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王道平率部

驰骋于鲁西南战场，同日伪

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并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作出了卓越贡献，被抗日军

民亲切地称为“鲁西南半壁

屏障”。2015 年 8 月，民政部

公布了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

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600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王道平的英名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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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夜袭克山城
吴小龙

解放军“火速”克桂林
杲学军

攻济南七十三团勇登城
杨治钊

被推举为“武林盟主”

王道平原名王喜太，1886 年出
生于山东省曹县砖庙镇王阁村，年轻
时曾参加辛亥革命、北伐，在鲁西南
民间颇有影响力。

1936 年初，王道平在张家口结
识了共产党员于子元。在于子元的启
发教育帮助下，他的思想觉悟大大提
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年
底，两人先后回到曹县开展工作。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鲁西
南的情况非常复杂。王道平和于子元
研究决定：收编地方武装，组建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此后，他
们更是积极筹措款项，购买枪支弹
药。一次，王道平听说在陇海铁路附
近的吴桥有旧军队遗弃的两门大炮，
立刻派精干人员前去寻找。在知情人
的指点下，果真挖出了两门“八二”
迫击炮和27发炮弹。

1938 年初，王道平指挥由他组
建的“飞兵游击队”，袭击了拒不抗
日的国民党曹县二区区部，缴获步枪
百余支和部分弹药。接着，王道平又
出兵消灭了多股为害乡里的地主武装
和土匪。从此，王道平和“飞兵游击
队”声威大震，队伍迅速发展到
1500余人。

同年秋，为联合各路武装共同抗
日，王道平决定在曹县魏湾集东门外
召开鲁西南“武林大会”。这天，魏
湾集高搭戏台，唱起两台大戏，鲁西
南的绿林武装多应邀前来。在王道平
的说服下，各路武装一致表示团结抗
日，并决定成立“鲁西南抗日游击大
队 ”， 推 举 王 道 平 为 “ 武 林 盟
主”——司令员。

时隔不久，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
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覃健、政委常玉
青率部东进至黄河岸边的桑村集一
带，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王道
平、于子元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
决定带领队伍前往接受八路军的训练
和整编。

途中，由于日伪的围追堵截和国
民党顽固派的捣乱破坏，一些绿林人
士离开了王道平。在于子元的劝慰
下，王道平率领老部下克服重重困
难，来到了桑村集。

在这里，覃健、常玉青率领八路
军指战员为王道平等人举行了隆重的
欢迎大会。一个月后，八路军一一五
师领导机关决定：将原鲁西南抗日游
击大队改编为一一五师陇海支队，并
任命王道平为司令员。

两个多月发起对敌战斗20余次

1938 年底，王道平和陇海支队
经过三个月的整训，奉上级命令回到
鲁西南开展工作。王道平的“飞兵游
击队”成了八路军，这个消息很快传
遍鲁西南的村村寨寨。不久，八路军一
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两个连来曹
县，与范筑先第十三支队冀炳南部及
王道平陇海支队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
师挺进纵队，下辖4个支队，王道平任
纵队副司令员兼三支队司令员（后挺
进支队改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特务
团）。得到消息后，各地群众纷纷参军，
王道平的原部下也纷纷率部来归。

菏泽县李庄集村恶霸地主陈百
顺，依仗日伪势力成立了100多人的
地主武装——杆子会，扬言要“吃
掉”陇海支队。王道平闻讯后，决心
打击这支地主武装。1939 年农历正
月十三是李庄集庙会，这天一早，王
道平向侦察排排长刘成德做了一番秘
密布置。刘成德接受命令后，化装走
进李庄集摸清了敌情。随后，王道平
带领20多名身藏武器的战士，扮成

“赶会人”模样进入李庄集。
据情报，陈百顺在李庄集经营着

一家烟酒糖茶大商店，字号叫“陈家
丰”，当天，陈百顺带着几个随从正
在二楼。王道平率领部分战士来到

“陈家丰”，出其不意下了守卫的枪，
活捉了陈百顺，缴获了陈百顺刚从伪
军处购置的所有新式武器。

当时，曹县高辛庄有个高圣军，
是鲁西南头号大地主。日伪侵占鲁西
南后，此人立刻投靠，被日伪封为

“总联庄会会长”。他借助日伪势力，豢
养了100多名家丁，装备了大批武器
（其中包括4挺机枪、两门迫击炮），又
强迫群众，在村子内外修筑了两道寨

墙，企图以此和共产党、八路军“对
抗”。王道平曾派人3次登门交涉，希
望他痛改前非，在八路军的领导下共
同抗日。高圣军不但拒绝，还传出话来
说，“王道平要敢动他的一根草，就白
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王道平决心收拾这个恶霸。经过
周密准备，王道平率部队突然把高辛
庄包围起来，杨得志也抽调一个营的
兵力赶来协助王道平的这次行动。围
寨的第二天，八路军政工人员再次向
高圣军喊话，要他缴械投降。但高圣
军自认“武器好、守备严”，企图负
隅顽抗，等待日伪前来增援。

当天夜间，攻寨的战斗打响。经过
激战，外寨被八路军占领，但守寨家丁
仍凭借内寨工事和机枪、迫击炮继续
顽抗。午夜，八路军发起进攻，高圣军
亲自上寨墙督战。突然，内寨的大门从
里面被打开了——原来在战斗打响
前，王道平已选出几名战士化装打入
高辛庄。在八路军的里应外合下，守寨
家丁全部举手投降，高圣军也被活捉。

此后，王道平率部积极开展游击
战，两个多月的时间连续发起大小战
斗20余次，给予盘踞在鲁西南的日
伪军和地主武装沉重打击，部队很快
扩充到 1000余人，政治素质和战斗
力也得到普遍提高。

1939年 3月，杨得志率八路军冀
鲁豫支队部分主力来到鲁西南。王道
平所部改编为杨得志领导的冀鲁豫支
队二大队第三营，王道平任营长。6月
22日，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在曹县东
南苗堤圈一带设伏，痛击进犯的日伪
军。战斗中，王道平率领三营与兄弟
部队密切配合，奋勇冲杀，毙敌 200
余人，缴获山炮一门和大批枪支弹
药。6 月 30 日，杨得志指挥冀鲁豫支
队攻克了汉奸、国民党顽固派盘踞的
定陶县城，消灭敌人 1200 余人，王

道平率三营参加了这一战斗。不久，
王道平又亲率三营指战员对南章集守
敌发动夜袭，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刚柔并济扫敌顽

1940年 7月，冀鲁豫支队根据抗战
形势的需要，将部分主力地方化，王道平
领导的第二大队三营改编为鲁西南军分
区定(陶)曹(县)支队，由王道平任司令员。

此后，杨得志和冀鲁豫支队主力奉
命北调，鲁西南根据地仅留下地委机
关、实际兵力不足一个营的军分区独立
团以及王道平的定曹支队等少量地方武
装。日伪军和盘踞在鲁西南根据地周边
的顽杂头目，气焰又嚣张起来，他们纠
合在一起，集中六七千人的兵力，从四
面八方向根据地大举进攻。

面对敌人四面合围的险恶局势，鲁西
南抗日军民奋起抵抗。曹县、定陶交界处
的刘岗、曹楼、伊庄三个大村庄，是中共鲁
西南地委所在地。八路军地方武装和民兵
坚守刘岗、曹楼、伊庄，英勇抗击优势敌人
的进犯，坚持4个月之久，并最终取得胜
利，保住鲁西南根据地，创造了固守平原
乡村的经典战例。在中共鲁西南地委领导
下，王道平率部参加了“红三村”保卫战，
不仅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更利用旧关
系，动摇、分化、瓦解敌人，为“红三村”保
卫战取得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当时，从西面扑向“红三村”的考
城县顽军头目胡罗头，原为王道平旧
交。为打破敌人“包围”，王道平毅然
决定只身去见胡罗头。见到胡罗头后，
王道平向他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并正告他：八路军主力部队虽
暂时撤离，但并没走远，胡罗头如死心
塌地为日军效劳，八路军主力一旦回
师，必将受到沉重打击。

王道平的思想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胡罗头表示不与共产党、八路军为
敌，随后还秘密卖给八路军一些子弹和
药品。

胡罗头部按兵不动后，王道平又开
展了对石福启部的说服工作。在王道平
细致的思想工作下，石福启也对部下下
达了停止进攻“红三村”的命令。

坚持鲁西南对敌斗争，直至
生命最后一刻

“红三村”保卫战胜利后，王道平继
续率部活跃在鲁西南，打击日伪顽的进
犯，并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的壮大和鲁
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奉献了自
己的全部心血。1942年7月，八路军冀鲁
豫军区教七旅两个团在曹县西北杨集与

“扫荡”日军骑步第四旅团部队遭遇，双
方展开激战。王道平闻讯后率部增援，配
合教七旅消灭了这股敌人，歼灭日军100
余人、伪军70余人，缴获战马20余匹。

12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进
行调整，王道平任第五(鲁西南)军分区
定曹地区游击支队支队长。他率领部队
多次主动出击，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
力量，得到杨得志等上级领导的多次嘉
奖，被根据地抗日军民亲切地称为“鲁
西南半壁屏障”。

由于长年戎马倥偬，王道平身患肺
病，行军打仗中经常吐血不止。组织上
和同志们多次劝他离开部队静养，他都
以“抗战要紧”为由而婉言拒绝，继续
坚持工作。1944年 3月 14日，王道平
不幸病故于军旅之中，终年58岁。鲁
西南地委将其安葬在他的老家王阁村，
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作者单位：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
人武部）

“鲁西南半壁屏障”的传奇
王贞勤

1942年4月至6月，按照中共鄂
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的统一部
署，在全区正式组建第一、第二、第
三军分区。其中，第二军分区（即鄂
中军分区）成立后，下辖独立五团，
安应、云梦、应城等军事指挥部和汉
孝陂县大队等部队。鄂中军分区成立
后，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县地方武装，
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一系列对
敌斗争的胜利。

1944 年，日军对平汉铁路沿线
大举“扫荡”，继而实行“高度清
乡，扩展清乡”，企图以此来分割、
侵占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配合新四
军五师主力，通过实施机动作战，粉
碎了敌人的“扫荡”“清乡”。

6月，鄂中军分区领导根据地军
民将花园至小河、杨店至东阳岗、花
园至陈店的原有公路和敌人新修公路
全部破坏，使日军的机械化兵力无用
武之地，并将公路上的桥梁全部捣

毁，沿途的电线杆全部砍掉，电线收
割至尽，使敌人联络完全瘫痪。云
梦、孝感等地的地方武装在军分区主
力部队配合下，破坏铁路、袭击日伪
据点，使参加“清乡”的日伪军损兵
折将、疲于奔命。

鄂中军分区决定乘军民反“清
乡”、反“扫荡”的高昂士气、接连
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袭击驻扎在伍
洛寺镇的伪三师。

伍洛寺镇地处云梦、孝感之间。
日军害怕云梦、孝感县城的守军被新
四军单独“吃掉”，便指派伪“国民
军第三师”进驻伍洛寺镇，企图在此
建立据点，加强两个县城之间的联
系。伪三师到达后，在街上修碉堡、
筑工事、加固寨墙，并以此为基地，
不断配合日军“清乡”，人民群众对
其恨之入骨。

为了消灭这股敌人，鄂中军分
区派出精干侦察员化装成卖菜农民
混入镇内侦察敌情，并与“内线”

接上关系。摸清了伪师部及其警卫
队驻地、敌人火力分布情况以及近
两天的口令。

经研究，鄂中军分区决定采取
“擒贼先擒王”的作战方案：由独立
五团 3 个连以重火力控制街心的敌
人碉堡，并守护在街北水塘边，阻
击云梦据点的敌人援兵；汉孝陂县
大队埋伏在街东南县河岸边，截击
逃窜的敌人，并监视孝感等方向的
敌人援兵；军分区公安分总局手枪
队、云梦指挥部的 1 个手枪连为突
击队，于突破敌人外围后直扑大庙
驻地，消灭伪三师师部和伪参谋处
及其附属部队。

6月17日，鄂中军分区各部按既
定战斗部署悄悄进至预定地点，于午
夜发起进攻。突击队从街西涉水过河，
在河岸的倒口处剪除铁丝网等障碍进
入街口。被敌哨兵发现后，突击队员准
确回答了“口令”，并迅速接近敌哨卡，
缴了敌哨兵的枪。在敌人哨兵的“带

路”下，突击队迅速接近大庙，将伪师部、
伪参谋处、街北保安队、伪警卫营分别包
围起来，并立即发起进攻。大多数被围敌
人刚从梦中惊醒，就当了俘虏。在“内线”
的说服教育下，保安队没放一枪，就全部
缴械投降。伪警卫营营长发觉不妙，企图
指挥士兵顽抗。在俘虏的指引下，突击队
员对着伪营长位置一顿扫射，将他当场
击毙。大庙中的伪师部敌人，企图凭借坚
固的围墙固守待援。指挥员当机立断，命
令采取火攻。突击队员搬来在伪参谋处
缴获的14桶汽油，在火力掩护下突进围
墙，把汽油泼进院内，然后点燃干柴扔了
进去。一时间，大火冲天而起。伪军纷纷
缴枪投降，有几个企图越墙逃窜，被突击
队员击毙。

得到伪三师被围的消息，云梦据点
敌人首先出动来援，但在途中被新四军
打援部队击退。另一方向的伪保安团也
准备出兵增援，却听到据点外几个新四
军战士高喊“伪三师已经被消灭”，顿
时吓得乖乖躲在据点不敢动弹。

天明前，鄂中军分区各部胜利结束
战斗。据统计，此次战斗击毙伪三师官
佐50余人、士兵80余人，俘虏伪参谋
主任以下官佐23人，不仅彻底打掉了
伪三师师部，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
军需品。伪三师残部闻讯后顿时溃散。
根据地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感谢新四军
为他们除掉了一方祸害。

伍洛寺战斗，新四军“擒贼先擒王”
贾晓明

1940年9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决
定攻打克山县城。当时，克山县城驻
有日本守备队百余人，伪军一个团千
余人，气焰十分嚣张。9 月 25 日，东
北抗联第三路军参战部队到达距克山
县城七八里地的隐蔽地点。为了防止
城内敌情有变，攻城军事指挥王明贵
又派人进城进行侦察。天黑后，侦察
员回来告知敌情没有任何变化。第三
路军政委冯仲云当即命令部队向克山县
城开进。

按照部署，当晚，部分指战员化装
成伪军，从县城西北角进入城内，丝毫
没有引起守城敌人的注意。抗联战士进
入北街后，立即分头行动：三支队攻打
县公署等处，九支队攻打伪军团部。

九支队队长边凤祥率部很快逼近伪
军团部，结果了敌人岗哨，战士们飞快
地冲进伪军团部大院，迅速杀进各营
房。伪军团部和迫击炮连的敌人一枪未
发就全部做了俘虏。九支队中队长冯魁
率人打开武器库，将能运走的武器弹药
全部运走，不能运走的就地销毁。部分
战士埋伏在伪团部门口的工事，准备阻
击前来增援的敌人。

冯仲云、王明贵率领的三支队七大
队包围了县公署。两个战士抓住了一个
刚从县公署出来的伪职员，经审讯得
知，县公署大门已经被紧紧锁闭。王明
贵当即决定从后门发起进攻。战士们架
起人梯，用钳子剪断电网，在墙头上架

起机枪，做好了战斗准备。不久，九支
队偷袭敌营成功的信号传来，战士们迅
速越过高墙，向敌人营房冲去。敌人被
打得措手不及，只好向前门逃窜，企图
开门夺路而逃，慌乱中无法打开前门的
锁，被堵在前院。抗联战士仅用20多
分钟就胜利占领伪县公署。战斗中，七
大队队长白福厚发现不远处有日本战刀
的闪光，抬手一枪将举刀敌人击毙，缴
获了他的手枪和战刀。后来发现，这个
被击毙的敌人就是克山县日本警长。

接着，王明贵又带人杀入县公署附
近的监狱，救出被敌人关押的群众200
余人。

与此同时，三支队八大队中队长任
德福带领部分战士向十字街中央炮台冲
去。他们杀进了炮台门，俘虏了里面的
十多个伪军。

此时，驻城外的日本守备队得到县
城被抗联攻克的消息，立即乘两辆汽车
赶来增援。抗联打援部队采取“开门揖
盗”的战术，放敌人入城。当日本守备
队汽车开到离伪军团部门口20多米处
时，遭到埋伏在伪军团部门口九支队机
枪班的猛烈射击，埋伏在十字街西侧的
任德福中队也从侧翼发起攻击，打得日
军死伤惨重，残敌丢下汽车，连滚带爬
逃出城外。

抗联部队在消灭日伪军近千人后，
押着俘虏，携带大批战利品主动撤出克
山县城，胜利返回后方基地。

1949年 11月，解放广西战役打响
后，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军按上级既定
部署，一路击破国民党军的抵抗，沿
湘桂线向桂林进军。

一二三师在桂北人民解放总队部
队的配合下迅速解放全州县城。为了
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一二三师以
日行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于11月19
日在兴安以北光华铺一带击溃敌军防
线，并一路尾随逃窜的敌人，迅速追
击至湘桂铁路的重要隘口严关一带。
在严关至大溶江之间，师首长命令三
六七团向该敌侧后迂回，三六八团沿
铁路直插大榕江，抢占大溶江北桥，
截断敌人退路。

此时，四十一军的右翼一二二师
沿着湘桂路的西侧也向大溶江、桂林
方向迂回。该师在资江以东越过一路
狂逃的敌人，抢先到达大溶江，占领
了大溶江以东桥头阵地。

一二三师三六八团指战员冒雨沿
着湘桂铁路一侧向大榕江方向迅猛前
进。20 日凌晨 4 时行至小榕江路段
时，该团战士发现铁路另一侧有人抽
烟划火——原来大批逃敌正和三六八
团沿着铁路同向前进。团首长立即传
令各部左臂绑上毛巾，所有枪支全部

上膛，随后果断下令向敌人开火，一
举俘虏逃敌800余人。

一二三师师部率三六九团赶到大
溶江时，逃敌已经将江上大桥炸毁。
三六九团立即在大溶江残桥上架起了
一座长 100 米的新桥，保证了师主力
迅速过江，抢占大溶江车站和桥头阵
地。敌军发现解放军已通过大溶江，
立即丢弃阵地向灵川方向逃跑，解放
军于当日占领了兴安，并跟踪至小榕
江敌阵地前沿。

国民党军在小溶江以南的险要地
形构筑阵地，企图阻击解放军前进。
一二三师通过审讯俘虏掌握了小榕江守
敌的部署，并立即发起进攻，击溃守敌。
残敌向灵川、桂林方向逃窜。解放军乘胜
追击，沿途歼敌4000余人，很快攻占灵
川县城。部队在进至甘棠渡时，遇敌军一
个师的阻击，一二三师指战员随即强渡
并发起猛攻，将敌人击溃。一二一师在突
破黄金桥时歼敌800余人。

22日14时30分，一二三师于沿途
歼敌1000余人后进入桂林市，并在火
车站缴获了装载的大批军用物资和银
圆。其后，四十一军各部部队也进入
桂林城，受到中共桂林市城工委和群
众的热烈欢迎。

1948 年 9 月 16 日，解放济南战役
打响。解放军与守敌激战，很快扫
清外围，攻破济南外城。国民党军
退缩进济南内城，企图以坚固城墙
继续顽抗。

解放军攻城部队决定在炮火支援
下，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对内城实施
突击。9 月 23 日黄昏，接受突破济南
内城任务的七十三团三营七连前进到
既定阵地。这里与敌人只隔一条护城
河，河上有一座小石桥，对面就是济
南老城城墙和气象台。战斗打响后，
五班战士在解放军炮火掩护下，用炸
药包将敌人设在城墙前的地堡炸毁，
打开了通向城墙的道路。接着，六班
战士用一根三丈多高的竹竿顶起60多
斤重的炸药包，将城墙炸开一个缺
口。随着三次爆破，城墙缺口也越来
越大。正当战士们进行第 4 次爆破
时，守敌从城墙半腰处射孔里拼命射
击，并丢出大批手榴弹，两名战士不
幸牺牲。六班长见状，立即冒着弹雨
冲上前去，引燃导火索。随着一声巨
响，城墙终于被炸出突破口。

8名战士随后抬起云梯，冲过小石
桥，在缺口处竖起云梯。敌人发现
后，立即集中火力射击，将云梯打
断。七连又连续发起两次冲击，均未
成功。

七连迅速调整作战方案，于24日
凌晨 3 时发起第 4 次攻击。在解放军

炮兵部队的掩护下，七连连长亲自
率领梯子组和突击班穿过小石桥，
直奔城墙根。待炮火延伸后，七连
把云梯靠上城墙，却发现离城头爆
破豁口还差 1 米多，战士们急中生
智，用肩膀顶住云梯，使劲挪近城
墙，梯子几乎直立起来。连长喊了
一声“上”，二班长率先爬上云梯，
二班其他战士随后跟进。

当二班长爬到梯子顶端时，发现
距城头尚有一段距离。后面跟随战士
向上攀登，用自己的肩头顶起班长，
让班长跃上城头。守敌发现有人登
城，随即围了过来。二班长从胸前抽
出手榴弹投向敌群，趁敌人慌乱之
际，取下冲锋枪，向敌人猛烈扫射。
二班战士依次登城，协助班长消灭了
城墙上的敌人，乘势向气象台东北角
进攻。

此时，从气象台里冲出来30多个
敌人，企图将二班压下城去，但在二
班战士的猛烈打击下，这股敌人或被
打死，或被缴械，有几个为了逃命慌
不择路，直接跳下城墙。不久，七连
连长也率战士们顺利登城，占领了气
象台院里阵地，并向两翼扩展，掩护
后续部队登城。随后，三营八连和九
连，七十三团一营、二营相继登上城
头，并迅速向城内展开进攻。下午 4
时左右，七十三团与兄弟部队一道，
全歼内城守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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