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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5 月，日
军纠集 5000余人分路
进犯，企图以“分进
合击”的战术，摧毁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领
导 机 关 ， 消 灭 八 路
军 一 二 〇 师 三 五 九
旅 。 面 对 来 势 汹 汹
的 敌 人 ， 三 五 九 旅
在 查 明 敌 人 意 图
后 ， 集 中 七 一 七 团
等 主 力 部 队 反 击 敌
人的进犯，并以机动
灵活的战术歼敌于运
动中。一场惊心动魄
的战斗就此打响……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
入了最后胜利的前夜。1 月 17 日，
八路军山东军区下达1945年作战部
署，提出：1945年山东我军作战主
要方向，是求得开辟胶济路东段南
北两侧宽大地区，使胶东、渤海、
鲁中、滨海互相联系进一步缩短和
巩固，而对1944年所开辟之地区主
要争取巩固，继续开展攻势，拔除
某些突出孤立据点，继续扩大解放
区。根据这一指示，山东军区八路
军各部开始了 1945 年的春季攻势。
鲁中军区决定发起收复蒙阴县城的
战斗。

蒙阴县城位于八路军鲁中沂蒙
山区根据地的腹地，是敌人伸入根
据地的孤立据点。该城城内驻有日
军一个小队和伪军唐云山部12个中
队共1000余人，城防坚固，但在城

内有八路军的内线关系，利于鲁中
军区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夺取该
城。据此，鲁中军区决定集中第
一、第四、第九、第十一团和军区
特务营、第二军分区特务营，配合
地方武装，于 3 月上旬发起收复蒙
阴的战斗，其部署是：以两个团攻
城，以另两个团包围外围据点，并
准备于城北阻击援敌；同时，派人
化装潜入城内，利用内线关系炸开
城门，接应攻击部队入城。

3月8日，八路军侦察员曹世范
和曹凤洲奉命潜入城内，在内线的
策应下，用绳子把30公斤炸药系上
城墙。夜晚乘敌不备，摸进西门门
洞，实施爆破，只听一声巨响，城
上敌人工事被毁，城门也被炸开。
曹凤洲、曹世范换上伪军的衣服，
一面高喊“八路军进城啦”，一面寻
找机会向日伪军开枪。趁着敌人混
乱，两人在群众掩护下分别冲出城
区，回到了部队。

始料未及的是，由于日伪军当
天加强了蒙阴城西门外的部署，在

八路军突击部队接近西关时，与守敌
发生了激战，未能及时攻到西城门。
城内日伪军趁此时机用麻袋堵上了被
炸开的西门。

城外的八路军攻城部队见状，立
即改奇袭为强攻。一团、十一团连克
东、西、北三关，全歼外围守敌，拂
晓后一面巩固既得阵地，将日伪军压
缩至城内围困起来，待黄昏后再行攻
击，一面准备阻击援敌。

9日上午，新泰敌人接到报告后，
日军出动一个中队，分兵两路驰援蒙
阴。左路日军乘汽车东进至蒙阴城北3
公里处之墩台附近，被一团二营和四
团二营包围，被消灭 59 人，俘获 4
人。右路援敌的日军一个小队经东
都、汶南向蒙阴前进，在石泉庄遭八
路军费北独立营伏击，一部被歼，残
敌逃回新泰县城。

18时，八路军从东、西、北三面
同时对蒙阴城发起攻击。经鲁中军区
首长批准，八路军战士把缴获日军的

“八八式”山炮推进到距西门的百余米
处，向城楼发射两发炮弹，直接瞄

准，两发两中，压制了敌人的火力。
一团三连爆破手陈忠璧趁着炮弹爆炸
的烟雾，迅速把炸药包送上城头。在
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架梯组的张宪
林和孙忠文架好登城的梯子。三连班
长张洛成立即带领突击班登上城墙，
牢固地守住了突破口，保证后续部队
向敌军的纵深发展。

一连在向敌人中心大炮楼运动逼
近，爆破手李安仁和两个战士一道冲
上去进行爆破。大炮楼特别坚固，第
一次爆破只炸开一个缺口。李安仁拿
起炸药，继续爆破。当时他脚部负
伤，不能穿鞋，竟赤着脚抱着炸药和
战士王志德一起冲了上去。随着轰隆
一声巨响，中心大炮楼终于被炸塌
了，里面的日军全部被歼灭。

与此同时，八路军各路攻城部队
都相继攻入城内，和敌人展开巷战，
激战到3月10日14时，全歼了蒙阴守
敌。此次战斗，八路军共毙伤日军
100 余人、伪军 255 人，俘日军 9 人、
伪军（包括唐云山）956人，摧毁了敌
人历年来对八路军沂蒙抗日根据地

“扫荡”的重要基地，使沂蒙与泰南连
成一片，鲁中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
大。战后，八路军山东军区首长发布
了嘉奖令，指出：“我鲁中部队在战役
中所表现的出色的英勇果敢，不让一
个日伪军从我围歼中漏网，并将增援
敌军无情地歼灭，应引为我军的无上
光荣并应受到崇高的奖励。”

八路军奇袭、强攻双策并举克蒙阴
贾晓明

1919 年 3 月，李大钊在 《每周评
论》刊发《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他
大声疾呼：“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
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
生命！”文章在北京大学进步知识分子
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五四运动爆发
后，唐山学生纷纷响应，并派出代表
访问北大，北大的进步知识分子根据
李大钊提出的“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
级打成一气”的主张，建议唐山学生
与工人结合一起开展爱国运动。在李
大钊等的指导下，唐山学生的爱国运
动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包括工人参加的
群众运动。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到唐山进行
社会调查，他访问唐山工业专门学
校、开滦林西煤矿、京奉铁路唐山制
造厂等。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
大学领导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建立
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强调理论联
系实际的重要意义，提出把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灌输到工人中去，从事建立
工人团体的实际活动。4 月，李大钊
派代表罗章龙到唐山，与进步工人领
袖邓培联系，并吸收他为该会在唐山
的直接联系人。

在随后的时间里，李大钊不断派
人到唐山向邓培等工人进行马克思主
义教育，并送去大量进步刊物供他们
学习，有力促进了唐山工人觉悟的进
一步提高。不久，邓培等加入北大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通讯会员，他

们经常赴京参加演讲会、讨论会，然
后回到唐山将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传播给工人群众。此后，北方劳动
组合书记部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到唐
山成立了工人补习夜校和大同社，吸
收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矿务局
的工人参加，通过补习文化，向工人
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春，经罗章龙介绍，李大
钊批准，邓培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
组。5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人去唐
山，协助邓培于 7 月建立了唐山社会
主义青年团，邓培任书记。不久，邓
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创立时
期最早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

10月下旬，邓培作为中国产业工
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
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
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 年回国
后，经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批
准，邓培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其他先进工人中
发展了阮章等人入党。8 月，在李大
钊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唐山地方执
行委员会，邓培担任书记。这样，
唐山成为全国较早建立地方党组织
的地区之一。此后，中共唐山地方
党组织迅速扩大，参与领导唐山铁
路、矿山、纱厂、洋灰厂等工会，
建立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并先后
领导和指导了多次大规模的唐山工
人罢工取得胜利。

李大钊指导创建
中共唐山地方组织

董连辉

1946年12月中旬宿北战役后，由
峄县 （今枣庄市峄城区） 向山东解放
区首府临沂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
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 （装备有中型
坦克、榴弹炮、汽车） 害怕被歼，被
迫在临沂西南地域转入防御。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解放
军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
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率两野战军
主力从苏北迅速移师鲁南，并决心以
第八、第九、第十师和第四师 1 个团
及滨海警备旅、鲁中军区炮兵团共12
个团组成右纵队；以第一纵队、第一
师共15个团组成左纵队，首先围歼孤
立突出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和
第一快速纵队，尔后向峄县、枣庄地
区扩张战果。同时，集中24个团，由
华中野战军政委谭震林指挥，在苏北
阻击由盐城、涟水北进的国民党军；
鲁南军区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
动，袭扰国民党军后方。

为了消灭敌人的坦克和机械化部
队，陈毅特别将战场设定在一片低洼
区域。这片区域南北有八九里宽，遍
布河道和沼泽，当地老百姓叫这里为

“漏汁湖”“渔沟”。按照预定部署，解
放军各参战部队于1947年1月1日秘
密进入集结地域。2日晚，解放军突然

对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并于 3 日上午
完成包围与分割，同时在峄县、枣庄
方向占领阵地准备阻援。3日夜，解放
军展开全面攻击，歼灭整编二十六师
大部。4 日上午，国民党军第一快速
纵队及整编第二十六师余部企图以坦
克开路，向峄县方面突围，时值雨雪
交加，道路泥泞，泥土更加松软，大
批敌人车辆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解放
军左、右纵队抓住有利时机，对敌
实施三面包围。敌快速纵队为了逃
命，只好冲下公路，乖乖地进入了
下湖、漏汁湖的低洼淤泥地带。见
敌人坦克、卡车陷在泥地里，解放
军战士立即以炸药、手榴弹爆炸和
火烧等办法，对敌人实施打击。不
少战士爬上逃不掉的坦克，揭开盖
子，迫使里面的敌人投降。激战至
15 时，敌人基本被歼，除 7 辆坦克
侥幸冲出包围、逃至峄县外，其他
第一快速纵队的坦克、火炮、汽车
全被缴获，而峄县、枣庄方向来援
的国民党军也被击退。

9日晚，解放军右纵队向峄县县城
发起攻击，很快扫清外围，并于10日
夜里攻入城内。激战至11日拂晓，解
放军歼灭守敌 7000 余人，并缴获了

“漏网”的7辆坦克。

陈毅巧选战场
吴小龙

1940 年 5 月，日军占领定远县
城，国民党军定远县常备大队大队长
徐郁堂率部投靠日军，并在距定城南
20 里定(远)合(肥)公路线上修建了陈
圩子、王圩子、聚兴集三个据点，各
据点都筑了一丈多高的圩墙，四周
挖有两丈多宽、一丈多深的水壕，
周围碉堡林立，易守难攻。徐郁堂凭
借这三处伪据点，派兵配合日军大肆
袭扰、蚕食新四军淮南津浦路西抗日
根据地。

针对敌情，新四军二师五旅迅速
制定了消灭徐郁堂部伪军的作战计
划。10月27日夜，新四军二师五旅旅
长兼路西分区司令员成钧亲自指挥，
以十四团为主，区乡武装配合，采取
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将三个
伪据点同时包围起来，并派出打援部
队在公路两侧埋伏，日夜监视定远县
日军的动向。

新四军首先攻打守备较差的复兴
集据点。战斗打响后，新四军战士推
着“土坦克”(包裹着木板、铁皮的大
车)冲向敌人，迅速渡过壕沟，将圩子
外围的陷阱、铁丝网全部扫除。敌人
纷纷逃入最大的碉堡中负隅顽抗。新
四军没有炸药包，就用十几个手榴弹
捆成一束，由突击手把这捆手榴弹送
到敌堡下。只听一声巨响，敌堡被炸
出一个大洞。新四军乘势猛攻，守敌

全部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攻打王圩子的战斗也

已经开始。新四军战士逐一摧毁了敌
人的地堡，攻到敌人炮楼下后发现，
这个炮楼使用城墙砖砌成的，集束手
榴弹很难摧毁，又发现其炮楼顶子
是用茅草席和木板盖的，于是决定
采 取 火 攻 。 午 夜 ， 新 四 军 发 起 总
攻，突击队用长竹竿系上点燃的油
瓶，抛向炮楼顶部，霎时间火光冲
天，炮楼内的敌人抢着从窗口跳了
下来，举手投降。

28日，新四军率地方士绅和聚兴
集王圩子两据点投降的伪军头目，到
陈圩子进行战地喊话、做劝降工作。
开始时，由于伪军得到了定远县城日
军即将来援的消息，拒不投降。为了
迫敌早降，成钧指挥新四军战士向陈
圩子敌人工事开了两炮，一发炮弹命
中主碉堡，一发炮弹命中徐郁堂的指
挥部。这时，定远县城出援的日伪军
600余人也被新四军打援部队击退。敌
人得到消息后顿时瓦解，全部放下武
器俘伪军头目徐郁堂和伪区长胡金门
以下200多人。

这次战斗，新四军彻底消灭了三个
伪据点，歼灭守敌300多人，缴获轻机
枪二挺，长短枪360余支，子弹两万余
发，同时解放了高塘埠、严桥、兴隆
集等3个乡、18个保的地域。

新四军“恩威并济”除据点
杲学军

火速出征

1939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
第一军为消灭五台山地区的晋察冀
党政军机关和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
九旅部队，制定了所谓“五台作
战”十号作战计划。按此计划，五
路日军分别出发，于 5月 10日下午
到达各自预定位置，并切断各个出
山通道，“封闭包围圈”，然后于11
日晨向八路军五台山中心区台怀镇
发起总攻。

实际上，4月底八路军就得到日
军大举增兵的情报，已做好应战准
备，密切监视日军动向。此时，八
路军三五九旅三个团分散于三地：
旅部率直属部队在神堂堡，位于五
台山东面山脚下交通要道，距五台
山中心台怀镇53公里；七一九团在
广灵南村地区，距离神堂堡 101 公
里；七一八团在灵丘县上寨，位于
神堂堡东北46公里；而七一七团驻
五台山西南山麓豆村镇闫家寨，距
台怀镇45公里。

5月8日起，各路日军在行进途
中，就多次遭到晋察冀军区军分区
部队和三五九旅骑兵大队的阻击和
袭扰。日军疲于应付，进速缓慢，9
日清晨，第三路日军久世部队向台
怀镇前进，受到七一七团侦察连前
哨排的阻击。七一七团团长刘转连
接到报告后，立即将敌情上报三五
九旅旅部和晋察冀军区。

由于王震旅长正在赶赴晋察冀
军区开会途中，三五九旅旅部发出
命令：骑兵大队在大寨口到神堂堡
一线迟滞日军前进；教导营在神堂
堡构筑阵地，阻击日军向龙泉关晋
察冀边区党政机关驻地进军。不
久，王震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回，亲
自指挥战斗。

最先出动的南北两路日军一路
偷袭神堂堡，一路占领石咀，直接
威胁到龙泉关晋察冀党政军领导机
关的安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随即

命令：二分区部队在耿庄，洪家
村，豆村一带阻击迟滞日军蚊野部
队；七一七团前往龙泉关保卫晋察
冀边区领导机关，阻击五台县出动
的日军佐佐木部队；七一八团火速
驰援神堂堡，拦截北线日军。

驻扎在闫家寨的七一七团主
力，相距已到达豆村的日军久世部
队仅隔5公里。由于隐蔽得当，这支
日军对七一七团并未察觉。10日凌
晨，七一七团按照晋察冀军区命令
火速赶往龙泉关。部队一路爬山越
岭疾行50多公里，于当日晚到达金
岗库。金岗库距石咀仅5公里，据报
告，有日军已进至石咀一带！七一
七团团长刘转连当即决定：部队11
日凌晨出发，绕道石咀北面山谷河
道经铜钱沟直下龙泉关。

就在七一七团到达金岗库的时
候，日军加纳部队却止步于盘道
村。按计划，敌加纳部队应该在10
日下午进入铜钱沟与佐佐木部队会
合，“锁闭包围圈”。但由于敌指挥
部不熟路径，为这股敌人“安排”
了一条崎岖山路，致使该股敌人行
进缓慢，11 日中午才从盘道村出
发，向铜钱沟推进。

临危不惧

5月 11 日清晨，七一七团从金
岗库向龙泉关进发。鉴于通过石咀
到龙泉关已不可能，七一七团选择

“另一条翻越大岭插向龙泉关的山
道”隐蔽绕行。上午 9 时左右，七
一 七 团 前 卫 连 进 至 铜 钱 沟 ( 后 续
二、三营位于右坪、台怀之间向铜
钱 沟 疾 进 途 中)， 与 日 军 佐 佐 木
中、右两路纵队遭遇，立即投入战
斗。铜钱沟是一条狭长宽裕的长
沟，南阔北窄，长七八公里。“三
营前卫连，一阵手榴弹打开了一
条通道，跑步通过了被敌人炮火封
锁的山沟。突出去以后，由于敌人
兵力多，火力很猛，打开的缺口很
快又被封闭，阻止了我团主力前

进。情况十分危急。”
敌人佐佐木部队发现八路军后，

立即集结兵力猛扑，并催促各路日军
赶来支援。七一七团为打开通路，曾
多次发起攻击，但均未成功。日军发
现面前的八路军作战顽强，于是增强
了火炮，并呼叫飞机助战。敌人在飞
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八路军发起了
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均被七一七团打
退，双方形成了对峙。就在七一七团
和北线日军佐佐木部队展开激战之
时，南线加纳部队主力也向铜钱沟快
速赶来。

为摆脱不利局面，刘转连派人找
来一位老乡询问地形。据老乡介绍，

“通过东北面的大山，还有一条通向繁
峙县神堂堡的羊肠小道，可以避开敌
人。”刘转连当即决定将供给处的运输
辎重连改为前卫，部队掉头退出铜钱
沟，沿着老乡指点的小路，迅速向旅
部驻地神堂堡转移。

接到命令后，后卫辎重连立即改
为前卫，为全团开道，各部队也由南
下调头北进，从前沟转向后沟，利用
两侧山林作为掩护，依次向北跃进，
边打边向铜钱沟后沟撤出。

日军发现七一七团撤退后紧追不
舍。黄昏时，七一七团辎重连在撤退
途中，突然遭到敌人的截击——原
来，敌人加纳部队主力赶到，立即用
山炮和先头骑兵封锁了七一七团的去
路。辎重连立刻抢占阵地展开战斗。

敌人把七一七团夹在中间，发起
了猛烈攻击，七一七团不得已退回铜
钱沟。“眼看日军就要冲进铜钱沟的后
沟里来了。”刘转连当即命令三营七连
连长谭谦禄带领全连迅速冲上前去，
坚决堵住敌人。谭谦禄接到命令后，
带领全连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敌人勇猛
冲杀，打乱了敌人前卫部队的阵势。
紧接着，各营也迅速行动，抢夺两侧
高地，在铜钱沟里和敌人进行激战。

敌人虽然占据了所有大路和铜钱
沟前沟及中部东面的山岭，并施放大
量毒气，但遭到七一七团的顽强抵
抗，始终无法突破七一七团坚守的

防线。

巧妙突围

刘转连和政委晏福生临危不乱，一面
指挥战斗，一面“摊开地图，反复查看，发
现在台怀镇与东台之间有一个约3公里的空
隙地段”，迅速决定“夜里从这里钻出去”！

晏福生立即通知各营指挥员开会，
并派人火速突围到附近村里找向导。不
久，侦察员带回一位老樵夫，老人为七
一七团指出了一条地图上未标注、只有
当地人才走、可绕过台怀镇直通北台的
小路。刘转连和晏福生对老人连声道
谢，同时命令部队“马上出发”，又命
令谭谦禄带一个排负责断后。

夜幕降临后，七一七团按照老樵夫的
指点，踏上崎岖山道。四面漆黑，山道狭
促，虽已立夏，但是海拔2000多米的五
台山上依然寒气袭人。“道滑难行，稍一
不慎，滑下山谷，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
开头，有几头骡子就因走滑了蹄，连同驮
着的装备器材，一起滚下了悬崖。因此，
大家互相帮助，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前
移动着脚步，奋力向山顶攀登。”

经过一夜的艰难跋涉，七一七团主
力于 5 月 12 日黎明前到达台怀镇附
近。突然，便衣侦察员报告说，发现前
方有从台怀镇方向赶往东台望海峰地区
进行“清剿”的日军海老泽部队。刘转
连当即命令部队：注意隐蔽，并以最
快的速度穿过台怀镇与东台之间的空
隙地段，向五台山主峰攀行。很快，
七一七团成功避开了敌人，在12日黎
明时分登上了五台山的顶峰——高达
3000多米的北台顶。对此，刘转连曾
回忆说：“在黎明的曙光中……我们站
在山巅，俯视着一望无际的雄伟峰
峦和那些隐现在青松翠柏之中的亭阁
庙宇，不禁轻松地吐了一口气，我们
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不久，担任后卫的七连连长谭廉禄带
领部队也摆脱了敌人，追上了大部队。他
兴奋地报告说：不仅胜利完成了阻击任
务，还利用黑夜作为掩护，带领战士们向
台怀镇和东台的日军开枪，成功“导演”
了一场“日军自己打自己的插曲”。

再接再厉

北台顶的后山是抗日工作区。七一
七团部队刚一下山，村里的群众便上前
迎接，不仅送来了开水和小米饭，还为
指战员抬来了一筐筐山药蛋。

12日黎明，打了一夜的两路日军
在损失了 150 人后，于铜钱沟内“会
师”。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沟里根本
没有八路军的踪迹！两路日军将情况上
报后，垂头丧气地各自向来路返回。其
中，敌人加纳部队主力向口泉村方向返
回。他们的行踪早被八路军掌握。王震
立即命令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赶赴口泉村
围堵，同时派人通知中断联络的七一七
团火速赶来，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此
时，七一七团指战员已经休整了一天，
接到命令后立即精神抖擞地投入战斗，
和兄弟部队一道，在上下细腰涧包围并
消灭了这支日军，取得了五台山反五路
围攻战的决定性胜利。

（作者单位：八路军研究会三五九
旅分会）

铜钱沟战斗：

七一七团大破“封闭包围圈”
陈湘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