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 年，我作为一

名志愿军战士，随部队

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

朝作战。在战场上，我

经受了重重考验，并在

战火中锻炼、成长。那

段时光让我至今仍难以

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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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洲在陕西省立“四师”
缪平均

潢光战役中红军“四处开花”
胡遵远

芹菜塘反“围剿”
孟纬

夜间行军

1952 年冬天，我随部队进入朝
鲜。为了躲避敌机扫射轰炸，我们白
天荫蔽在丛林壕沟中，在树丛中垫上
些小树枝，铺上雨布，就地休息。夜
间起身行军，不少困难也随之而来。
有一天，我们全副武装夜行军，由于
负荷重、速度快，才走了两个多小
时，我和战友们已经是大汗淋漓，内
衣都湿透了。突然，气温骤降至零下
20摄氏度左右，又刮起了风，风顺着
我们的袖口、裤筒吹进来，汗湿的内
衣顿时结上了一层薄冰，随着我们的
步伐，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响声。

越向南前进，敌人为我们设置的
障碍也就越多。有时凌晨两三点钟，
敌人的飞机也会飞来空袭。每到这
时，敌人飞机的呼啸声、机枪的射击
声、炸弹的爆炸声以及我军防空武器
的发射声会响成一片，震得头“嗡
嗡”的。不久，我们就“习惯”了，
敌机一来，我和战友们就迅速利用地
形卧倒，并警惕地向四周张望，待敌
机飞走，我们就立即跃起，整队继续
前进。

我们行军时也多次遇到敌人炮兵
的封锁线。每当此时，我们就按照部
署，选择时机跑步通过。一次，刚过
封锁线，就听到后面传来爆炸声。

在行军途中，我们还要随时应对
很多突发情况。记得一天夜间，我们
在行进途中，前面突然传来了“脱棉
裤、鞋袜，准备过河”的指令。当夜
天上有云，我们只能借助白雪映出的
一点点月光，看到前面河水的依稀轮
廓：河宽约 50 米，水深半米左右，
尚在流动。我和战友们脱下棉裤、鞋
袜，小心翼翼地踩着冰冻的河岸进入
水中。河底很滑，我们很难掌握重
心，于是大家手牵着手奋勇前行。流
水带着碎冰块向我们身体撞来，顿时
让我尝到了冷、酸、痛、麻一起袭来
的感觉。我咬紧牙关，和战友们鱼贯
而行，竭尽全力保持平衡不摔倒。上
岸后，大家迅速穿上棉裤和鞋袜，顿

时感到一股暖流“油然而生”。这里
远离前线，虽然不能出声，但黑夜
里还是能听到有的战友牙齿在情不自
禁地打战，还有人不自觉地发出的

“嘶——哈——”“嘶——哈——”的
声音。

举枪打敌机

1952 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企图从朝鲜东西海岸登陆，向志
愿军侧后进攻，突破志愿军防线。我
团接到命令，奔赴朝鲜西海岸某地阻
击敌人。我们连到达预定地点后，发
现这里由于敌机的多次轰炸，民房几
乎全被炸塌了，一片荒凉。我们随即
一面抓紧时间抢筑工事，一面在严密
伪装下加强练兵。

一天，空袭警报突然响了，我们
抬头一看，阵地的东南方向有七八个
小黑点迅速由小变大，声音由弱到强
——是敌机！猛然间，敌机俯冲下来
投弹扫射。我反应较快，听到射击口
令后就立即举枪向敌机射击，一时
间，阵地上的战友们纷纷举起步枪、
机枪，随着我们的高射炮向敌机打
去。不久，一架敌机拖着黑烟掉进了
海里，剩下的向南逃跑了。连长表扬
我动作快、战机抓得准、打得狠。我
心里美滋滋的。

通讯兵的“主业”——烧炭

阵地战期间，我军取得了明显的
战果，不仅巩固了已有阵地，把战线
始终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而且挤
占了敌人的阵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
有生力量。敌人只能依仗其“机炮协
同战术”对我阵地发起袭击——先用
侦察机寻找并发现目标，然后通知炮
兵向目标发射炮弹。当时，我部没有
野战炊事车，只能靠烧柴火做饭。柴
火发出的炊烟是敌机容易发现的目
标，为了避免炊烟暴露，造成人员伤
亡，我们做饭时就改烧木炭。当时我
在话务员班，随团部通讯连驻守朝鲜
北部的清水洞林区，奉上级指令，我

们在手头工作不忙时，就去帮助烧木
炭供前线炊事用。

烧炭，对于我们这些通讯战士来
说，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为
了把炭烧出来，并保质保量完成任
务，我和战友们开始多方求助。我们
一面写信发动国内的亲朋好友提供资
料，一面求教于当地老百姓。

经过紧张的学习，我们明白了哪
些树木适于烧炭，搞清了烧炭工作中
备料、挖窑、装窑、烧窑、封窑、启
封和出炭等每一个环节的“含义”。

“装、烧、封、启”都是“有一定技术
含量的工作”，装不好就烧不透，烧的
时间长了会化成灰，烧不到位有夹心
就变成次品，“封早封晚”“启早启
晚”，都会影响炭的质量，这就是人们
常说的“火候”。于是我们又花时间刻
苦实践，终于掌握了这一整套技术。

烧炭正式开始后，我承担起备料
工作。这是个“力气活”，每天不停
地重复砍树、削枝、截木(截成50厘
米左右的一段)，且一干就是10多个
小时，以至于感觉通讯倒成了“辅助
工作”。原材料的栗木很硬（当时只
能找到栗木烧炭），斧头砍不了几下
就钝了，砍断每一节木头都需要使出
浑身力气。开始时，干不了多久我就
感觉腰痛脚酸，手上也起了血泡，两
臂痛得难忍。在战友们的鼓励下，我
咬紧牙关，奋力保障每天装窑所需木
料，还把斧子磨得又快又亮。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很快
出了合格的炭。看着一车车的优质木
炭被运往前线，缓解了前线战友们的

“炊事需要”，我们这些“烧炭兵”个
个感到无比欣慰。

千方百计保持联络畅通

1953 年春，我从团部通讯连配
属到五连任话务员。不久，我们连接
替了“三八线”附近大德山西南侧高
地的坑道防务。进入阵地后，部队一
面警戒，一面抢修工事，迅速完成了
连接堑壕、交通壕，加固射击位置，
扩大和延伸坑道空间等工作。作为话

务员，我高度紧张，时刻保持连队与营
团的通讯联络。因当时联络机器质量不
佳，我准备工具，发现问题随时修理。

因有高山峻岭隔阻信号，为保通讯
畅通，我就选择将电台设置在坑道入口
处由炮弹箱改造的平台上。坑道上面的
土层有20多米厚，但敌人不断向我军
阵地开炮射击，炸得我头上的土层松
动、下落。为保护电台，我只好在敌人
炮击时向里面移动。但受炮弹爆炸影
响，即使在坑道里面，也有土石块不断
掉落，我就在电台上铺上雨布加以防
护。坑道内有时会出现回音，影响收
发。为确保联络畅通，我就跑到看起来
较为安全的交通壕或堑壕里坚持工作。
我连坚守阵地的3个多月时间里，与营
团的联络从未间断过，我也因此受到上
级领导的多次奖励。

和战友们坚守坑道，直至停战

坚守坑道期间，我们每一个干部战
士配有两个救急包(自救用)和一个白布
条，上面注明姓名、番号、籍贯等，准
备随时为祖国献身。

全连指战员天天一身汗水一身泥。
由于没办法清洗，大家身上长了虱子。
我们长期生活在坑道里，吃不到新鲜蔬
菜，见不到阳光；加上为了隐蔽，坑道
只有拐弯处设有一盏小小的油灯，因
此，很多战友视力下降，甚至得了夜盲
症，到了傍晚就看不清物体。虽然生活
条件艰苦，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那就是：消灭敌人，完成任务!

1953年7月26日晚8时，我师部队
在 4个炮兵团 100多门火炮的配合下，
向美军一处山上的阵地发起进攻，经过
激烈战斗，全歼守敌。美军组织反扑，
企图夺回阵地，被我师打退。27日晨，
山下美军得到了停战的消息，只得放弃
夺回阵地的企图，灰溜溜地撤走了。

9 月 27 日晨，正在坑道中坚守的
我连指战员得到停战的消息。大家纷
纷走出坑道，顿时欢呼跳跃，“祖国
万岁”“和平万岁”的口号声在山谷
间回响。
（作者系解放军某部干休所军休干部）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点滴回忆
肖范涛

1946年9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
军第十六军、五十三军，在空军、坦
克的配合下，向晋察冀解放区发起大
规模进攻，企图迅速夺取重镇怀来。
为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军晋察冀军区
部队立即投入作战。晋察冀野战军第
二纵队主力及地方部队一部于怀来、
延庆地区，构筑起一条纵深约40千
米的防线，从正面抗击敌人进攻；第
一纵队及第二纵队第四旅、第三纵队
第七旅、第四纵队第十旅和独立第五
旅等部队隐蔽集结于怀来、延庆及其
以南地区，伺机消灭来犯之敌。

29 日清晨，国民党军用飞机、
大炮、坦克对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
进攻最激烈的时候，一天之内竟向二
纵一处阻击阵地发射炮弹 7000 余
发。随后，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步
兵轮番进攻解放军阵地。晋察冀阻击
部队在二纵司令员郭天民的率领下依
托阵地工事英勇抗击敌人——当敌人
炮火猛烈时，战士们隐蔽在堑壕深
处，等敌人步兵冲上来时，就集中火

力打击敌人；敌人坦克掩护步兵冲到
战壕前沿，战士们就用集束手榴弹
和汽油瓶先打敌坦克，然后以突击
队发起反冲锋，插入敌人步兵群，
与敌展开白刃战。敌人进攻多日，
不仅进展微乎其微，反而损失惨
重，有些国民党将校背地里称呼郭
天民为“郭铜墙”。

10月3日，国民党军投入“第二
梯队”，在一天里对解放军守卫的怀
来以东阵地发动多次猛烈进攻，均被
打退，被迫转攻为守。一纵司令员杨
得志、政委苏振华得到“敌一〇九师
退缩至东花园、西花园、太师庄等
地，以待援兵”的报告后，果断决定
趁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发动夜袭。3日
夜，一纵5个团秘密包围了东、西花
园，突然发起进攻，在40分钟内歼敌
一〇九师325团全部、327团1个营近
2000人，缴获坦克3辆，并于4日凌
晨2时胜利撤出战斗。第二日夜间，
解放军再次出其不意地对驻南辛堡、
太师庄的敌一〇九师发动夜袭，一举

消灭敌人近700人。二纵也恢复了被
敌占领的阵地。与此同时，从怀柔方
面向怀来进犯的国民党军一一六师也
遭到了沉重打击，仓皇退回怀柔。

正面进攻失败，蒋介石只得投入
预备队四十三师、一二一师，命令他
们从东南方向绕过解放军正面阵地进
攻怀来。敌人的调动早已被解放军察
觉，为粉碎敌人企图，在晋察冀军区
首长的指示下，杨得志、苏振华迅速
集中第一纵队全部，第二、三、四纵
队的两个旅和一个团，赶到敌人必经
的马刨泉村设伏。

10月8日晨，担任“运动防御”
的解放军小分队边打边撤，将国民
党军四十三师一二七团引向马刨泉
村伏击圈。晚 6 时，进入马刨泉
后，焦渴难忍的敌人纷纷涌向村南
小水沟抢水喝，一时间混乱不堪。
解放军随即发起攻击，全歼敌一二
七团1600余人。

杨得志、苏振华判断敌预备队遭
此打击后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战斗

结束后立即召集各旅首长分析敌情，研
究下一步作战部署。经讨论决定，针对
敌人进攻的三个方向，采取“盯一路、
阻一路、打一路”的战术，准备“分别
对待而各个歼灭之”。

9日，敌人果然兵分三路进犯。解
放军各部按照既定部署迅速投入战斗。
七旅将敌人一部紧紧钳制在长城峪、
横岭地区。在南石岭方向，一纵二旅
以两个营的兵力分别扼守东、西山阵
地达47小时，连续打退敌四十三师主
力的 10 余次冲锋，敌人伤亡 600 余
人，有力保障了主力部队在其他地区
作战的胜利。

10日晚7时，解放军参战主力各旅
向敌一二一师发起了战斗：十旅在山神
庙击溃敌三六一团后，又于午夜以1个
营由山神庙侧后插入敌阵，全歼敌三六
一团。三旅经彻夜激战，攻占了大村东
南、田庄西北各高地，并向田庄发动进
攻。二旅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控制了
淤泥坑西北、畅村东南各高地，并奇袭
敌一二一师师部，生俘敌师副参谋长。
敌人失去指挥，在死伤1000余人后全
面溃退。解放军各部乘胜追击，至第二
天拂晓结束战斗。

至此，解放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怀
来、延庆及其以南地区的作战中，打退
了敌人6个师的进犯，消灭敌人1.15万
人，缴获了大批美式装备，粉碎了蒋介
石迅速夺取怀来的企图。

怀来阻击战解放军智勇双全
贾晓明

1923 年，受李大钊委派，共产党
员李子洲回陕西开展工作。1924 年 5
月，李子洲出任位于绥德的陕西省立第
四师范学校 （以下简称“四师”） 校
长。在开学典礼上，李子洲发表讲话，
表示自己“迁就此职”不“只为师资教
育、个人职业”，而是“为传播马克思
主义思想种子”“建设人类最科学最美
满最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

上任后，李子洲确立了“发展青年
身心、培育积极道德、注重科学教育、
造就优良师资”的办学宗旨，大刀阔斧
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李子洲从北大、
北师大等处先后聘请共产党员王懋廷、
王复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田伯荫、杨明
轩、常汉山等人到“四师”任教，作为
改革旧教育和培养新人才的依靠力量。
这批教师团结在李子洲周围，积极组织
制定新的教学大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在李子洲的主持下，学校不仅引入
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
课程，还在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的
教学中补入有关新思想、新文化的内
容。凡路过绥德的共产党员和知名人
士，李子洲都把他们请到学校，给学生
们作报告。学校图书阅览室购入《中国
青年》《向导》《共进》《列宁传》等图
书、杂志 2000 多本，供学生自由阅
读。除授课外，李子洲还主持成立了图
书杂志辅导委员会，给学生们讲解马克
思主义理论知识，启发教育学生们关心
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

在李子洲的指导下，大批青年走上

革命道路。不久，“四师”成立了学生
会，组织起进步团体共进分社、陕北青
年社，创办了进步刊物《陕北青年》。

李子洲率领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对群
众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工作。为锻炼学
生演说和宣传工作的能力，李子洲等每
周领导学生召开讲演竞赛会，自由选
题。他还指导学生排演新剧，每月演出
一次或两次，在学校大操场欢迎各界人
士观摩。寒暑假期，李子洲号召学生利
用回乡时机，对家乡父老宣传新思想、
新风尚、新精神。“五卅”惨案后，李
子洲等人带领学生走上街头。他们散发
传单，在街头发表演讲，声讨帝国主义
的罪行，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李子
洲等人在“四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
团陕北特别支部，帮助其他学校建立中
共党团组织，从中选派一批党团员进黄
埔军校学习，还派一批党团员到陕北军
阀部队做兵运工作，发展百余名官兵加
入了中共党团组织。

随着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四师”声
名远播，吸引了来自陕西及邻省的大批有
志青年前来投考。为满足这些青年的求学
愿望，李子洲将一年一度的招生制度改为
春、秋两季招生，并号召“四师”学生利
用寒暑假期改造私塾，开办平民夜校。在
他的主持下，学校老师还改编出一套适合
平民教育的教材供夜校学子使用。

在李子洲的领导下，“四师”面貌
焕然一新，迅速成为陕北地区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1926年 6月，
在“四师”成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委
会，统一了陕北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

1932年3月至5月，国民党二十路
军乘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皖西苏家埠地区
作战之际，调动在潢川县城附近的3个
旅，分别攻占潢川以南的仁和集、东南
的双柳树和潢川、固始间的桃林铺；又
以新编第二十师分布于光山县城及其以
南的椿树店、槐树店，企图长期据守并
伺机继续向鄂豫皖苏区进犯。

苏家埠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总
指挥徐向前迅速率领红四军第十、第十
一师，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
团 （原方面军教导团改称），于6月初
由苏家埠西返豫东南商城地区，与红四
军第十二师会合。

为收复潢川、光山南部地区，红四
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潢（川）光（山）
战役，并迅速制定了“分割包围，各个
击破”的作战方案。

6月12日，战斗打响。当天，红四
军十师迅速奔袭椿树店、槐树店，在消
灭国民党守敌新编第二十师1个团大部
后，乘胜进逼光山，直抵州河南岸，使
敌新编第二十师主力不敢轻举妄动。当
晚，红四军十二师和红二十五军军部率
新组成的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分别包
围双柳树和仁和集；红十一师秘密进至
潢川以南璞塔集、彭店地区，阻击可能
由潢川南援之敌。13日，红十二师对
双柳树反动突袭，消灭敌守军两个营大

部，并乘胜追击，将逃敌追歼于薛店地
区。同日，红十一师经一日激战，攻入
璞塔集，歼灭由潢川南援的国民党军两
个团及反动民团1000余人。红七十三
师和少共国际团则对仁和集守敌采取

“围而不攻，日夜袭扰”的战术，搞得
敌人筋疲力尽，并及时将双柳树、璞塔
集的敌人被红军歼灭的消息传给敌人。
被围敌人因此陷入极度恐慌，多次组织
突围，均被红军击退。

16 日拂晓，仁和集守敌孤注一
掷，冒死突围，冲开一个“缺口”。约
两个团的敌人“突围”后向西逃跑，被
红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二一九团随后追
击，最后在谈楼地区被包围消灭，敌
旅长李万林也被活捉。与此同时，红
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和少共国际团迅速
堵住“缺口”，并乘势攻入寨内，很快
将尚未逃出的国民党军 1 个团全部歼
灭。至此，潢光战役胜利结束。此
战，红四方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8 个
团，毙伤俘敌近万人 （其中包括毙敌
旅长 1 人，活捉敌第七十六师参谋长
李亚光和敌旅长李万材）；缴获各种枪
7000 余支 （挺），不仅收复了商城以
西、潢川和光山以南大片地区，更扩
大了部分根据地，胜利粉碎了国民党
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
剿”。

1948 年深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
军第一纵队在中共桂滇边工委前线委员
会的领导下，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回
师云南南盘江北岸广大地区。

一纵连战连捷，消灭了大批地主恶
霸武装和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缴获了大
批武器弹药，各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

国民党云南当局见状，急忙调集
“中央军”二十六军五七八团的两个营对
一纵实施“围剿”。这股敌人气焰十分嚣
张，宣称保安团“全是饭桶”，吹嘘自己
很快就会“一举歼灭”一纵主力。

中共桂滇边工委前线委员会经研究
后决定：利用敌军骄傲轻敌、急于邀功
的弱点，先与之周旋，诱敌孤军深入，
然后通过运动战伺机歼灭。

七支队队长孙太甲等去做董马乡乡
长的统战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2
月 11日，敌人“中央军”两个营开进
董马乡。乡长一面“热情招待”，一面
将其人数、装备和行军路线暗中打探清
楚，并派人迅速将情报传递给一纵。

12日晚，桂滇边工委前委和一纵
领导紧急在梁子街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里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
一纵司令员朱家璧率七支队一大队和
纵队机关干部共 300 余人大张旗鼓地
在梁子街发动群众，将敌人吸引过
来；一路由前委书记庄田率 400 名精
干指战员隐蔽进至董马乡与梁子街之
间的芹菜塘 （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
200 米的峡谷） 据险设伏，消灭前来

“围剿”的敌人。

得到“共军仅300人在梁子街”情
报的敌人出动一个营，在营长的带领下
急速向梁子街扑来。12 月 14 日正午，
敌人先头部队进入一纵的伏击圈。庄田
发现：敌营长摆出“一字长蛇阵”，派
一个连在前探路，自己带着一个连保护
机炮连和辎重居中，让一个连断后，于
是命令战士们：待敌军全部进入伏击阵
地后，首先集中火力向敌指挥官射击，
将其消灭，然后再穿插分割，全歼敌
军。不久，敌营长见前锋部分士兵已经
走出芹菜塘峡谷却“安然无恙”，便指
挥敌军鱼贯而入。

庄田见时机成熟，当即一声令下，
埋伏在峡谷前后和两边半山上的一纵指
战员同时向敌军猛烈开火，子弹、手榴
弹雨点般地向敌人打去。敌营长在一纵
猛烈的射击中被击毙，敌人顿时成了乌
合之众。在一纵的密集射击下，敌人溃
不成军，到处乱窜。一纵各部立即实施
穿插分割，将残敌斩成数截，并向敌人
宣讲俘虏政策。敌人230多人放下武器，
举手投降。走在前面、侥幸没有被包围
在芹菜塘峡谷的敌人前锋30多人企图逃
走，被埋伏在芹菜塘外的西畴县民兵包
围歼灭。

芹菜塘伏击战全歼敌人一个营，缴
获八二炮3门、六〇炮3门、重机枪3
挺、轻机枪 24 挺、步枪 300 多支以及
大批子弹、骡马和军用物资，不仅一战
打破敌人正规军的“围剿”，更为在滇
东南继续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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