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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朱程
投笔从戎，被先后任命为河北民军
第十、第十一大队大队长，民军晋
冀豫边办事处处长兼第十一团团
长 ， 经 常 配 合 八 路 军 袭 击 日 伪 。
1938年冬，朱程秘密加入了中共领
导的民族先锋队，此后率部北上冀
西，与民军第四团合编，番号为第
四团，朱程任团长。在冀西，朱程
进一步加强与中共的联系，与八路
军相互配合作战，开展抗日工作，
并对国民党“摩擦专家”张荫梧破
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坚
决抵制。张荫梧秘密下令其手下消
灭第四团，朱程指挥所部进行还
击，安全突围，转战襄垣。

八路军总部对民军第四团进行慰
问，宣布民军第四团所需军饷全由八
路军供给。1939年8月，根据八路军
总部命令，民四团改编为华北抗日民
军，由朱程任司令员。9月，经朱德
介绍、中共中央批准，朱程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当时，由于日伪控制了白晋公
路，把襄垣县分割为东西两半，影响
着八路军在襄垣县抗日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白晋公路上的夏店镇，是日本
侵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重兵。

1939年9月，八路军前方指挥部
指示华北抗日民军“在白晋公路上寻
机打击日寇”。一天，交通员送来情
报：29日上午日军有11辆满载军火
物资的卡车，从太原开往长治。朱程
得到消息后，决定伏击这股敌人。他
立即出发，化装成香客，用两天一夜
的时间，在夏店镇附近的公路上详细
地观察了地形、地物，摸清了日军的
兵力部署和活动规律，甚至对夏店镇
至北山据点路段敌人的换岗时间都摸
得一清二楚。

狮山位于襄垣县夏店镇以西，这里
草木葱郁，地势险要，在狮山的脚下，
白晋公路从山中通过，路南还有河流环
绕，适合伏击敌人。据此，朱程将设伏
地点定在狮山。随后，他和几个同志进
行了研究，部署了具体作战方案：以两
个排埋伏在高崖上，战斗打响后，负责
阻击夏店镇的日军出援；用一个尖刀班
隐蔽在狮山的玉皇庙，控制制高点；以
两个连兵力埋伏在狮山公路以西的两
侧，战斗打响后，以快速猛攻的方法消
灭敌人；秦家山、寨沟山各埋伏一排兵
力，堵截敌军逃窜。战斗布置好后，朱
程又分别到各连队进行了战备检查和战
前鼓动。

9 月 28 日夜，朱程率部队轻装出
发。经过急行军，于次日凌晨4时到达
狮山，进入设伏阵地。上午10时，河
口、大平等据点的敌人来到狮山公路巡
查，由于朱程和战士们隐蔽得当，巡查
敌人没有发现任何埋伏的迹象。不久，
从夏店镇据点方向驶来的日军车队一路
开来，很快进入伏击圈，随着朱程的一
声令下，战士们立即向敌人猛烈射击，
日军汽车遭到地雷的前后袭击，停在路
上，押车敌人跳下车辆，四处找隐蔽
物，准备顽抗。就在敌人慌乱之际，朱
程命令战士们把集束手榴弹投向敌群。
仅10分钟，敌车9辆被炸毁。又经过
20分钟的激战，剩下的卡车被全部炸
毁，押车敌人被击毙100余人，另有20
余人受伤，失去战斗力。朱程立即命令
部队发起冲锋，很快消灭了残敌，缴枪
80余支以及一批弹药、军用物资。夏
店镇据点的敌人乘汽车赶来增援，被打
援的部队二次伏击，丢下多具尸体后狼
狈逃走。

由于狮山伏击战的胜利，朱程和华
北抗日民军受到了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
央北方局的表彰。

朱程率部狮山打伏击
徐 轶

始终与战士同甘共苦

长征途中，徐海东虽长期担任高
级领导职务，指挥千军万马作战，但
一有空就深入基层，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和战士们进行思想交流，听取意
见。干部、战士们都很愿意接近他，
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

当时条件艰苦，部队经常筹不到
粮食，常常以野菜充饥，有时甚至连野
菜、树叶都找不到，只得剥树皮、挖葛
藤吃。战士们吃什么，徐海东也吃什
么，绝不搞特殊。有时他还亲自带着警
卫员和炊事员上山采集野菜；野菜采
回来后，他又和炊事员们一起研究“怎
样做才好吃”。一次，部队供给部的同
志发现徐海东连续多日指挥战斗，却
只吃野菜，害怕他的身体吃不消，于是

“串通”了警卫员，悄悄地在野菜粥里
加入了刚搞到手的一些细粮，趁徐海
东忙于批阅文件的时候送来，希望他
能在“不经意间”吃下去。谁知徐海东
吃了一口，就发现了“问题”，立即让警
卫员把粥送到野战医院给伤病员吃。
又把供给部的同志叫来，告诉他们下
不为例。又一次，供给部好不容易搞到
一些黄豆，给伤病员送去后，把剩下的
拿给徐海东。徐海东叫来身边的指战
员一起分享。只见他把黄豆撒在枯草
上，点燃枯草，火灭后黄豆也烧熟了。
徐海东把黄豆从草灰里挑出来，分给
周 围 的 指 战 员 ，还 亲 自 示 范“ 吃
法”——把黄豆在手心里一搓，搓掉外
面的草灰，然后放进嘴里大嚼。战士们
照首长的方式“进餐”，不少人吃得满
嘴乌黑，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
禁哈哈大笑起来。

一次战斗中，由于敌人拼命抵
抗，红二十五军10多天无法攻破敌
人防线。随着战斗的继续，红军军粮
供应短缺。由于当地屡遭敌人洗劫，
又值青黄不接，群众自己也没有多少
余粮了，但当地群众把仅存的口粮拿
出来，熬成稀饭，让红军指战员暂时
充饥。从5月下旬起，红二十五军不
得不派出相当一部分兵力，到远离战
场的地区夺取敌人的给养，同时设法
发动后方的群众为红军筹粮。有人给
徐海东送来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几十
个用小麦磨碎加上咸菜做的饼子，每
个有小碗口大。徐海东如获至宝，每
顿饭只拿出一个，和身边其他同志分
享。一天，他到前线巡视，途中看见
两个战士躺在地上，一问，才知道原
来是“饿得受不了了”。徐海东当即
对警卫员说：“把我的干粮给他们一

人一个。”警卫员稍微迟疑，徐海东上
前一把夺过口袋，拿出两个饼子交给战
士们。两个战士不敢接，徐海东大声
说：“叫你们吃就吃！这是命令！”直到
看着两个战士把饼子吃完，徐海东才继
续向前走去。警卫员问徐海东为何如此

“大方”，徐海东说：“我绝不能让战士
们空着肚子与敌人拼刺刀。”

时刻关怀伤病员

徐海东爱讲这样两句话：“战斗再
激烈，绝不丢掉一个伤员；行军再紧
张，绝不丢掉一个病号。”行军路上，
他一旦发现哪个病号走不动了，就会跳
下马来，让病号骑上他的马往前赶路。
看见有一些同志落在后面，徐海东就下
马和大家一起前进，一面走一面鼓励大
家，还和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这些同
志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脚步，很快
就赶上了自己的所属部队。

1934年11月，独树镇战斗刚结束，
徐海东独自骑马巡视战场时，发现路旁
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没有被抬走，战士
身边放着一副担架，但只有一位同志在
照看。徐海东认为情况紧急，等担架队回
来后再抬伤员，有可能发生意外，于是就
跳下马来，亲自抬着这个伤员去医院。

红二十五军长期在深山荒野露宿，

在林木茂盛的地方就搭草棚住，在荒山
秃岭，就在地面休息一阵，然后继续行
军作战。战斗期间，红二十五军的野战
医院一般设置在战场的山林里，或设置
在天然的岩洞中，伤病员就躺在草木拼
成的“临时床”上，由于条件艰苦，很
多人没有得到必要的治疗。每到宿营，
徐海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战场来到
医院里去看伤病员。徐海东来到医院，
挨个慰问每一位伤病员，然后会把医院
院长和政委找来，听取汇报，研究治疗
方案。此外，徐海东还规定，每次战斗
缴获的粮食和药品，一定要优先、尽可
能多地分给伤病员，同时还派出人员尽
可能收集生长在山间、具有一定疗效的
药草，以解燃眉之急。

贯彻落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不仅英
勇善战很出名，更以纪律性强、秋毫无
犯而闻名。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将士
在徐海东等的率领下，从革命利益出
发，严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
要求，所到之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同时
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群众；同时积极宣
传，在沿途都通过标语、歌谣、演讲、
布告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政策、

性质、宗旨，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救国
救民的真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
恶、虚伪，给沿途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
象，很快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当红二十五军部队行军路过湖北枣
阳一带时，正是枣子、柿子成熟的季
节。队伍经过枣树林和柿子树林的时
候，从不停留；行进途中，遇到有熟透
了的枣子、柿子落在地上，红军指战员
不但不去拣，为了不踩坏这些落地的果
实，还特意绕开。

有一次，红二十五军在某山寨宿
营，徐海东的警卫员向老乡借了一个旧
瓦盆饮马，一不小心把瓦盆碰碎了。警
卫员向老乡解释，但老乡听不太懂警卫
员的方言，只是摇手，意思是不需要赔
偿。徐海东知道此事后，命令警卫员向
司务长拿钱赔给老乡。警卫员说不知道
瓦盆在当地值多少钱，徐海东就让警卫
员和一名当地刚刚入伍的战士一起去，
并说当地瓦盆值多少钱可问新战士。警
卫员又说，问清价格后自己一个人就可
以了，徐海东告诉他：“不光是赔钱，
还要道歉！两个人一起去！我怕你说的
话老人家听不懂。”

1935 年 8 月，红二十五军来到甘
肃。这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部队每
到一地，徐海东就和政委吴焕先在部队
中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明确要
求红军部队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和语言文字。

红二十五军进入当地后，红军战士
均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群
众工作，用实际行动告诉当地群众，红
军是为穷苦百姓求解放的队伍。徐海东
和程子华、吴焕先等往往主动登门拜访
当地各民族有声望人士，又赠送礼品，
并讲明红军来此地只是稍作休息，不征
粮要款、不拉夫抓丁。一有时间，他们
就召开座谈会，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抗
日救国主张。

红二十五军还成立了纪律检查
组，负责监督各部队的执行情况，严
防违反群众纪律、破坏军民关系的事
情发生，对违反群众纪律、破坏军民
关系的人，都要给予严厉惩处。一
次，在经过某少数民族地区时，一位
干部发现当地“狗尾巴草”长得很茂
盛，就高兴地让战士们放马吃草，结
果却损坏了当地群众的庄稼。原来，
这一带的谷苗未出穗前，长得和这名
干部家乡的狗尾巴草长得差不多。事
情传到徐海东那里，他立刻批评这名
干部破坏了纪律，并决定给这名干部
严厉处分。消息传出去后，当地群众
选派几位老人前来求情。徐海东经过
考虑，决定“牲口吃了你们多少庄
稼，你们就要收下我们多少粮食”，并
立即派人对群众庄稼的损失进行估
算，然后从部队军粮里拿出高于损失
的口粮，责成那名干部亲手扛着粮
食，到所有遭受损失的群众家里赔
偿、道歉。

一个月后，毛泽东主席率中央红军
长征经过这一地区时，因为是与红二十
五军穿一样的军服，立即受到了当地群
众亲人般的热烈欢迎。毛泽东问明原
委，夸奖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高”。

（作者系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委党
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1942 年冬，日伪纠集万余兵
力，对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
大“扫荡”，企图“聚歼”新四军四
师。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新四军四
师主力部队跳出日军包围圈实施外
围作战，留二十六团在内线牵制敌
军。二十六团在团长罗应怀的率领
下，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日伪
周旋了20多天。

12月9日黄昏，二十六团进驻朱
家岗。由于汉奸告密，日伪出动
1500人，兵分三路，趁夜包围了朱
家岗。

当时，二十六团兵力不到 500
人，且弹药极为缺乏。面对强敌，罗
应怀临危不乱，当即发出“坚守阵
地，战到天黑，等待援军，待机歼
敌”的指示。战士们随即进入阵地，
扼守朱家岗地区各个重要据点，分头
迎敌。

战斗打响后，日伪军在炮火的掩
护下，冲向二十六团阵地，双方激
战。当时，防守曹圩村东南门的我军
只有一个排，连续打退敌人的5次冲
锋。敌人恼羞成怒，用大炮猛烈轰击

新四军阵地。圩子大门被敌人炮火炸
毁，20余名战士不幸牺牲，团长罗应
怀也身负重伤。危急时刻“小鬼班”战
士们冲上了阵地。

紧靠东南门有一个宽阔的打麦场，
场上停放着两辆笨重的大车。如果把两
辆大车抢回来，就可以把已经炸毁的圩
门堵起来。“小鬼班”勇敢地接受了抢
车任务。在圩内机枪、步枪的火力掩护
下，几个战士组成“抢车组”，冒着敌
人的子弹跳出战壕，拼命把大车推了回
来。他们把一辆堵在圩门口，一辆作为
隐蔽物，继续举枪战斗。

激战中，“小鬼班”班长周茂松被
敌人的炮火击中，壮烈牺牲，“小鬼
班”的战士牺牲过半。其他战士并没有
退缩，与尚能战斗的几名新四军战士一
起，打退了敌人十几次进攻，一直坚守
到下午。黄昏时分，随着新四军的骑兵
部队赶来增援，小战士们冲出阵地，和
骑兵“大哥”们一起冲杀，终于击溃了
敌人。

战斗结束后，为表彰“小鬼班”，
上级特授予战士们“十二勇士少年郎”
称号。

英雄“小鬼班”血战朱家岗
吴小龙

薛福成，我国近代外交家、洋务
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884 年，
薛福成被清廷实授为四品宁绍台道。

宁绍台道，不仅要监察宁波、绍
兴、台州三府的官吏，保卫地方安
全，而且因为宁波是国内的重要商埠
和最早开放的国际通商口岸，还要监
督镇江、宁波两个海关。当时，正值
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浙江的门户就在
宁波城东约50里的镇海海口，薛福
成到任后立即赶赴镇海，视察前线的
防务，并“综理营务，尽护诸军”，
准备抵御法军的入侵。

为了防止敌舰侵入海口，薛福
成决定对只有宽60丈的镇海港口门
进行封锁。除留下20丈暂作商船通
行路线外，其余均用打桩、沉船、
安放水雷等方法将航道堵塞。此
外，他还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晓谕
百姓，如有引狼入室的民族败类，
一经发现，立即正法；重酬中立国
的引水员，同时严格稽查进出的中
外客轮；用保护名义将辖区内几十
名法国传教士迁移，暗中严加监
视，以防里应外合。同时，针对定
海孤悬海外、四面受敌、一时难有
防备之良策的情况，薛福成利用中
英一份条约中“中国不把舟山让与
别国，如遇别国进攻舟山，英国必
为之保护”这一条款，呼吁英国履
行条约，保护舟山群岛，遏制法国
对定海的进犯。英国政府迫于国际
舆论，只得和法国签署了“法国不

进攻舟山群岛”的秘密协议。
1885年 2月底，4艘法国远东舰队

军舰，驶向镇海。薛福成得到消息，立即
命令守军撤去海口外浅滩、暗礁上的灯
塔和浮标，做好战斗准备。

3 月 1 日下午，法舰驶至镇海海
口，向镇海炮台、海口炮击并开始派小
船探测航道。薛福成等下令各炮台奋力
还击，击退了法国军队的数次进犯，一
艘敌舰的桅杆被炸成两截。法军又用鱼
雷偷袭镇海海口，企图炸开航道，由于
薛福成等早有准备，敌人此举以失败告
终。敌人又派海军陆战队乘小艇在黑夜
偷袭，也被守军击退。

法军久攻不下，探测航道的小船又
多被击沉，于是悬赏6万两银子收买引
水员。由于薛福成早有防范，结果没有
招到一个人。法国又因英法秘密协议而
不能去攻击舟山群岛，其舰队只能滞留
海中，进退维谷。对此，薛福成则选择
主动出击，频频命令部下对敌人发动骚
扰和进攻。法国舰队头目孤拔坐卧不
安，只得下令在舰队四周布置铁丝网和
竹木，作为水上防线。一天深夜，统领
钱玉兴亲率敢死队，秘密运送8门火炮
到海边袭击敌舰。由于事先测算好射
距，所以连发的炮弹命中率很高，舰上
官兵死伤惨重，孤拔在第一次炮击中就
被炮弹炸伤，后不治身死。

薛福成对镇海海战的胜利并不感到
满足。中法战争结束后，薛福成继续筹
集资金，建台添炮，在镇海口大修国防
工事，使“全浙门户，永臻稳大”。

薛福成领兵抗法保镇海
王贞虎

徐海东长征二三事
胡遵远

长征途中，无论条件怎样困难、环境怎样恶
劣，徐海东和其他红二十五军的首长们始终与干
部战士们同甘共苦，其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与
爱护，赢得了指战员们的高度信赖与爱戴；一路
上，在徐海东等的领导下，红二十五军时刻注意
严明纪律，用真情实意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鱼水情深
的佳话。

1949年，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
朽之势席卷全中国。11月中旬，盘
踞在广西的国民党白崇禧集团为逃
脱覆灭的下场，纠集 5 个军发动所
谓的“南线攻势”，企图由玉林、博
白、茂名、廉江夺路逃回雷州半岛
及海南岛，但在解放军的打击下被
消灭大部，其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
岛的企图也随之破灭。

为垂死挣扎，白崇禧又慌忙命
令其残部向钦县撤退、集结，企图
从这里渡海窜逃。为聚歼白崇禧残
部于粤桂边境的海岸上，解放军迅
速发动了以钦县地区为中心的围歼
战。各路大军遵照上级“采取远距
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逃敌”的作战
部署，齐头并进，分进合击，火速
向钦县前进；与此同时，中共粤桂
边区党委和粤桂边纵队向一面发出
动员令，号召全边区军民全力支援
和配合解放军作战，一面派出精锐
部队，在敌人逃跑的沿线破坏道
路、烧毁渡船桥梁，顽强阻击敌

人，阻滞敌人的行动，为解放军大部
队围歼敌人争取时间。

解放军各部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日夜兼程追歼敌人。12月 4日，人民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四十五
军一三三师的 3 个团刚刚到达广西横
县，便得到报告说，敌人正向钦县方
向逃跑。师首长当即决定：一三三师
和各兄弟部队紧密协同，火速赶往钦
县西北的小董圩，在当地阻击、消灭
企图登船从海上逃走的敌人。

此时，一三三师各部已经进行了9
个昼夜、500多公里的连续追击，部队
十分疲劳。但得知情况后，3个团争先
恐后地要求担任师的前卫部队。师领
导经过考虑，决定把担任前卫的任务
交给三九七团。

三九七团接受任务后，在政委焦
红光和副团长孙国华的率领下立即冒
雨出发。当时，从横县到小董圩有近
150 公里路程，按正常行军速度，部
队最少要 3 天时间才能到达。三九七
团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和疲劳，一路

急行军，很快追上了逃窜中的敌人，
立即发起攻击，歼灭敌人近千人。

战斗结束后，部队立即野炊就
餐。此时，团首长通过审讯俘虏得
知，白崇禧向所属各部发了急电，
命令他们一天内赶 75 公里路，到钦
县登船，于是立即向师首长作了汇
报。师首长认为，部队早一分钟赶
到，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于是向
各部通报了解放军各兄弟部队的战
况和敌人溃逃的情况，用兄弟部队
胜利的消息与辉煌战果来鼓舞部队
士气；同时要求各部队，能走的就
尽量向前赶。

三九七团指战员立即起程，继续
飞师疾进，其先头部队于11月7日凌
晨 2 时左右赶到小董圩外围。小董圩
位于钦县北部约35公里处，是一个公
路沿线的大圩镇。当地中共党组织派
人送来情报，几支国民党部队 6 日刚
刚开到，还有国民党部队在陆续开
来。目前，小董圩内已经停放了大量
辎重车辆，还有很多车辆由于无法进

入，停在外围的公路两侧；三九七团
前进方向上有数千敌人。

焦红光和孙国华一面和其他兄弟
部队设法取得联系，一面立即集合部
队准备战斗。他们发现，跟在身边的
部队有两个多连的兵力。敌众我寡，
是立即投入战斗，还是等大部队上来
后再打？焦红光和孙国华经研究认
为，溃逃到小董圩的敌人虽多，但多
为残部，且编制、指挥混乱，还带着
大批家属，毫无斗志，况且兄弟部队
的先头部队和粤桂边纵队部队也已经
赶到小董圩周边，有的已经和敌人交
火，只要穷追猛打，一定可以消灭当
面之敌。于是决定：以两个排的兵力
从左翼进攻，其他战士从西北向小董
圩突击。

三九七团突然发起进攻，让正在
逃窜的敌人惊恐万状，根本组织不起
有效的抵抗，拼命向小董圩内逃窜，
落在后面的敌人则成群结队地举手投
降了。三九七团指战员一面冲锋，一
面把俘虏集合起来，一批一批地押送
到村西北街口的一个大院里。

整个小董圩战斗至7日凌晨5时结
束，一三三师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
此次战斗，解放军共歼灭敌军 1.3 万
余人，俘敌2.4万多人，缴获汽车100
余辆及大批物资；其中，三九七团共
俘获敌人 4000 多名 （其中 9 个少将以
上军官），缴获满载枪支弹药和军需物
资的卡车40辆 （包括白崇禧乘坐的一
辆小轿车）。敌人企图从海上逃走的计
划彻底破产了。

解放军三九七团小董圩歼敌
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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