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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4 月 2 日，300 多

名八路军指战员在执行任务

途中，被十倍于己的日伪军

围困在河北省遵化境内的甲

山之上。全体指战员在八路

军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

十 二 团 政 委 刘 诚 光 的 带 领

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用生

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冀东抗

战的悲壮战歌。

来到冀东

刘诚光生于1915年，1931年参加
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胜利后，
他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马列学
院学习，曾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青年科
长、民运科长。1939年2月，刘诚光任
冀热察挺进军干部科科长，同年6月任
挺进军十三支队(1940年改称冀东军分
区)政治部主任、兼任冀东十二团政
委。他是我冀东八路军政治工作制度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为部队的政治思想、
组织建设及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
要贡献。

刘诚光不仅是八路军出色的政工干
部，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者。在冀
东，他和李运昌、包森等高级将领密切
合作，谋划出多场漂亮的战役，狠狠打
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1940年 8月百
团大战期间，他和陈群指挥十二团拔除
了唐山古冶车站伪军据点，在丰唐公路
伏击了500多名日伪军，并连续攻克了
唐山近郊的几个日伪据点，给日伪军以
很大威胁；1941 年 5月 1日，他率十
二团二营连续参加了玉田渠梁河伏击战
和丰润郭家屯伏击战，取得了辉煌胜
利，毙伤日军数百人，缴获大批武器弹
药。10月18日深夜，刘诚光带两个连
的战士化装成日军进入黄家屯据点，只
打了3枪便结束了战斗，全歼守敌。在
1941 年底进行的打伪治安军的战役
中，他组织军分区政治部印发了40多
份宣传材料和“归顺通行证”，在伪治
安军经常出没的地方散发，以瓦解敌人
的斗志。致使伪治安军一夜间逃跑数百
人，3个月内伪治安军损失兵力近7个
团，约占总兵力的1/3。这些战斗，不
仅大量地杀伤了敌人，壮大发展了部
队，更为开辟冀东地区抗日游击根据进
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卓越贡献。

沉着御敌

1942年春，日伪施行所谓第四次
“治安强化运动”，调集5万余人，对八
路军冀东部队大举“围攻”。为避敌精
锐，保存实力，八路军冀东主力部队转
移到外线作战。

4月2日，刘诚光与十二团二营教
导员苏连存率二营四连与独立营特务连
护送一批政治干部去平西抗日根据地受
训。部队从河北迁安莲花院 （今属迁
西）出发，经大岭沟越过敌人封锁线，

进驻松山峪（今属迁西）。这时，刘诚
光接到侦察员报告：崖口、吕各庄一带
有敌情，刘诚光立即命令部队绕道转
移。当天夜里，部队行至遵化境内，分
别在铁厂西南的范庄、郭家沟、李家窝
宿营。

4月3日拂晓，战士们正在准备出
发，侦察员急速赶来报告说：西南方向
发现大批敌人活动！刘诚光和苏连存简
短研究后，决定留下部分战士警戒，其
他战士掩护政工干部转移至村外甲山下
的山沟里隐蔽。部队进入山沟后，刘诚
光命令留下部分队伍在山上警戒，就在
此时，侦察员报告：南边发现敌人！接
着，又有侦察员报告说，其他方向也有
敌人大部队包围了过来。刘诚光临危不
乱，立即指挥部队抢占高地。战士们迅
速冲上地势较高的甲山。刘诚光随即命
令：四连连长王玉珍率部爬上东山头，
特务连指导员李兆奎率战士们占领西山
头，准备迎敌。

甲山是座孤立山峰，东西长七八
里。7点钟左右，刘诚光刚刚率部在甲
山上筑起临时阵地，西、北、东三个方
向的敌人就包抄了过来。阵地上，刘诚
光以洪亮的声音向战士们进行了战斗动
员。他说:“同志们，我们决不向日寇
低头！每个人都应抱着与日寇血战到底
的决心，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不怕流
血牺牲，要有决心、有胆量、有信心，
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同志们，
我们要视死如归，勇敢战斗！”刘诚光
慷慨激昂的讲话，让战士们勇气倍增。
大家紧紧握住武器，准备和敌人血战到
底。

浴血奋战

8时左右，日伪军开始向八路军阵
地发起进攻。敌人架起6门迫击炮和一
挺重机枪，集中火力向甲山山头八路军
阵地轰击、扫射。八路军指战员按照刘
诚光“不见敌兵不开枪，敌人不打我就
打”的指示，沉着应战，故意让敌人消

耗军火，“刘诚光还拉出自己的战马，
放到山头，引开敌人视线”。不久，敌
人将机枪前移，掩护部队向山上发起攻
势。刘诚光带领战士们猛烈还击，顿时
将敌人打倒了一大片。见敌人机枪位置
靠前，刘诚光立即下令四连一名神枪手
瞄准机枪手射击。三枪过后，敌人两名
机枪手被击毙。向山上仰攻的敌人没了
机枪掩护，纷纷向山下退去。

四连二排排长杨占山见状，请示连
长能否带领二排对逃敌进行反冲锋，以
吸引敌人主力，掩护大部队乘机西撤。
连长批准后，二排由东山坡冲下，连续
甩出20多颗手榴弹，霎时爆炸声响成
一片。敌人包围圈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正在这时，山上指挥员突然发现远处又
开来了大批敌人援军，于是立即派人将
二排唤回。敌人得到增援后，立即再次
组织冲锋。八路军指战员集中火力向敌
人猛打，战斗异常激烈。整个上午敌人
向山上八路军阵地发动了4次冲锋，均
被八路军打退。与此同时，刘诚光也组
织部队进行了3次突围，试图打开一条
道路。但敌人此后继续增兵，火力也逐
渐增强，3次突围均告失败。

苏连存见状，和刘诚光商议后，亲
自率部分战士发起第4次冲锋，想为大
部队打开一个缺口。然而他率部冲到山
下时，却发现敌人已经在山下布置了大
批部队。战斗中，四连长王玉珍和部分
战士英勇牺牲。苏连存退回山上阵地，
将情况报告给刘诚光。为了减少伤亡，
刘诚光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命战士们坚
守阵地，等待天黑后再行突围。几个小
时后，敌人见久攻不下，就从遵化、唐
山等方面又调集了一批援军，并带来了
几门山炮。不久，敌人的炮弹便像雨点
冰雹般倾泻整个甲山阵地，不少干部战
士中弹牺牲。

敌人在长时间炮击后，又从四面
八方围了上来。此时，山头阵地上只
有几十名指战员，弹药也所剩无几。
刘诚光率领战士们和敌人血战，战士
们将仅有的子弹射出后，与敌人展开

白刃肉搏战——有的战士抡起枪托猛
砸，有的搬起石块砸，有的战士抱着
敌人撕咬，有的战士和敌人扭成一
团，摔到几丈高的悬崖下……这样，
又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此时天色
渐暗，日伪军害怕天黑后八路军突
围，于是集中全力以密集队形向山顶
发起猛攻。此时，刘诚光、苏连存均
身负重伤。最后关头，刘诚光把指战
员召集起来，迅速砸碎枪支、烧掉文
件，当敌人逼近时，战士们随着刘诚
光，举着仅有的拉了弦的手榴弹猛冲
入敌群之中，与敌人同归于尽；另有
几位战士高呼口号，纵身跳下悬崖。

英名永存

敌人撤走后，当地群众把刘诚光等
200 多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甲山北坡
下。当乡亲们上山为烈士们收殓时，看
到战士牺牲时的各种姿势依然没有改
变，有的战士紧紧抱住敌人大腿、有的
战士咬着鬼子的耳朵，还有的战士紧紧
攥着刺刀，瞪大双眼……村民们用担架
把烈士们的遗体抬下山，在山下一个较
开阔的空场进行了祭奠。村民们看着战
士们的遗体激动地说：“他们全是好
人，为了咱们全村不受伤害，战士们全
部战死山上，我们得对得起他们！”此
次战斗，敌人损失惨重。据当地群众回
忆，战斗结束后，日伪军仅尸体就运走
了600多具。

敌人在甲山战斗后，自称“没有一
个八路漏网”。实际上，有30多名干部
战士成功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在当地党
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养好伤，又回到
了部队，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1942
年6月，冀东军分区在热南游击根据地
瀑河川为刘诚光等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
大会，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号召冀东军
民在青纱帐展开“复仇”战役，为烈士
报仇。当年夏，冀东军分区胜利粉碎了
敌人第4次“强化治安”。

（作者单位：廊坊日报社）

甲山战斗：冀东抗战的不朽丰碑
董连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为策应全国抗战，东北抗联各部频频出
击，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在东北的统治，牵
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日本侵略者调集大
批兵力对东北抗联进行大规模“围剿”，
东北抗联的斗争转入了极为艰苦的阶
段。对此，中共北满和吉东省委经共同议
定，决定抗联各军除留部分部队坚持下
江地区斗争外，主力部队分别脱离险区，
到外线作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1938 年 3 月，日伪军兵分数路向
吉林省宝清县（今属黑龙江省）境内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五军发起进
攻。鉴于敌我力量悬殊，抗联第二路军
总指挥部指示第五军第三师向勃利、密
山地区转移，与敌周旋，在运动战中歼
灭敌人。当时，第八团第一连60多名
指战员在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的
率领下，驻守在兰棒山沟口担任警戒任

务。在得到团部“向兰棒山北麓李炮营
集中”的命令后，一连于18日拂晓撤
出警戒，连长李海峰命令30多名战士
先行撤离，由他和指导员班路遗率10
余名战士组成一个小分队断后。18日
上午，李海峰率小队向李炮营转移，沿
途和数名赶来的同志会合。

由于天降大雪，李海峰等人行进缓
慢，两个多小时，小分队只走了 8 里
路。当到达石灰窑南沟时，小分队发
现有两股日伪骑兵沿着他们留下的脚印
从后追来。为了给大部队转移争取时
间，李海峰当机立断，一面派两位没有
武器的同志火速前往抗联主力部队汇报
情况，一面率领小分队迅速登上当地的
小孤山制高点，利用岩石、树木筑起工
事，准备在这里阻击敌人。

随后，李海峰进行了战前动员，他
要求战士们最大限度地拖住敌人、消灭
敌人，为大部队争取时间，坚持到天黑
后突围。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表
示要与阵地共存亡。11时左右，尾随
而来的敌人行至小孤山下，听到山上传
来枪声，便立即把小孤山包围起来。不

久，敌人派出百余人向山上发起进攻。
由于坡陡雪深，敌人跌跌撞撞了很长时
间才爬到半山腰。李海峰一声令下，战
士们用机枪、步枪向敌人同时射击。由
于李海峰等均是猎户出身，按照事先分
工，一个人瞄准一个，很快便击毙了十
几个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
敌人见状，立即改变战术，从三个方向
同时向山上发起进攻。李海峰将战士们
分为 3 组，分头迎敌。按照连长的部
署，战士们分成几个小组，长枪打远处
敌人，短枪打近处敌人，当敌人好不容
易爬到距山头只有 30 步左右的时候，
战士们立即掷出手榴弹。很快，敌人的
第二次进攻被打退，山坡上又多了十几
具尸体。日伪军见状，不敢再向山上强
攻，趴在雪坑里僵持了一会儿，便仓皇
撤了下去。

敌人指挥官命令手下调来迫击炮和
掷弹筒向山上轰击，接着增加兵力，再
次发起了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李海峰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战至黄
昏，小分队接连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
攻，击毙击伤敌人数十人。

战斗持续到夜幕降临，400余人的
日伪军久攻不下，反而死伤惨重——
已经有90余人被击毙，多人受伤，只
得退到山坳里暂时喘息。小孤山上，
指导员班路遗和 9 名战士不幸牺牲，
李海峰等 6 人也都负了伤，战场上出
现了短暂的沉寂。恰在此时，乌云遮
住了月光。身负重伤的李海峰立即召
集尚能行动的 4 位战士，命令他们带
上枪支和重要文件乘机突围，由他和
另一位重伤不能行动的战士做掩护。4
位战士要求留下来和连长同生共死，
李海峰严厉地说：“必须服从命令，谁
也不能留下！你们能出去一个人，就
是给抗日多增加一份力量！”4位战士
含泪告别李海峰两人，从山的西北面
悄悄来到半山腰，然后用力扒开雪洞
把自己埋了起来。敌军蜷伏了两个多
小时，听不到小孤山上有任何声响，
于是慢慢地向山上爬来。李海峰两人
待敌人靠近，举枪射击，和敌人展开
了最后的搏斗，直至壮烈牺牲。

不久，抗联五军三师派出的增援部
队赶到，救出了4名突围的战士。此时
的敌人已经是强弩之末，早已无心恋
战，用雪橇拉着死尸和伤兵狼狈而逃。
天亮后，抗联战士登上小孤山战场，掩
埋了12名烈士的遗体。19日上午，三
师大部队在日伪军返回宝清的必经之路
对这股敌人进行了伏击，大获全胜，为
牺牲的12位烈士报了仇。

抗联十二烈士血洒小孤山
贾晓明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但在中国战场上，却出现
了蒋、日、伪加紧勾结的严重局面。
在山西，阎锡山为阻挠八路军接受日
伪投降，竟派部队和日伪军“联合设
防”，更乘机出兵配合蒋介石向晋绥
解放区大举进犯。为保卫抗战胜利果
实，8月 21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
以晋绥军区主力部队4个旅组成晋绥
野战军，由贺龙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
员，统一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和晋绥野
战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了更
为广泛的进攻，同时对进犯的阎锡山
部给予有力回击。

8月23日，贺龙指挥晋绥军南线
部队陆续夺取了太汾路上的县城及离
石、柳林、大武等城镇，30日，又组织
独一旅和晋绥八分区部队向太汾公路
上的文水县城发起攻击。31日，晋绥
军参战部队冒着大雨来到文水城下，
迅速完成了对该城的包围。黄昏时分，
攻城战斗打响。独一旅冒着暴风雨，通
过手拉肩扛，把几门炮拉到了离城墙
几百米的地方，瞄准城墙上敌人的工
事进行轰击，压制敌人城上火力。随
即，八分区二支队突击部队迅速越过
壕沟，剪断铁丝网，扫清地雷，把云梯
架在城墙上。经过激战，二支队登上了
城东北角，并逐渐沿城墙向两翼发展。
由于角度关系，炮兵无法摧毁北门城
楼及城墙两侧暗堡火力，登城部队虽
然数次打退国民党军的反扑，但一时
无法消灭北门城楼的敌人。登城部队

随即迅速改造敌人设在城墙上的工
事，并以此为掩护坚守已夺取的阵地，
和敌人形成对峙态势。

独一旅首长闻讯后立即调整部
署，命令炮兵连将几门火炮全部集中
到北门，又命令独一旅七一四团突击
部队悄悄埋伏在城墙的西北角。9月
1日15时，炮兵连5门山炮齐发，对
敌人重兵据守的北门楼和城墙上的暗
堡火力点予以打击。敌人见状，慌忙
将城上守敌向北门集中。独一旅七一
四团突击部队见敌人中计，立即竖梯
登城，很快占领西北角城墙，随后沿
城墙向北门守敌发起猛攻。北城门守
敌在二支队和七一四团的夹击下很快
被消灭。经过激战，东门和南门也相
继被攻克。攻城部队突入城内，和敌
人展开巷战。敌人一部分被歼灭，剩
下的纷纷退往西城工事，准备固守待
援。贺龙得到报告后，一面命令攻城
部队消灭城东、城南、城北的残敌，
对城西残敌围而不攻；一面命令部分
部队迅速赶往西门外埋伏。当日傍
晚，残敌果然舍弃工事从西门突围而
出，却钻进了贺龙事先布置的“口袋
阵”里，除少部分被歼外，其余全部
投降。

此次战斗，晋绥部队击毙伪县长
以下200余人，俘虏600余人，缴获
轻机枪 40余挺、掷弹筒 3 具、步马
枪400余支。第二天，贺龙进城看望
攻城部队，文水万余群众在城内集
会，欢庆胜利。

贺龙“网开一面”
徐轶

1939年 2月 7日农历腊月除夕，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
符竹庭率领挺纵五支队二营与商河县
政府机关、县大队，乘夜色来到四县
交界处的济阳县仁风镇的罗庄、陈庄
和史庄三个村宿营，迎接上级派到挺
纵工作的干部。部队宿营后，接到村
里群众报告和济阳县地下党同志传来
的情报：部分日军将于次日乘车经过
陈、罗两庄附近公路赶往惠民县城参
加日军侵占惠民城举行的“阅兵仪
式”。符竹庭立即召集干部开会，研
究制定了正月初一伏击敌人的计划。

第二天拂晓，部队按照部署，由
二营营长齐丁根带领两个连埋伏在各
条要道，监视周围据点伪军；另一个
连和商河县大队埋伏在陈庄公路东侧
庙里、道沟里。上午9时，一辆汽车
载着日军48人进入伏击圈，齐营长一
声令下，指战员们机枪、步枪、手榴
弹一齐开火，战斗很快结束，48个敌
人全部被击毙。战后清点战果，缴获
机枪 1 挺、步枪 30 余支以及其他
物资。

驻扎在惠民县城的日伪军得到消
息后，调集了3000多兵力，分乘100余
辆汽车（配有4辆坦克和10门山炮）赶
来“报复”。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符竹
庭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敌
人进行斗争。在一路遭到阻击、损兵折
将后，敌人包围了沙窝村。就在此时，埋
伏在村东头的惠民县大队七连突然向

敌人开枪，吸引敌人的主力部队乡村东
聚集，而符竹庭等率领主力部队从沙窝
村西头的翟家村悄悄摸出，迅猛地向敌
人冲去，守敌兵力薄弱，阵地很快被撕
开一个缺口，八路军主力部队很快跳出
包围圈，转向宁津县、乐陵县边界一带。
在符竹庭的指挥下，挺进纵队不仅胜利
完成了安全接收护送上级从根据地新
派来的干部重任，并激战1天1夜，歼
灭日伪军300多名，击毁坦克1辆、汽车
数辆、最后成功跳出了日伪军的重围。
日伪军见八路军主力突围而去，便集中
兵力向惠民县大队七连猛攻。七连指战
员利用地形优势与敌人展开游击战。战
至第二天黄昏，敌人才发现面前并非八
路军部队的主力，天黑后，敌人在“劝降
无效”后，只好再次布置警戒线，企图围
困七连。

夜晚，日军在院落、巷子里开始
烧火煮饭，命令伪军站岗。七连指战
员见时机已到，派出几个会说一些日
语的干部，穿着从日军尸体上扒下来
的军装来到伪军岗哨，用半日文半中
文命令伪军可以回村“吃饭”了，站
岗的任务“由皇军来完成”。早已饥肠
辘辘的伪军虽然听不懂日语，但“可
以去吃饭了”这句中文却听懂了，于
是一窝蜂似地跑进了村子。七连指战
员立即通过岗哨，很快消失在茫茫夜
色中。

不久，七连来到指定地点与符竹
庭率领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八路军正月初一打响“伏击突围战”
孙兵

1953年 7月16日，败退台湾的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派国民党军队万
余人在胡琏的指挥下对福建南部沿海
的东山岛发起所谓“海陆空联合突
袭”。当日3时30分，国民党军空降
兵支队约 500人分乘 18架运输机从
台湾起飞，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于4
时47分抵达东山岛北部的后林、张
家地区上空后开始跳伞。

当时，解放军驻扎在东山岛渡口
的水兵连正在按计划向岛外转移，岛
上只有7名战士和少数民兵。他们发
现敌空降偷袭后，一面抗击敌人，一
面发出警报。正在渡海的解放军水兵
连迅速返回加入战斗。他们用机枪向
敌人的降落伞猛烈射击，从而打乱了
敌人的空降部署。敌运输机编队为了
躲避射击，被迫把飞行高度由240米
上升到1000米，还命令伞兵赶快跳
伞。结果敌人伞兵散落在长约2.5公
里的狭长范围，有不少人被摔死摔
伤，有的挂在了树上，也有的落到了
海里。敌人报话员跳伞后直接被解放
军俘获。

即便如此，敌人伞兵尚有300多
人，人数和武器都占很大优势。解
放军依托有利地形坚守待援——水
兵连扼守渡口码头；民兵在区委书
记率领下分成 3 个战斗小组，配合
留在后林村的水兵连留守人员扼守
后林村。战斗到拂晓，敌人的海上
登陆部队开始抢滩。在暂时得不到

后援的情况下，解放军水兵连和民
兵相互策应，协同作战，固守核心
阵地，与敌人展开了血战。战斗
中，七班长戚举芳把 4 挺机枪一字
排开，轮流操纵机枪扫射；机枪手
阎秋成右腿被打断，血流不止，仍
然坚持不下火线；当敌伞兵接近阵
地时，战士们投出集束手榴弹，在
阵地前炸出一道道火墙。就这样，
解放军水兵连和民兵固守长达27小
时，先后击退敌人的18次进攻。

为了增援东山岛，歼灭进犯之
敌，解放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急速驰
援东山岛。先锋九连克服敌人的炮
击，渡海登岛接替了水兵连滩头阵
地。在守岛部队与民兵配合下，二七
二团实施穿插分割，仅2小时就打掉
了伞兵指挥所，击毙了敌人的最高指
挥官。在随后的战斗中，解放军迅速
包围了残存的敌伞兵，将其全歼。伞
兵的覆灭，意味着敌人夹击解放军滩
头守军的计划“彻底泡汤”。胡琏只
得指挥敌人从海上抢滩，被解放军打
得落花流水。随着解放军援兵持续抵
达战场，胡琏知道大势已去，遂于
17日9时下令全线撤退。

东山岛之战，以解放军歼灭国民
党军3379人、击落飞机2架、击伤敌
人军舰1艘而告终。战后，水兵连被
上级授予“东山战斗二等功臣连”荣
誉称号，后林村民兵也获得“东山战
斗民兵战斗集体功臣”光荣称号。

解放军大破胡琏“海陆空联合突袭”
吴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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