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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记忆

我沿着公路一路拍摄，一路防空，朝
鲜冬天北部山里的白昼，零下十几摄氏度
气温里，我竟然走得大汗淋漓。

这一天也不知到底走了多少路，估计
也有数十里，大部队没找上，夕阳又挂上
了树梢，我开始恐慌了，但我终于看见了
不远处白雪覆盖的一条山沟里散落着一个
小小的村落，几间朝鲜小茅屋的烟囱里，
正升起几缕袅袅的炊烟，我欣喜若狂，大
步流星地奔向前去。

这是78师后勤收容队的驻地。他们
不仅收容掉队的战士和伤员，也收容美军
俘虏，78师师部和战斗部队已向咸兴方
向挺进，具体位置要等通讯员回来后才能
得知。

我借着夕阳的余晖采访拍摄了四个美陆
战一师的坦克俘虏兵，其中一个是车长，一
个机枪手，两个驾驶员，我和他们说起了简
单的英语，他们是工人出身，在濒临冻死的
情况下，向志愿军投降，他们说：“是你们
中国战士救了我的命！”

第二天天亮后，我拍摄了卫生员为冻
伤了脚的美国战俘上药的照片，也去古土
里拍摄了被击毁的敌机（这些照片后都在
国内报纸和画刊上发表），待这一切事情
办完，已近中午，通讯员回来告诉我，师
部现在黄草岭下的一个“发电厂”歇息，
天黑后即向咸兴转移。我急问：“到那里
有多少路？”答：“大约三四十里。”我急
速吃完午饭，向大家告别，因为我必须在
天黑前赶完这近40里的山路。

我走上公路向山上爬去，大约走了十
余里路，来到一个山坳转折处，突然四架
美军F100喷气战斗机一头扎了下来，朝
着对面山间的火车隧道洞口，一连发射了
四枚火箭炮弹，接着又返回来，一架接
一架地投炸弹、燃烧弹，机枪打得一片
烟火，一批四架刚走，又来四架黑大头
（地面冲击机）轮番轰炸扫射，持续了个
把小时，我趴伏在山腰的雪窠里，不敢
动弹。待飞机飞走，我拦住几个从隧道里
奔出来的战士，问去黄草岭下“发电厂”
的路程，他们告诉我从岭上过去至少还有
20里。

天哪！这20里山路在天黑前我是赶
不到的，我愣了。一个好心的战士安慰我
说：“你只有从隧道洞内穿过去了，不过
三四里路，我们就是从对面穿过来的，不
过里面挤满了等火车装运的伤员，洞内一

片漆黑非常难走，刚才飞机轰炸的重点是洞
那边的山洞铁路桥，也不知打断了没有？”
我想：“不管什么艰险，要赶部队，只能走
这条险路了。”

洞内伸手难见五指，烟雾弥漫，烟味火
药味呛人眼鼻。路轨两边倒卧着不少伤员，
呼号呻吟之声不绝，我跌跌撞撞地摸黑前
行，一不小心踩到了伤员，引来一阵痛骂，
一会儿自己一个筋斗摔得两眼金星直冒。

半走半爬，好不容易走到洞口，抬头一
望，把我惊呆了。由洞内伸展出去的铁路桥
凌空架在万丈深渊之上，现在铁轨已被炸得
曲曲弯弯，下面的枕木，有些还在燃烧，我
朝桥下望去，硝烟弥漫，深不见底，我打了
个寒颤，不禁有些头昏，这能过吗？

正在犹豫间，对面有两个面目乌黑的战
士，一个扛着步枪，一个头上扎着绷带的大
个子扛着一挺轻机枪，两人一前一后，小心
翼翼地弓着腰沿着还在燃烧的铁路桥朝我走
来。我举起照相机，眼里噙着泪花拍下了这
两个英雄的形象。他俩是27军的战士，在
战斗中失散，现正回黄草岭一带找自己的部
队，大个子告诉我，下面不远处就是发电
厂，我一咬牙朝尚在燃烧的铁轨桥走去，
走了几步，头昏眼花，我也顾不得“丢
人”，把相机往身后一背，趴倒在铁轨上，
爬了过去。

赶到“发电厂”时，天色已黑，部队正
在吹哨集合，我奔上前去，看见军宣传科科
长赵心田也在队伍里，我大声呼喊，他端详
了我半天，问：“你是曹宠？”我说：“是
呀。”他大笑起来说：“你怎么成了这个熊样
子，哪像曹宠呀！”旁边78师几个干事也跟
着笑起来，原来我歪戴着帽子，几天没洗
脸，面孔乌黑，伸出去的手黑乎乎的像鸡
爪，人家的确无法辨认我了。

采访志愿军英雄

号称美军王牌的海军陆战一师，在我
26 军层层穿插包围、突击下，丢盔弃甲，
侥幸逃出的残部没命地向咸兴港口“西湖
津”逃窜。

我接到上级指示：在行军途中转去234
团，采访该部“五老里之战”中的英模事
迹。当时，我一边行军，一边关注过往的部
队，我必须尽快找到234团的队伍，以便随
队奔袭“西湖津”。

冻伤的脚趾走热后，有些隐隐酸痛，我
不在乎，我着急的是怎么才能遇上部队。

行至半夜，后面一支队伍喘着大气急奔
而来，从我们的队伍中插过，我一看队伍的

着装正是连队的战士，我急问：“同志，是
哪个单位的？”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简短回
答：“你们是师部吧！我们是 234 团 1 营
的。”我赶紧说：“我是军报记者，我要找王
克传，我跟你们走了。”说着就走进那“急
行军”的队伍里，一路小跑起来。

拂晓时分，部队抵达咸兴市内，街头一
片破败，看不见一个老百姓。天大亮了，部
队进至咸兴市边的一条大河边，大桥已被炸
毁，大河边的小山岭上，有一些现成的碉堡
和防空洞，前方就是西湖津，1营就地进入
阵地，我被送到“王克传”所在的连队，那
时王克传只是个班长，在进攻五老里时，他
率领一个班，乘黑夜摸入敌阵，向敌发起突
击，全歼一个班以及慌乱中逃跑的敌人30
余个，自己无一伤亡，使美陆战一师犹如惊
弓之鸟。

采访完王克传后，给他们拍了照，因为
白天敌机猖獗，部队隐蔽待命。大河的对
面，一片茫茫海滩，西湖津港内马达轰鸣，
美陆战一师残部的坦克、汽车调动繁忙，正
在争先恐后地登船，下海逃命。忽然有几发
炮弹落在敌车丛中，敌人立时用飞机轰炸，
大炮反击，过了一阵，大地又恢复平静。突
然，几声呼哨，炮弹划过长空，又在汽车丛
中爆炸，逃敌又是一阵忙乱反扑，如此再三
反复，给撤退中的海军陆战一师残部构成了
不小的打击。

敌人为了掩护撤退，空中飞机不断，到
处胡乱扫射，我234团部队只得隐蔽在监视
阵地的掩体里，等候出击命令。入夜，我趴
在大河边的掩体沟沿上，凝视着茫茫一片的

“西湖津”方向，忽然看见一阵“电闪雷
鸣”，不知是哪个部队打上了。但一会儿就
又沉寂了。1营、2营始终未接到任务。后
来知道是 232 团部分部队及 234 团 3 营对

“西湖津”敌人进行了攻击，但因敌人防守
严密，未能得手。在第三夜的夜半时分，我
接到师部通知，回师另有任务。

1950年12月24日美“王牌”海军陆战
第一师，在“西湖津”登舰逃脱，我军追歼
任务告一段落，二次战役宣告结束。

（作者介绍：曹宠，江苏江阴人，九三
学社社员、中共党员，复旦大学离休干部。
1928年出生，1947年入学上海中国新闻专
科学校。1949年 5月上海解放后，进入华
东新闻学院讲习班学习，同年8月参军，10
月讲习班结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
政治部“战旗报社”记者。

1950年11月入朝参战。曾参加二次战
役、四次战役、五次战役、平金淮阻击战等
战役的战场采访，刊发战地新闻图片百余
幅，先后两次荣立二等功。

2020年10月，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采访阵地后方

1950 年 11 月 27 日黄昏时分，中国人民
志愿军在零下40℃、天寒地冻的极端恶劣环
境下，发动了对东线长津湖一带美军的攻击。
我接到采访任务：“随徐熊同志去下碣隅里战
场一线沿途采访拍摄，而后徐转去76师采访
此次下碣隅里战斗的英雄事迹，你转去78师
随队采访，该师正在追击美陆战一师的残部，
向五老里咸兴方向穿插。”

我俩计划白天采访绵延 40 余里的战场，
傍晚前赶到下碣隅里机场附近的 76师部队。
敌机两架一批、四架一批地在山间公路上空轮
番盘旋扫射，我们边隐蔽边前进。公路上一片
黑一片白的，白的是雪，黑的是焦土，空气里
弥漫着汽油味和火药味，这是前夜激战留下的
痕迹。有四五里路长的一段路面，到处都是美
军损毁的军用十轮大卡、小吉普和翻倒的坦
克，散落在四周的敌军尸体，姿势各异，一辆
侧翻在山沟里的十轮大卡上，一个蓬头的美军
司机半伏在驾驶盘上，一只脚跨在车门外；一
辆美军坦克顶盖上，露着坦克手的半个身子。

我拍摄了这些残酷的战场景色，因为身带
胶卷不多，不敢多拍。我俩不顾敌机在头上盘
旋，在敌人的车堆中穿行，忽然不远处一辆中
吉普驾驶座上的大个子美国兵，对我俩又打手
势又大喊，我们走近去，原来是个双腿负伤的
美军中士，他希望我们俘虏他，救护他，但我
们任务在身，无法逗留，只好连现成的“俘
虏”也不要了。

我们一路拍摄，抵达下碣隅里机场时已是
下午三时左右了。我在一排铁丝网前，看到了
一幕触目惊心的惨象，我们的战士一堆堆地躺
卧在铁丝网边，冻僵的身体还保持着“前赴后
继”的冲锋姿态，有一群战士的尸体周身焦
黑，是冲锋时遭到了敌人火焰喷射器的杀伤，
有一位侧卧在雪地里的战士，一手撑在雪地
上，半抬身，一手紧握着没有摔出的手榴弹牺
牲了。

目睹这一切，我禁不住潸然泪下。事后，
我才知道这些牺牲的战士是我军230团7连的。

长津湖战场初观察
口述/曹宠 整理/本报记者 顾意亮

据相关文史资料记录，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中，27军担负的任务是与20军一起围歼美陆战1
师和美7师。军长彭德清的部署是：27军80师和
81 师一个团攻击新兴里的美 7师 31 团；27军 79
师攻击柳潭里的陆战1师2个团；81师主力则阻
击美7师后续部队北援；27军94师为预备队。

与美军的优势火力和装备相比，志愿军的火
力不仅弱，而且缺乏御寒装备。当时长津湖地区
的温度已降到零下40℃，战斗还没打响双方就出
现了大量的减员，而志愿军的冻伤人员更是数倍
于美军。

在《缅怀老首长宋时轮同志》一文中，彭德
清还亲笔还原了经过：奉命出兵时，第27军正在
杭嘉湖一带开展渡海登陆作战训练，一下子从湿
热的江南水乡转战零下40℃的高寒地区，部队的
御寒物资、粮食补给等后勤保障都十分短缺。不
少人还染上了血吸虫病，战斗力大受影响。

但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为了抓住战机，志
愿军仍奋勇出击。

在美军猛烈的火力下，志愿军伤亡惨重。双
方在各个高地上殊死争夺，战斗一时陷入胶着。
经过仔细判断，彭德清决定改变战法，集中力量
先攻下力量较弱的新兴里之敌，并于 11月 30日
夜向新兴里发起猛攻。新兴里守军为美7师31团
3营及团直属队、32团1营和57炮兵营组成，由
31团团长麦克莱恩指挥。志愿军集中所有火力发
起了一波一波的猛烈进攻，四面八方都响起了
令美军心惊胆战的军号和哨子声。直至第二天
天亮，美军在空军掩护下，进行全力突围。但
志愿军层层阻击，一直打到长津湖边，终于歼灭
了这支美军。31团团长麦克莱恩被击毙，团旗被
缴获。

此役也成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
民志愿军歼灭美国陆军团级战斗单位的唯一一
个战例。

寒冷而艰险的长津湖血战，给彭德清的戎马
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冰雪烙印，他曾多次在文章中
回忆，或和家人提及。

在彭德清二女儿彭平平撰写的文章 《彭德
清：全歼美军王牌“北极熊团”》中，记述了父
亲的作战故事，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生动细
节。例如，为了战胜饥饿和严寒，彭德清在营地
进行了一系列“发明创造”：他挖掘简易工事宿
营，既取暖又防空，很快在全军推广；他发明了
保暖实用的“两用手脚套”，可以在行军时套手、
休息时套脚，他还与战士们一起缝制棉衣裤。

彭德清三女儿彭小秋曾提到，晚年的父亲曾
多次梦回长津湖，弥留之际，彭德清常常梦到新
兴里的刺骨冰川、皑皑白雪，战场上浴血冲锋的
先遣连、突击连，以及封冻在雪地里的“冰雕
战士”。

厦门党史研究者彭炳华介绍，彭德清曾领导
闽南游击战场、参与孟良崮战役等，因此，在抗
美援朝的山地战中，他精于打伏击和夜战，多次
运用梯队掩护，突破敌军包抄。抗日战争时期，
彭德清担任团长兼政委的新四军 1 师 3 旅 7 团，
被誉为“一代劲旅”，后来，在苏中七战七捷、
淮海决战、渡江战役中，彭德清率部队打了不少
硬仗。

歼灭“北极熊团”
——记开国少将彭德清

本报记者 照宁

他在长津湖战役中，率部歼灭美步兵第7
师第 31团、第 32团第 1营和师属第 57炮兵营
共1个加强团的兵力，第31团“北极熊团”团
旗亦被其部缴获。该团旗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内。

他就是开国少将彭德清。

机场上横七竖八地停放着七八架被打坏的小
型运输机，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各种军用罐头，四
处都在燃烧，我们的战士有的在灭火，有的在抢运
物资，我忙着拍摄，徐熊则找战士了解情况。

我们继续赶路，夜色苍茫，机场内外浸沉
在一片皑皑白雪的荒野之中，入夜朔风增大，
我俩又冷又饿，坚持着向山边走去。没有一丝
灯火，没有半点人声，只有敌人的夜航机在头
上咆哮。我们在黑暗中迷了路，本来看着离山
根不远，可就是走不到，也根本遇不上部队，
直到深夜时分，才看见不远的山根处有一簇火
光跳跃，霎时我们像在大海里看到了灯塔，急
步前奔……这是五间小庙样的瓦房，正面三间
已在轰炸中倒坍，梁木还在火堆上熊熊燃烧，
我俩借着火光看清两间侧屋中火堆上架着一锅
猪肉，火已熄灭，肉冻结成块，地上零乱地散
布着一些空罐头、烟头之类，这显然是敌人慌
忙撤退时留下的景象。我和老徐用空罐头装了
些雪，和牛肉罐头在余火上加热，两人狠狠地
吃了一顿。

雪野茫茫，朔风怒嚎，除了未燃尽的火堆
余光外，大地一片漆黑。部队是无法寻了，人
也已极度困乏，我发现自己的一双腿从膝盖往
下，硬邦邦得不听使唤，便伸脚到火堆上去
烤，徐熊发现了连忙叫住我说：“冻了的脚不
能烤，那样会坏死的。”后来在战役结束时，我
的双脚趾发黑，差一点烂掉截肢。

我俩背靠背蹲在墙角里一面歇息，一面等待
天明。田野寂静，敌人夜航机的咆哮声格外刺耳，
一刹那天空挂满了照明弹，接着还是机枪暴雨般
的扫射声。这是敌机在机场轰炸扫射我抢运军用
物资的战士，不知又有多少同志为此牺牲。

天蒙蒙亮，我俩就向山间公路走去，希望
能遇上部队，阳光照在公路的冰雪上，更加耀
眼，在快近公路时，从公路边小山沟的地堡中，
走出了一个戴着呢军帽的干部，老徐一看，原来
是76师228团的政治处孙主任，这正是他要采
访的部队，而我要采访的78师已向黄草岭方向
追击逃敌，兵贵神速，我只身赶路。

“特别让我落泪的是，最后美军发现前方有敌人，走近一看发现是
已经冻死在雪地里的中国军人，他们保持着握枪、警戒和发电报的姿
势，就这样被冻死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依旧坚守着。”这是一位
观众观看电影 《长津湖》 之后的感受。电影是艺术创作，亲身经历者
的口述因事实的力量更具冲击力。走出影院，让我们跟随本报记者一
起听听亲历者的“长津湖”记忆，感受历史细节带给我们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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