”，由大程集
向东开进。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
获悉这一情报后，决心在涟水县黄营
伏击这股敌人。敌人进入黄营后继续
东窜，其先头部队“发现”新四军
后，当即分两路发起猛攻。早已严阵
以待的二十二团以两个排进占马老

庄，威胁敌人左侧；另两个连由南面
迂回包抄敌人。经6小时战斗，敌人
仓皇向北溃退。新四军追击十余里，
至杨旗杆附近方才收兵。此次战斗，
二十二团毙敌近百人，并缴获一批物
资。

战斗结束后，二十二团借助夜幕
的掩护，转移至羊寨镇单家港一带隐
蔽待机歼敌。单家港位于黄河故道东
岸，是一个百来户人家的村庄。

3月18日，在黄营吃了亏的日军
为向二十二团报复，纠集各据点守敌
五六百人，配备汽车、骑兵，分头寻
找二十二团“决战”。日军的动向及
企图很快被二十二团探明，团领导经
请示师部同意后迅速占领黄河故道岸
边河堤有利地形，构筑好工事准备打
击来犯之敌。

3月19日上午9时许，二十二团
八连发现由佃湖出发的敌人进占单家
港对岸并派出20多人的骑兵渡河试
探，随即发起战斗，一举消灭了过河
敌人。

对岸日军见状，一面向其他敌人
报信，一面于上午11时组织了100多
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渡河，向八连
的东岸阵地发动强攻。八连战士英勇
反击，待敌人进到只有30米的距离时
机枪、步枪一齐射击，接着又扔手榴
弹。不久二营五连也赶到支援，配合八
连毙敌60余人，将残敌赶回西岸。

正在指挥战斗的二十二团副团长
童世明分析敌情后认为，敌人再次攻
击的可能性极大，这是扩大战果的绝
好机会，于是命令战士们积极准备。
果不出童世明所料，下午1时，恼羞
成怒的日军又从薛集、佃湖等地调集
数百人再次发起进攻。童世明从望远
镜中看到对岸日军有几辆汽车满载官
兵驶来，当即命令二十二团的几挺重
机枪集中打击敌人汽车。日军汽车中
弹起火，车上多人被击毙。

日军发现了目标，便向二十二团
阵地攻击。在更为猛烈的炮火掩护
下，200名敌人强行渡河。童世明立
即组织兵力配合多挺机枪向敌军射

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当部分敌人
冲上东岸向新四军阵地发射烟幕弹时，
突然东风大起，阵地前黄沙四起、遮天
蔽日地向进攻敌人刮去，进攻敌人看不
清二十二团阵地，童世明见状立即命令
战士们投弹。顿时，一颗颗手榴弹在敌
群中开花，敌人伤亡惨重，狼狈溃逃回
对岸。

日军一面以更凶猛的火力压住阵
脚，一面又从各地调集援军，以300余
人的兵力向二十二团阵地发起冲锋，二
十二团全体将士在童世明的指挥下，坚
守阵地，和日寇展开殊死搏斗，激战1
个多小时，敌人不仅未能逾越我军阵
地，反而被毙伤150余人。

二十二团指战员越战越勇，至下午
4时左右，又打退了优势敌人的几次进
攻，取得重大战果——共击毙日军260
余人，伪军80余人。为避免部队和群
众受到损失，童世明果断命令部队撤离
阵地，掩护群众转移。

当二十二团主力撤退之时，100多
日军尾随而至，童世明立即赶到前沿阵
地组织火力阻击敌人，边打边撤。当部
队撤至单家港小街的大沙河木桥上时，
童世明命令机枪掩护，他和后卫战士拆
除桥上木板。当童世明掀完最后一块木
板时，不幸头部被流弹击中。战友立即
把他抬至单家港南高庄紧急抢救，终因
伤势太重，壮烈牺牲，年仅31岁。

童世明血洒单家港
贾晓明

1949年夏，上海和浙江解放后，国
民党残部约6万人流窜舟山群岛。7月下
旬，国民党军组建“舟山防卫司令部”，修
建工事，扩建机场，企图对上海、杭州地
区实行海上封锁，并屏障台湾。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解放军三野
首长对第七兵团下达了“在绝对有把握时
解放舟山群岛”的命令。7月24日，第七兵
团在宁波召开作战会议，决定集中第二十
二军并指挥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共4
个师约4万人执行这一作战任务。

考虑到大榭岛位于穿山半岛以北、
舟山本岛西南部海域，面积30.3平方公
里，与金塘岛隔海相望，距舟山本岛7公
里，距大陆只有500米的具体情况，兵团
选定了大榭岛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

由于参加登岛作战的大部分指战员
来自北方，没有海上作战的经验，很多人
从未见过海。部队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海
上练兵：主要是组织指战员了解潮汐知
识，学游泳、识风向、习水性、练驾船，潜
心研究渡海作战有关技术、战术问题等。
经大家群策群力，不久便发明出一种以
毛竹制成的“三角救生架”。这种“三角救
生架”能承受1名全副武装战士的重量，
还可作为依托在海上进行轻武器射击，
解决了救生衣、救生圈不足的燃眉之急。
此外，大家还开动脑筋研制出船用炸药
发射筒、水上漂雷、长杆炸药投放器、螺
旋桨炸药推进器和自动爆破舟等百余种
爆破器材，解决了登陆时的火力掩护和
克服水际滩头障碍问题。

8月17日，参战部队开始做最后准

备。当天夜里，战士们和民工用肩扛车拉
的办法，把原来集中在柴桥、大碶一带的
200多条船秘密运到海边，并用芦苇伪
装起来，还把几十门大炮连夜安装在前
沿阵地上。由于隐蔽工作到位，岛上的国
民党军丝毫没有察觉解放军的行动。

18日 18时 30分，大榭岛登岛战斗
正式打响。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
起，岸上万炮齐发，大榭岛敌军前沿工事
仅 7 分钟就被摧毁了六七成。18 时 40
分，解放军登岛部队第一梯队分乘200
多条船疾速竞渡。15分钟后先头部队登
岛成功，并迅速夺取了敌人的南部滩头
阵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登岛的通道。不
久，解放军登岛部队兵分3路向纵深发
展，相继攻占岛上的将军山、红毛山、横
峙岭等主阵地。守敌集结在大榭岛主峰
七顶山，企图固守待援。

见此情况，解放军一九〇团团长周
志诚果断决定，集中兵力对七顶山进行
南北夹击。19日拂晓，解放军登岛部队
经艰苦激战，全歼被围之敌，攻占七顶
山。中午12时，国民党援军1个团乘5艘
军舰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于大榭岛北
部实施登陆，企图夺回失地。解放军登岛
部队采取“诱敌深入而后攻歼”的方针将
援敌分割包围，战至20日凌晨，歼灭援
敌大部，残敌乘军舰仓皇逃走，大榭岛之
战至此胜利结束。

此战，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1448
人，大榭岛附近外神马岛、穿鼻岛同时
解放，梅山岛上国民党军1个团也闻风
而逃。

抗战全面爆发后，范子侠在行唐、
新乐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积极抗日。
1938年春，范子侠自改番号为冀察游
击第二师，率部由河北行唐南下，转战
冀西、豫北一带。他以骁勇善战著称，
能双手打枪。范子侠为人正直，性情豪
放，虽系旧军人出身，但丝毫未沾旧军
人恶习。1939年秋，在八路军总部和
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关怀下，范
子侠部队被编为一二九师平汉抗日游击
纵队，范子侠任司令员，并于年底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0年，范子侠任八路
军第一二九师新编十旅旅长，率部参加
了百团大战、冀西反“十一路围攻”、
黄崖洞保卫战等战斗。其间，他率部作
战英勇顽强，多次负伤。

1942 年，范子侠兼任八路军太行
军区第六分区司令员，他随即率领部队
转战冀西山区，持续打击敌人。2月的
一天，范子侠在得知敌人一个武器运送
车队准备开进临城县城后，立即率领一
个营的指战员于夜间悄悄埋伏在临城县
城与古鲁营村之间的北盘石村岗坡上，
准备消灭这股敌人。

清晨，日伪军乘卡车和摩托车满载
军用物资渐渐进入伏击圈，后面还有敌
人伪军骑兵约两个连殿后。范子侠从望
远镜看得一清二楚，他靠前指挥，传令
各连连长放过前方“开道”的敌人摩托

车，在敌人卡车驶入伏击圈后再行攻
击。见卡车车队全部钻进伏击圈，范子
侠发出战斗指令。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
士们扔出手榴弹，并用步枪、机枪一起
射向敌人。敌人卡车轮胎相继被击中，
抛锚在路上。乘敌人纷纷跳车逃命之
际，范子侠命指战员迅速发起冲锋。战
士们一阵猛打，很快把押车的日军消灭
干净。敌人前卫部队听到身后枪声大作
马上掉头回来增援，却不防范子侠为他
们另设了一个伏击圈。在八路军战士的
枪炮声中，这伙敌人被全部消灭。敌殿
后骑兵本想上前接应，遭到八路军的顽
强阻击，见前面日军车队已遭歼灭，伪
军无心恋战，遗尸数具后逃走，战士们
缴获洋马4匹。

此次战斗，范子侠率领战士们一举
击毙押车数十名敌人，击毁敌人卡车、
摩托车各数辆，缴获机枪、步枪数十
支，迫击炮3门、手榴弹5箱、子弹数
千发、食品数十箱。

内丘、临城县城日军闻讯后，慌忙调
集救援部队赶往北盘石村。范子侠闻讯后
派出阻击部队和敌激战，掩护军民抢运敌
人的弹药物资，在打死打伤敌人数十人
后，范子侠率部护送缴获物资安全转移。

1942 年 2 月 12 日，范子侠在河北
沙河县反“扫荡”战斗中不幸中弹，壮
烈牺牲，享年34岁。

1953 年 1 月，在“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的雄壮歌声中，我跟
随部队进入朝鲜战场。我们乘坐的卡车
刚一开上鸭绿江大桥，就遭到敌机的轰
炸扫射。由于当时我们的防空力量还比
较薄弱，我们行军就采取了“昼息夜
行”的方法。过江后的第二天夜里，我
们的汽车正在行驶时，突然听到防空哨
发出的防空警报声，驾驶员赶快熄了车
灯。这时，敌机已飞到上空，在照明弹
的光照下，向我们的汽车俯冲过来。驾
驶员沉着冷静迅速地把车开到山坡边隐
蔽，但还是有两发子弹把车厢的后挡板
打了两个洞，距离一位战士坐的位置只
有十几厘米！就这样，在3个昼夜的行
军中，我们虽遭遇 6 次敌机的轰炸扫
射，但在防空部队和驾驶员的努力下，
我们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志愿军第九
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紫霞洞。

我们几个搞通信的战士报到后，领
导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交代了任务，安
排了住处。这里气温零下 20 摄氏度，
我们睡在坑洞里，用山上的野草为垫，
大家挤在一起抵御严寒。由于长期吃不
到新鲜蔬菜，有的战士患了夜盲症。可
那时物资缺乏，军医只能发鱼肝油丸给
大家补充营养、治疗眼疾。最使人感到
恼火的是敌机经常骚扰破坏，我们随时
都要提高警惕，要严格管制灯火。晚
上，驻地不能透出一丝灯火，白天也不
能冒出一缕炊烟。衣服、被子不能晒，
洗过的衣服几天都干不了。

从来到紫霞洞的那一刻起，我们这
些通信兵就担负起整个兵团司令部无
线、有线电报的通信任务，我们深感肩
负的任务艰巨而光荣。当时，前线战斗
频繁、通信任务繁重，上级要求我们报
务员收发报的技术要“更高、更快速、
更清楚、更准确”。工作忙、电报多，
我们不分昼夜，每天“三班倒”；山洞
里没有电灯，我们用蜡烛照明。记得有
一次，有位女战士一手拿蜡烛，一手抄
电报，由于精神过于集中，竟把自己的
头发烧着了。

电报室设在距住处500多米的另一
座山的坑洞里。每天上下班，我和战友
需要爬上山再下山。冬天山上覆盖了冰
雪，山路很滑，我们经常摔跤。逢雨
天，小路变得十分泥泞，弄得我一身
泥。同时，我们还要提高警惕，特别要
注意防空，一旦听到防空警报的枪声，
我们就要立即停止发报，待警报解除后
才能再发报。我们的发射机只要一进入
工作状态，敌机上的无线电测向仪就可
能测出电台的大概位置，马上就会对我
方进行狂轰滥炸。此外，当时我们用的
发报机是由手摇发电机供电的，如果报
务员技术不熟练，拖延了时间，就可能
误事。因此，我们除担负战备值班的任
务外，还要抽空进行学习和高强度体能
训练，以提高工作质量。

参战期间，我和战友严格要求自
己，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受到领导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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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大榭岛登岛之战
吴小龙

范子侠临城巧设伏击战
梁银安

我在朝鲜战场当战地通信兵
王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