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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

新四军中，女兵属于较特

殊的群体。由于出色的工

作，她们深受战友们和群

众的爱戴，往往被称为

“军中花木兰”。然而在新

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中，

却有四位女兵被战友们亲

切地称为“四大金刚”，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四大金刚” 雅号的由来

说起“四大金刚”雅号，就得先
说说新四军“老八团”。1937 年抗战
全面爆发后，新四军开始组建，一大
批进步青年加入各支队、团的服务
团，不久又被合并进入全军的服务
团，因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同志，于是
新四军中有了女兵。

193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
局指示，战斗在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
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
任团长。1937底至1938年春，八团正
在豫南一带整军训练、扩充队伍，经北
平和河南省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推荐，杨
寒、樊西曼、唐觉民、王典训4位女同
志先后来到这支部队参军，被分配在团
政治处工作。

入伍后，杨寒、樊西曼、唐觉民、
王典训剪去长发，穿上粗布军装，戴上
军帽，打起绑腿，扎起皮带，远远望
去，与男战士毫无区别。四位年纪不大
的女战士，在老八团这个革命大熔炉
中，从不矫揉造作，处处严格要求自
己。在豫南整训期间，她们不讲特殊，
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拥挤的民房，
地方铺稻草当床，盖的是单薄的军毯，
和男战友别无二致。

1937年12月，豫西南地主武装在
得知老八团主力外出的消息后，对团部
所在地焦作园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一举
消灭留守人员。危急时刻，4名女战士
和团部其他同志一道，拿起武器，沉着
冷静地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她们和
其他指战员一起坚守阵地，一直坚持到
主力部队回援。战斗结束后，团首长对
4名女战士提出了表扬，战友们也对她
们战斗中的英勇表现钦佩不已，称赞她
们坚毅果敢，战斗中“带着一股男子汉
才会有的阳刚之气”，后来，有人半开
玩笑地说4位女战士为部队的“四大金
刚”。不久，这个叫法便在部队里流传
开来。

征途中不知疲倦的宣传员

1938 年 2 月，根据上级指示，新
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集中于确山县竹沟进
行整训，为东进抗日做准备。杨寒、樊
西曼、唐觉民、王典训一面积极参加军
事训练，一面分头到基层连队教唱抗战
歌曲，并走上街头，举办军民联欢会，
为群众演出活报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把竹
沟一带的抗日动员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3月8日，八团在邢集举行誓师大
会后，便踏上东进抗日的征程。从豫南

到皖西、皖中，漫漫征程五六百里，途
经大别山，行军艰辛。4位女战士与其
他战友一样，背着背包、米袋，一路
跋山涉水，从不叫苦。途中，政治处
派她们负责部队的宣传鼓动，4 个女
兵立即出发，行进在部队前方，见到
乡镇、村落，就用石灰水、锅底灰、
毛刷在墙上书写各类抗日标语，动员
当地民众参加抗日；或在沿途路边树
上、石头上放置谜语、口号纸条，供
战士们猜谜、观看，以鼓舞士气、消
除疲劳。遇到艰险路段，几个女兵就
站在路边高处，或歌唱，或呼喊口
号，一面为行进中的战友们加油、鼓
劲，一面提醒战友们多加小心。由于
长途艰苦行军，她们的脚底都走出了
成串的血泡，疼痛不已。但她们从不
叫苦，并相约不告诉领导和战友，用针
挑破血泡、简单包扎后继续工作。

团领导见4位女兵过于辛苦，就有
意分配她们跟随后卫部队一道行军。她
们刚一加入后卫部队，就主动承担起各
项收容工作，热心照顾伤病员、寻找掉
队战友。到了宿营地，几个姑娘不及休
息，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并进行社会调
查。部队出发时，她们便在宿营地分段
检查纪律，处理遗留问题。

参加战地服务团

1938年四五月间，老八团进抵皖
中舒城、庐江、巢湖一带。为适应斗争
形势需要，部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由
樊西曼 （23岁） 担任团长。服务团的
任务繁重，除了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外，
还要组织民工输送伤病员，在战地、驻
地开展民运、宣传工作，动员民众积极
支持新四军。

在新四军首战蒋家河口战斗胜利后
不久，几位女兵再次接受了抗日战火的
洗礼。1938年6月，八团在大关、小关
之间设伏打击敌人。当时，已占据合
肥、徐州的日军，结集重兵由皖中向大
别山进攻，八团决定在桐城至舒城间的
大关、小关之间的公路沿线设伏，以6
连担任主攻，其他部队担任掩护、阻援

任务。次日上午，当日军运输队进入伏
击圈时，6连战士们开枪射击，并很快
发起冲锋，一些没有枪械的战士挥舞着
大刀、红缨枪也勇敢地冲进战场。这次
战斗，击毙日寇 10 余人，俘虏 1 人，
我方伤亡5人。王文山排长在激战中英
勇牺牲。战斗结束后，樊西曼强忍悲
痛，和战友们将烈士的遗体抬下战场，
整理好遗容安葬。

1938年秋，根据上级指示，老八
团越过淮南铁路进军皖东。10月，八
团在巢县夏阁镇袭击日军小队，和敌人
进行白刃战。战斗取得了胜利，但特务
连连长褚学忠、战士赵银多壮烈牺牲。
当天下午，4 位女战士为烈士整理遗
容，并参加了烈士追悼会。追悼会上，
4位女战士手持纸扎的白花，唱着“安
眠吧，勇士”的悼歌，和全团指战员共
同缅怀亲爱的战友。

1939 年春节初一，日伪从合肥、
巢县调集800余兵力，突袭八团团部驻
地东山口、方老人洼一带。八团在当地
群众的支持下，凭借地势奋勇反击，打
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4位女战士和战
友们共同战斗在第一线，和医护人员救
死扶伤，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宣传鼓
动，为战友们鼓劲。这一仗，毙伤日寇
70 余名，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
焰，鼓舞了全团士气，更在群众中树立
起新四军的威信，4位女战士和服务团
的形象也越发为群众所喜爱。

为开辟和巩固根据地贡献力量

初入皖东后，对敌斗争越发艰苦，
4位女战士和服务团依然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工作、战斗。她们走村串巷，到老
乡家里走访、调查，在街头、集镇组织
军民联欢会，演活报剧、话剧，唱抗日
歌曲，动员地方民众支持抗战。她们演
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打鬼子
去》等活报剧，深受群众的欢迎。樊西
曼在《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青年工人
大老李，惟妙惟肖，观众印象深刻，大
家亲切地称她为“老李哥”；唐觉民在
《打鬼子去》短剧中扮演三嫂，情真意

切，深深打动了观众，取得了极好的宣
传效果。

通过4位女兵和服务团卓有成效的
工作，皖东民众很快被动员起来，以各
种形式支援新四军抗战——有的捐款、
捐物，帮助部队解决给养，有的腾出房
屋，供新四军战士们居住；还有许多当
地热血青年主动要求参军，更有不少群
众还帮助新四军侦察敌情、传递情报、
协助治疗伤病员……皖东地区很快掀起
了抗日高潮。

多年后，周骏鸣团长回忆起这段往
事时，特别称赞4名女战士说：“那时
她们到处写标语，宣传群众，组织群
众，教群众唱歌，起了很大的作用。”
战友黎立坚在回忆战争岁月时，称赞4
位女战士“确实为团队做了很多工
作，她们有坚强的意志，有革命必胜
的信心，她们是妇女中的先行队，是
妇女的骄傲”。

193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发展
华中”“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
示，以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
支队。五支队在罗炳辉司令员的率领
下，继续东进，在津浦铁路线两侧开
展游击活动，着手创建皖东 （淮南）
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变
化，樊西曼、杨寒、唐觉民、王典训
4 位女战士接受了新的任务，被分派
到路西地区的定远、滁县、和含，在
中共苏皖省委统一领导下，组织起多个
精干的民运组，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
动员广大群众，成立青抗、农抗、儿童
团等群众性组织团体，为巩固根据地建
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0年春，在中共中原局和新四
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新四军
第四、第五支队配合作战，先后取得路
西、半塔反顽战役的胜利，淮南根据
地初具规模。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
设，樊西曼、杨寒、唐觉民、王典训
等几位女同志，被分别派往定远、盱
眙、来安等地，担任县委组织部部
长、区委书记等职，继续为根据地的
创建与巩固挥洒汗水。

（作者单位：安徽新华学院）

新四军老八团中的“四大金刚”
赵东云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已进入
战略反攻阶段。当时山东战场的形势
是：陈、粟首长率领解放军华东野战
军 6 个纵队南下苏、鲁、皖边区执行
外线作战任务，开辟新的战场，直接
配合刘、邓大军执行战略反攻，把战
争引向了敌占区。在山东内线，由许
世友、谭震林首长率领解放军 4 个纵
队组成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坚持胶
东半岛的防御作战。

蒋介石为挽救败局，发动了所谓
“九月攻势”，派范汉杰指挥由 6 个整
编师组成的“胶东兵团”，从南到北向
胶东解放区扑来。对此，东线兵团首
长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司令员率
领第九纵队、第十三纵队及胶东军区
地方部队，位于胶东内地组织运动防
御，钳制、阻击敌人；由谭震林政委
率领第二纵队、第七纵队和从鲁南返
回的独立师、第十师 （第 4 纵队） 及

滨海军区地方部队，在诸城地区机动
作战，威胁进犯胶东内地敌人的侧
背，策应配合内线作战，寻机歼敌有
生力量。

国民党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先
后占领了胶县、高密、平度、掖县等
10多座县城。此时，蒋介石判断解放
军已经“节节败退”，便命令国民党军
各部改“齐头并进”为“快速推进”。
9月 18日，国民党整编第八师冒进至
道头，与整九师之间出现防线缺口。

道头古镇，地处招城以南 30 里，
是招城门户，交通枢纽。其四周峦岗
起伏，绵延不绝，是一个绝佳的设伏
场所。据此，华野东线兵团首长决定
在道头集中兵力实施反击，歼敌一部
后转入外线作战。具体部署是：以十三
纵队主力于夏甸一带佯攻敌整九师，阻
击右翼增援之敌；以九纵二十五师七十
五团防守仰望顶及其以南阵地，阻击左
翼增援之敌；集中九纵二十五师(欠七
十五团)、二十七师和十三纵三十七师
歼击道头之敌；九纵二十六师为预备
队，担任警戒、阻击任务。

18 日 9 时，国民党整九师在飞机

的掩护下，以 4 个团的兵力向距离道
头30里的夏甸一带解放军十三纵三十
八师防御的阵地进攻，三十八师坚守
阵地，和敌人激战 8 小时，毙伤敌
1200 余人，打退敌整九师的多次进
攻，歼敌400余人。

同日上午，道头战斗打响。9时左
右，国民党军飞机飞抵梁家高地，对
九纵八十团阵地扫射轰炸，随后国民
党军整八师的部队在远程炮火掩护
下，向梁家高地发起进攻。八十团英
勇战斗，和敌人反复争夺，战至 17
时，敌人始终不能占领梁家高地，反
而损失惨重，疲态尽显。

15时开始，解放军各部按照既定
部署，纷纷向敌整八师据守的村落和
阵地发起进攻。敌整八师抵御不住，
退入道头镇，企图固守待援。解放军
各部乘势将道头镇团团包围。

与此同时，解放军八十一团开始
攻击位于道头东北 3 里左右的李家
庄、郝家庄、杨家庄等地，这里盘踞
着敌人的一个加强营。经过激烈的短
兵相接，八十一团指战员突入村子，
将敌人彻底驱逐出阵地并分割包围。

战至次日凌晨1时15分，八十一团将
该股敌人全部歼灭，俘虏100余人。

20时，解放军各部从四面发起总
攻，经 4 小时激战后，各部均突破敌
人外围抵抗，冲入镇内，和残敌展开
激烈巷战。战至拂晓，鉴于已经胜利
完成阻击任务、消灭了大量敌人有生
力量，九纵、十三纵按预定部署撤
出 战 斗 ， 并 出 其 不 意 地 跳 出 了 内
线，转至敌军侧后方。战斗当晚，
道头附近的各路国民党军尽管收到
上司“立即驰援”的命令，但由于
忌惮解放军围点打援，竟无一路向道
头镇派兵。

天亮后，敌人这才发现解放军已
然突破包围圈，慌忙调动空军机群到
处搜索，在发现解放军的行踪后，立
即调集整九师随后尾追，企图“扳回
一局”。当敌整九师追至葛门口时，被
早已等候多时的解放军二十六师给予
迎头痛击，在付出死伤1300余人的代
价后仓皇撤退。

此次战斗，解放军歼敌整八师第
一六六旅第四九八团大半共1786人和
第四九六团一个营，整个战斗连同阻
援部队共歼灭国民党军3200余人，俘
敌营长以下 500 余名，缴获六〇炮 4
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31挺、冲锋
枪 17 枝、步枪 210 支、子弹 28000 余
发。不久，山东解放军指战员中开始
流行起一句俏皮话儿——“敌人进攻
到头(道头的谐音)了”。

“敌人进攻到头了”
贾晓明

1948年7月，在中共滇南工委的
统一领导下，在云南省元江朋程正式
成立了云南人民自卫军。这支队伍由
经过锻炼的干部和各族贫苦农民组
成，成分纯洁，政治素质好。

8月，云南人民自卫军部队从朋
程向元东进军，沿途打击国民党军队
和地主武装，并向各族人民群众宣传
共产党的政策，所过村寨受到群众的
热烈欢迎和拥护，迅速打开了滇南地
区武装斗争的局面。

国民党云南当局得到消息后十分
恐慌，连忙命令保安副司令陈宇铭、新
平专员公署视察员王力健带领新平师
管区独立大队开到元江“进剿”，该部
于9月7日到达猪街。

此时，人民自卫军通过统战工作，
已经争取到猪街镇长高升福和羊街乡
长高朝良等人的全力掩护和支持，完
全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滇南工委和自
卫军领导经研究决定，将敌独立大队
调出猪街，在途中设伏，将其歼灭。

随后，自卫军领导多次化装到猪街
一带观察地形，确定把伏击阵地设在猪街
镇与猪街赶集场之间。这里是猪街经小羊
街到元江县城的必经之路，三面有山包
围，山上还有浓密的灌木林，是个打伏击
的理想地点。

为了调动敌人，自卫军派地方中
队和联防武装佯攻元江县城。国民党
元江县政府急忙派人到猪街，命令保
安独立大队火速回援。

陈宇铭、王力健决定于9月14日

撤回元江城。高升福立即通过关系把
敌人回元江的具体时间告知了自卫
军，并按照自卫军领导的指示，告诉
陈、王二人，小羊街有“军费”可拿。陈、
王二人大喜过望，立即决定部队绕道
小羊街回师元江县城。

9月14日拂晓前，自卫军进入伏击
阵地，等候敌人的到来。上午11时左右，
敌独立大队完全进入了自卫军的伏击
圈。随着自卫军领导一声令下，自卫军战士
立即开火。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纷纷卧
倒。陈宇铭命令手下架起机枪向山上射击，
但驮着机枪、冲锋枪、掷弹筒的骡马受到惊
吓后四散乱跑，让敌人几乎无法卸下重武
器。陈宇铭见状，命令手下突围，自己却和
王力健逃到山沟里躲起来。不久，奉命突围
的敌人发现指挥官不见了，更加混乱。自卫
军战士乘机展开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
杀”“自卫军优待俘虏”等口号，少数敌人听
到后举着手爬上山来投降。

自卫军领导见时机成熟，立即发起
总攻。经过短暂交火，战士们击毙了几
个负隅顽抗的敌人，从山沟里活捉了陈
宇铭、王力健。残敌纷纷举手投降。

战斗仅一小时左右就宣告结束。
此次战斗，自卫军打死打伤敌人10多
人，活捉陈宇铭、王力健以下130多人，
全歼了敌独立大队，并缴获捷克式轻机
枪12挺、步枪近百支、短枪10余支、掷
弹筒6个、手榴弹36个、子弹16000多
发、骡马及军用物资一部，大大改善了
自卫军装备。猪街伏击战后，元江地区
的革命武装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人民自卫军妙计歼敌
徐轶

1947年4月羊马河战役后，解放
军西北野战部队秘密转移至瓦窑堡附
近休整。国民党军判断中共中央机关
及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主力在绥
德地区并正在东渡黄河，遂令其第一
战区部队急速北上，并令驻守榆林的
第二十二军等部南下，企图“南北夹
击”，将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消灭于葭
县、吴堡地区。

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以9个旅的兵力，于4月26日由蟠龙、永
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地区疾进，仅留整编
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欠1个团）及陕西保
安第三总队等部守备其补给基地蟠龙。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
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决心趁胡宗南
集团主力北上绥德回援不及之机，进攻
孤立据点蟠龙。解放军以部分兵力伪装
成主力，诱使胡宗南集团主力继续北上，
同时集中4个旅的兵力攻取蟠龙。30日，
解放军各攻击部队隐蔽进入蟠龙镇附
近。5月2日黄昏，解放军对国民党蟠龙
守军发起突然攻击。敌人凭借外围高地
和工事拼命抵抗，企图固守待援。

蟠龙的工事，都是在国民党军一
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精心设计，亲自监
督”下完成的，异常坚固。解放军因缺
少火炮，几次攻击都没有获得突破。解
放军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立
即向彭德怀建议停止攻击，巩固已得
阵地，总结研究更好的打法。彭德怀当

即采纳徐立清的建议，下令部队暂停
攻击，一面继续加强土工作业、一面召
开战地指挥员会议。徐立清则下到第
一线营连指导工作、听取意见，号召各
攻击部队抓紧时间发扬军事民主，讨
论如何尽快打破敌人的坚固工事。

战士们群策群力，开动脑筋，很快就
总结出了不少破解敌人坚固工事的有效
战术。比如针对敌人工事高大坚固且构
筑在山坡上，大型炸药包“很难送上去”
的特点，有战士提出可以把战壕挖到碉
堡下面，然后把炸药装到干粮袋里，随身
携带到碉堡下，把干粮袋集中到碉堡外
墙一处引爆；再如针对敌人的阵地火力
都集中在碉堡前面的特点，有人提出可
以派几个战斗小组不间断地进行佯攻，
掩护战友从后山爬上去等等。

5月3日下午，经过充分准备，解
放军再次发起进攻。各部队按白天商
量好的战术迅速推进，很快攻克了东
山、北山和磨盘山等主阵地。黄昏后，
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居高临下地向蟠
龙镇发起总攻。徐立清又及时提出“打
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彭德
怀听后高兴地对徐立清说：“这口号比
炸弹厉害得多啊！”

不久，解放军高喊“打进蟠龙镇，
活捉李昆岗”的口号发起总攻，战至深
夜，攻克蟠龙镇，全歼敌守军6700余
人，并俘虏了李昆岗，还缴获大批武器
弹药和军需物资。

战蟠龙，解放军充分发挥军事民主
胡遵远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的棋
盘山地处江西和湖南两省交界处，丛
山峻岭，林密水冷。1935至 1938年，
湘赣省委就在此安营扎寨，以待革命
发展的时机。

1937年冬，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分
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军委分会主席项英，中共中央东南分
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新四军驻江
西办事处主任曾山，一起受中央派遣
赶赴棋盘山垄上村视察部队。时任中
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同志奉命与
国民党吉安行署专员刘振群谈判，解
决湘赣边游击队改编的问题。

其时，正是内战和抗日战争交织
在一起的时候。革命以及革命军队正
经受着重重困难的考验。地方保守势
力非常强大，经常和红军游击队制造
摩擦，给红军游击队带来重大损失。

当时的神泉乡乡长谭咏德势力非
常强大，他不愿意看到红军游击队在
自己的地盘上，经常对接近、资助红军
的群众进行打压，甚至杀害。

湘赣边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谭余保早
就想组织力量对谭咏德进行打击，可是，为
了保存革命实力，谭余保不敢贸然行动。

在曾山的说服下，谭余保决定与
谭咏德化干戈为玉帛。有一天，谭咏德
来山上拜访谭余保。曾山和谭余保不
仅热情地予以接待，对他打压红军游
击队的事只字不提，而且称谭咏德为

“老华”。当谭咏德得知曾山也亲自接
待他后，更是大受感动。曾山和谭余保
又将抗日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
亡，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加

以宣扬，经过几个小时的思想工作，使
谭咏德认识到自己以前犯下的罪行。
从此，谭咏德转变了对待共产党和红
军的态度，他不仅不再与红军为敌，而
且经常暗地里资助红军。

接着，曾山又给在莲花县城的驻
军团长王崇良写了一封信。看过《为国
共合作宣言》的王崇良立即赶到垄上
村和曾山见面。曾山和谭余保等人对
他晓以大义，让原本就有抗日救国思
想的王崇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
念。回到县城后第三天，王崇良就为红
军送来了许多子弹、20顶帐篷，以及
一些稀缺药品。最让红军上下欣慰不
已的是，王崇良听说红军许多枪支火
炮坏了使用不了，还特意派来了一个
枪械修理师，这可是雪中送炭。

寒山区区长朱伯寅在得知谭咏德
和红军游击队关系变好后，也想探探
游击队的虚实。于是他也来到山上，说
是要拜访曾山和谭余保。曾山和谭余
保热情接待他，并讲明统一战线，抗日
救国的重要性，从而使朱伯寅的思想
有了很大的转变。

由于湘赣省委和游击队正确地执行
了党的统一战线路线，从而赢得了方方面
面的支持，尤其是减少了与国民党势力的
正面冲突，保存了革命实力，使部队得以顺
利整训。1938年2月，整编后的部队在刘
培善、段焕竞的率领下，开赴晥南抗日前
线，后来改编为新四军1支队2团队1大
队。不久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被撤销，成
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谭余保任书记，并继
续带领80余人在棋盘山一带打游击。

(作者单位：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
政协文史委)

棋盘山里的统一战线
刘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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