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闻新读10 责编 /贾晓明 李冰洁 校对 /郑原圆 排版 /侯磊

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jiaxiaoming1@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57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1944年初，胶东区党委、胶东
军区按照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部
署，组织发动了春季攻势作战，决定
派军区十三团会同兄弟部队摧毁莱阳
河源西沟据点。

当时，河源西沟据点驻有伪军
2000余人，装备优良，曾配合莱阳城、
马连庄的日伪军多次进犯胶东抗日根
据地。该据点的碉堡有10座之多，而
且有地道相连，受到攻击可相互支援，
而且外围不仅设有两道围墙，还设有
鹿寨、铁丝网和两道壕沟，构成了比较
坚固的筑垒防御体系，号称“铁打的河
源西沟”。十三团接受任务后，团长聂
凤智对全团指战员进行了深入的政治
动员，又亲自带领干部和战斗骨干化
装侦察和勘查，还向参加修建河源西
沟工事的民工作调查。根据掌握的情
报，聂凤智派人专门修筑了一道类似
河源西沟工事的围墙、壕沟和几座碉
堡，组织部队日夜苦练连续爆破、架桥
过沟等技巧。

2 月 18 日，据侦察员报告，河
源西沟据点守敌头目于当日召开“慰
问大会”，让所有守敌轮流喝酒、听
戏。十三团立即行动，在地方武装的

配合下，于当夜悄悄包围了河源西沟
据点。

深夜，十三团各连按照既定部署，
突然发起多路攻击，15分钟便突破了
两道壕沟和围墙。敌人仓促退守几座高
大碉堡负隅顽抗。十三团战士们运用火
力掩护与爆破相结合的战术，连续爆
破，一举炸毁敌人碉堡7座，把残敌压
迫到3座高碉堡周围。

不久，高碉堡也相继被十三团摧
毁，失去碉堡依托的敌人逃入地道和民
房顽抗，企图固守待援。莱阳敌人闻讯
后，连夜派5个连赶来增援，在途中被
十四团二营伏击后溃逃。

在得知援敌溃退的消息后，据点里
的残敌多次组织突围，均被十三团打
退。19日拂晓，残敌拼凑了800余人进
行最后一次突围，被十三团消灭600多
人。有200多敌人向东南方向窜逃，被
事先埋伏在此的北海军分区独立团包围
并消灭。

19 日 7 时，战斗结束。此战，十
三团缴获兵工厂一座、机枪14挺、长
短枪800余支及大量物资。战后，十三
团获山东军区通令嘉奖，四连获“河源
西沟第一连”称号。

聂凤智河源西沟率部攻坚
徐轶

1925 年 5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
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广东省农
民协会。北伐战争开始后，广东省
农民协会于 1926年 8月召开扩大会
议。会议接受省农会副委员长兼北
江办事处主任周其鉴提出的开办北
江农军学校以培养农民武装斗争骨
干的建议，做出了建立北江农军学
校的决定，明确了北江农军学校的
宗旨是培养农民运动武装骨干，准
备武装斗争。

经过中共北江地委和省农会北江
办事处的紧张筹备，1926年11月，
北江农军学校第一期在韶关老东门青
年会会址正式开学（后因学员增多，
学校迁至弓箭街都司衙门），由中共
北江特委委员、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
生朱云卿任学校主任。

北江农军学校的各种制度、训练
内容和生活管理，基本上是采用广州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课程由中共

北江特委、省农协北江办事处审定。
学校开设的课程以军事课和政治课为
主——军事课程是以国民革命军的
《步兵操典摘要》和《野外勤务》等
为主要军事教材，由黄埔军校毕业生
担任军事教员，对学员进行严格训
练，要求掌握基本军事科目；政治课
程有《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与农
民问题》《社会发展史》《世界革命
史》《帝国主义侵略史》《工农联盟》
《农会知识》《国民革命与农会组织
法》等教材，由中共北江地委、省农
协北江办事处、工会等机构的负责人
讲授，要求学员掌握基本的政治
常识。

“在农民运动中工作积极、思想
进步、有一定文化”的农会青年会员
97人，经过口试、“军试”和严格体
检合格后，成为学校第一期学员。军
校采用“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课
堂讲授与野外实习相结合，政治学习
与革命宣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结

合斗争的需要，经常组织学员外出参加
各种社会活动。学员们严格遵守学校纪
律，每日进行“三操两讲”(早午晚出
操，其余时间上军事、政治课)，课余
时间经常到附近各乡，运用其掌握的军
事知识和革命理论进行宣传活动，号召
贫苦农民加入农会，帮助组织农民自
卫军。

第一期学员于 1927 年 2 月毕业，
由省农会北江办事处进行统一分配，大
部分学员担任了县区、乡农会和农民自
卫军的干部，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
动。同月，第二期学员 160 多人进入
学校。

3月，在北江地委领导下，曲江农
军和反动民团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打击
了地主武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
场斗争中，北江农军学校毕业生和第二
期在校学员发挥了骨干的作用。时隔不
久，中共北江地委领导北江地区的农军
在铁路工人配合下，攻下了英德县城，
农军学校毕业生在这场战斗中又一次发

挥了骨干作用。
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学

校撤离韶关，到南雄继续办学。4 月
底，北江各地农军1200多人奉中共广
东省委之命北上武汉，北江农军学校一
期毕业学员大多数担任小队长或中队
长。与此同时，北江农军参谋长朱云卿
也率领在南雄的第二期学员北上，并在
湖南郴州与农军主力胜利会师。农军进
军途中，传来粤北仁化县的土豪劣绅武
装疯狂向农民反攻倒算的消息。据此，
农军指挥部派农军学校部分一期毕业生
率领部分农军返回北江，在群众的支援
下消灭了仁化县之敌。

部队到达武汉后，受到武汉人民群
众的热情欢迎。7月，汪精卫集团叛变
革命，反动军队妄图瓦解北江农军武
装。北江农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
东征讨蒋名义分批乘船先到九江，再转
乘火车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后，农军和农军学校学
员、干部被编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
三师(师长周逸群)，随南昌起义部队转
战广东。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农军学校
的部分学员和干部，随同朱德的部队转
战粤赣湘边，后来进入了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另有部分干部、学员，由党组织
统一安排，回到北江继续组织农民武
装，参加了广州起义、北江各地暴动以
及湘南暴动，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
斗争。

成立于大革命时期的北江农军学校
贾晓明

在淮海战役序幕战中，“模范
红五团”宝剑锋从磨砺出，显示了

“党的铁军”在战略决战中的铁血
风范和强劲突击力。

1948年11月 7日夜 9点半，淮
海平原上的豫东虞城县张公店镇，
上弦月高悬，北斗星依稀，风寒料
峭，土冻冰结。平型关大捷时的英
雄 5 连指导员杨俊生此时已成为中
野 1 纵 1 旅旅长。他和政委陈云开
命令模范红五团由西北角向张公店
守敌米文和第 181 师发起进攻。张
公店是附近最大的一个集镇，村外
有寨墙、壕沟，东西南北各有一个
门，只有一座小桥可以通过，而村
壕沟外都是开阔地，易守难攻。

第 1 营第 3 连作为第一突击队
冲了上去，但敌炮火阻拦猛烈，尖
刀 3 排 8 班全部伤亡，进攻受挫。
接着，预备队再冲，仍然伤亡不
小。这时，团长李程、政委戚先初
决定团火力前移，摧毁敌前沿阵
地，并指挥第2营第4连接替攻击。

“冲啊！”4 连连长一阵猛吼，
尖刀排勇猛冲击，攻占了一段寨
墙。但很快遭到敌集群疯狂反击，
终因伤亡大而被迫撤回。杨俊生旅
长急得把帽子一甩：“我就不信他
米文和能扛多久。”他随即打电话
给李程，加强火力，将突破口往北
移。

深夜 11 点，空旷原野上的逆
风呼啸，气温更低。但 5 连指战员

毫不畏惧，冲到寨墙前，引爆炸药
包。敌人凭着地堡的暗火力点反击，
造成我伤亡。5 连继续向残缺的寨墙
冲击，经反复拼杀，终于打开寨墙形
成突破口。这时，经过休整的 4 连从
左侧加入战斗，击退了敌人的反扑，
与5连一起巩固了突破口。

11 月 8 日零点，第 3 营从突破口
进入，向张公店镇内敌人据点攻击。
冲锋号、枪声、喊声不绝于耳。至 8
日凌晨 3 时，第 1 旅已经有 7 个团进
入镇内，逐院逐屋地攻击敌人，敌我
刺刀碰击，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敌
军依托学校和村东居民区，仍在负隅
顽抗。

8 日中午 12 点半，在中野 9 纵炮
营炮火掩护下，中野 1 纵在 3 纵 7 旅
协同下，向守敌发起最后的攻击。

“模范红五团”团长李程、政委戚先
初率团主力首先突入敌第 181师指挥
部，厨房、牛棚、地窨子等到处都躲
藏着慌乱的敌人。大部分守敌被歼，
一小部分守敌从东门逃窜，但仅跑到
村东南角就被包围全歼，敌第 181师
中将师长米文和等被俘。

张公店战斗，打响了规模空前、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第一枪。1948
年11月 9日，新华社发出报道《解放
淮海地区战役开始，我军全歼商丘逃
敌一师》，向世界宣告了淮海战役正
式拉开了序幕。

“模范红五团”第 3 连 8 班荣获
“党的铁军”光荣称号和奖旗一面。

“党的铁军”打响淮海战役第一枪
欧阳青

1944 年 6 月，日军侵入江西萍
乡，从麻山进犯白竺，途经牛形山时
遭到驻防在该地的国民党二十六军的
沉重打击。

牛形山位于麻山与白竺两乡之
间，形状像一头巨大的野牛，横卧龙
头、沅湴两个乡镇。牛头山位于白竺
乡的白竺村，牛尾巴山位于麻山乡的
汶泉村，地形极其险要。牛尾巴山有
条崎岖小道，是从麻山通往白竺的唯
一要道。牛尾巴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大
山——左边一座叫杨梅山，右边一座
叫贾家寨。二十六军派出约一个团的
兵力，于6月22日进驻牛尾巴山，阻
敌进犯。

日军千余人于6月23日到达汶泉
村后，又派出先头部队进驻风车斗坡
地。与此同时，从美田桥出发的另一
股日军 300 多人，占领大坪一线山
头，企图从牛尾巴山侧后出击，对二
十六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

当地农民发现敌踪后，立即向二
十六军报告。二十六军得到情报后，
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发起突袭，
先击退风车斗之敌。当夜，二十六军
官兵组织了突击队，在当地猎户的带
领下，悄悄行进至风车斗敌人营地
前，发起突然进攻。熟睡中的日军慌
忙应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风
车斗之敌被二十六军击退。牛尾巴山
留守部队在得到风车斗胜利的消息
后，也迅速出击，向大坪之敌发起进
攻。经过反复争夺，将敌人赶出阵
地，消除了侧后方的隐患。

24日中午，日军主力向贾家寨

发起进攻。战至下午2时，敌人久攻不
下，便爬上贾家寨西南约200米处的膝
头岭高地，并在此架炮，准备炮击二十
六军阵地。二十六军侦察兵发现了敌人
的企图后，立即指挥八二迫击炮炮轰膝
头岭，将敌人刚刚架设的火炮炸毁。正
在向山上攀爬的敌人失去了火力支援，
顿时惊慌失措，丢下数十具尸体后仓皇
回窜。

25日是端午节，二十六军官兵在
阵地上严阵以待。上午，敌人发起了进
攻，集中主力猛攻贾家寨，另以部分部
队进攻杨梅岭。贾家寨上的二十六军官
兵采取节节抗击的策略，将敌人逐渐诱
入山谷。

敌人先头部队进入山谷后，立即遭
到猛烈射击，死伤数十人。敌增援部队
到达后，二十六军再次主动后撤，将敌
人引到第二道阵地。敌人不明所以，蜂
拥而上，又遭到猛烈射击，被击毙数十
人。战斗中，二十六军又派出两支预备
队，直插入敌人侧后，击毙敌人百余
人，将残敌赶下山。

敌人经过补充后，兵分多路，又
开始了新的进攻。二十六军官兵分兵
迎敌，战斗十分激烈，固守主阵地的
两个连在敌人炮火的打击下伤亡惨
重，剩下不过百余人。危急时刻，杨
梅山阵地的守军击溃了进攻之敌后，
马不停蹄地向贾家寨阵地增援。又经
过 4 小时的激战，二十六军官兵越战
越勇，再击毙敌人百余人。日军不
支，仓皇逃走。二十六军官兵血战两
天，击毙敌人 500 余人，终于取得了
牛尾巴山之战的胜利。

二十六军端午节激战退敌
吴昌荣

“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
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抗战胜利后，邓宝珊不愿卷入蒋
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回到家乡

“养病”。1947年夏，爱国民主人士
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去见邓宝
珊，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邓宝珊
复信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
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1948年，邓宝珊彻底认清了蒋
介石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坚定了起义
决心。8月中旬，他飞往北平，在北
平住了一个多月，与傅作义反复研究
华北战局的发展前景，同时提出了

“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起义归向人
民”的建议。10月，晋绥人民解放
军进攻包头，邓宝珊命令部下不要和
解放军交火，退驻陕坝。不久，解放
军从包头撤离，邓宝珊又率部回到
包头。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
对傅作义也开展了积极的工作。中共
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曾指示北
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
近傅作义将军周围的人，去做傅作义
的工作。北平地下党经缜密研究后，
认为邓宝珊和傅冬菊、刘厚同一样，
是一位“与傅作义真正说得上话的
人”。从10月开始，中共北平地下党
员李炳泉（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
采访部主任）等通过李腾九（傅部联
络处少将处长）与邓宝珊接触，“工
作取得了一定进展”。

邓宝珊从解放军的广播中得知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包围了平
津等地的消息后，感到和平起义已
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傅作义也越
来越多地开始考虑走和平起义的道
路。他热情接待来访的爱国民主人
士和各界代表，认真听取了“和平
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的文
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生命涂炭”
的呼声，对于要求出城活动的康同
璧、何思源等爱国民主人士，傅派
人安全送到城外解放军的联络站，
又把他们安全接回。傅作义更在中
共北平地下党的帮助下，派 《平明
日报》 社社长崔载之携带电台，在
李炳泉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军平津战
役前线司令部秘密谈判。“由于双方
在如何实现和平解放的问题上距离
较大，尚未达成协议”。

考虑到邓宝珊和共产党关系较深
且有威望，且深受傅作义信任，马占
山向傅作义提出了“叫宝珊帮你分担
一点，他的主意多”的建议。傅作义
欣然同意，立即派飞机接邓宝珊来北
平协助自己推进谈判事宜。有人建议

派和邓宝珊同级别的一个副总司令出
城直接与解放军谈判即可，傅作义回
答说:“接邓宝珊来再说。”

为和平解放殚精竭虑

邓宝珊于 1948 年 12 月 28 日乘
飞机来到北平。当夜，傅请邓宝珊到
马占山家为其接风。三人进行了长
谈。邓宝珊为傅作义分析了形势，指
出“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
所向。为了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和故
都的文化古物，必须和平解放北平，
避免不可估计的损失和空前的浩
劫”，希望北平能够得到和平解放。
经过和邓宝珊的连夜探讨，傅作义

“决心响应和平解放的号召，走起义
的道路”的思想“更明朗了”。

此前，有人曾向傅作义“建
议”：谈判中要向中共要求成立“华
北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中
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以及志愿参加的
国民党人士组成”；同时提出“保留
傅作义的现有部队和解放军共同维持
治安”。邓宝珊在得知这个“建议”
后坚决予以否定。他认为：谈判中提
出这样的条件，根本“不属于和平解
放”。听了邓宝珊的意见后，傅作义
决定“不考虑这个方案”。

在商谈中，邓宝珊还特别提醒傅
作义说:“蒋介石对他在平津的几十
万嫡系部队，能直接发号施令，我们
不能掉以轻心。”随后的日子里，傅
作义和邓宝珊派人对北平城内的蒋系
部队开展工作。当摸清蒋系部队中也
有大批官兵正在和中共地下党组织谈
判、准备起义的情况后，邓宝珊又和
傅作义及其亲信将领，针对蒋系部队
中可能发生的如少数顽固分子挑动士
兵骚乱，特务、宪兵进行破坏活动等
紧急情况进行研究，制定了应变措
施。由于防范周密，北平城内的国民
党官兵在接受和平改编时，上述“两

件事都没有发生”。
邓宝珊还通过爱国民主人士的关

系，迅速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
犁等人进行了秘密接触。他对崔月犁
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
个女儿曾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润之、
朱玉阶先生，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
听。”崔月犁等鼓励邓宝珊“勇敢地担
当起这项和谈的光荣使命”，并和邓宝
珊共同研究了由邓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
谈判的具体细节。同时，邓宝珊还利用
自己的社会关系，秘密召集专家学者开
会，广泛听取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得出了帝国主义不敢出兵干涉中国解放
进程的结论，并将这一结论告知了傅
作义。

1949年1月6日，蒋介石派郑介民
来到北平，企图说服傅作义率兵南下。
傅作义在和邓宝珊等商议后，经过一番
虚与委蛇，将其“礼送出境”。同一
天，傅作义派周北峰(傅部少将土地处
处长)出城和解放军谈判。周北峰在解
放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各位首长会谈
后，草签了《会谈纪要》。

周北峰携带《会谈纪要》回城后，
邓宝珊又和傅作义进行了谈话，表示

“毛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要完全
信赖他”，进一步帮助傅坚定了和平起
义的决心。邓宝珊还和崔月犁见了面，
高兴地告诉他：“傅先生……决定跟共
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
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
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

傅作义的全权代表

由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希
望派“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
前往谈判，以达成协议，傅作义便请邓
宝珊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出城与解放军
谈判。邓宝珊第一次出城后，由于通讯
不畅，不得已中途折回。后傅作义让周
北峰发电给解放军，说明拟派邓宝珊作

为全权代表赴解放军处谈判，解放军回
电表示：欢迎邓宝珊将军的到来。

1949年1月13日中午，邓宝珊在
周北峰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区。出发前，
傅作义将邓宝珊和周北峰约到办公室，

“表示决心起义”，请邓、周二人，“一
切问题相机办理，务期于成”。当日下
午，邓宝珊等到达通县，受到解放军东
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参谋处处
长苏静的热情接待。

在随后的两三天里，邓宝珊和解放
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各位首长就北平
和平解放、傅部接受和平改编的具体条
件进行了谈判。由于15日下天津已获
解放，谈判内容完全集中在北平和平解
放的问题上了；而绥远傅作义部队的起
义问题，按中共中央意见“留待以后再
谈”。很快，双方整理归纳出了十余
条条款。其间，邓宝珊曾提议，将不同
意见电呈毛泽东主席，解放军各位首长
表示同意。当晚毛泽东回电说:“尊重
邓先生意见。”中共中央军委也致电解
放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傅之灵魂
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
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就这样，产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协
议》。双方在上面签字后，邓宝珊表示

“完全可以照办”，并邀请解放军代表立
即随他入城。17 日，邓宝珊和苏静、
作战科科长王朝纲共同进入北平城内。
当邓宝珊到达西直门时，傅作义已派参
谋长李世杰、政工处处长王克俊等人迎
候。当夜，邓宝珊和傅作义共进晚餐，
详细谈了会谈经过。傅作义看了邓宝珊
带回的《初步协议》，深为中共的宽容
所感动，立即表示完全同意，坚决按
《初步协议》执行。

“回娘家的见面礼”

1949年1月18日，邓宝珊陪同苏
静与傅作义会见。第二天，苏静代表解
放军，王克俊、崔载之代表傅作义草签
了 《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
书》，经报请双方领导人修改、同意后
付诸实施。1月22日, 傅作义正式向
报界宣布《协议书》内容，北平城内的
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向城外，向指定地点
出发。同一天，邓宝珊与王朝纲等乘车
东出北平朝阳门，沿公路去通县迎接解
放军先遣入城工作的人员。第二天邓宝
珊和徐冰、戎子和等一同返回北平。26
日陶铸入城后，由邓宝珊陪同会见了傅
作义。几天后，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
城式，北平城群众热烈欢庆北平和平解
放。2月8日，进驻北平的中共领导人
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赞扬
他们为北平和平解放所作的贡献。2月
14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
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
平。第二天，叶剑英与颜、章、江等人
会晤，并于当晚设宴招待一行，傅作
义、邓宝珊也应邀赴宴。

2 月 22 日，傅作义、邓宝珊陪同
颜、邵、章、江前往西柏坡，受到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周恩来对邓宝珊说:“邓先
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
回到‘娘家’了。”邓宝珊听后深受感
动，他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
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
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邓宝珊
本报记者 贾晓明

平津战役期间，邓宝珊
应傅作义之邀来到北平，共
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
议，并担任傅作义的全权代
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谈判
并达成协议，对促进北平和
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2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和傅作义（右一）、邓宝珊（右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