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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贵是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细菌血
清病理学家，毕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
学、研究和防疫工作。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同学之
邀，陈文贵前往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
任，并任贵阳医学院教授。针对多地发生霍
乱、鼠疫等疫情，陈文贵筹建了疫苗血清制
造室，生产了大量疫苗。其疫苗对遏制疫情
的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解决了军民急需，
有力支援了抗日战场。

1940年1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
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
出现的鼠疫流行案。陈文贵根据汇报的情
况，敏锐地指出：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
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
战的专业队伍。

一年后，日军又在湖南常德实施“鼠疫
战”。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往调查，所获的情
况为：1941年11月4日凌晨5时许，一架
日机趁常德大雾弥漫，低空投下“谷、麦、
棉絮、纸片等物”。11月11日，当地发现
了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接着又有多例病人
高热死亡。陈文贵发现，病人均染上了真性
腺鼠疫，死于鼠疫菌引起的败血性感染。根
据敌机空投地点与发病地点的一致性，加上
从空投到发病时间与鼠疫菌感染潜伏期的一
致性，他确认这次鼠疫流行就是敌机抛撒的
感染鼠疫性物体所致。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12月12日，陈文

贵执笔撰写了近万字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
书》。该报告书揭露了日军对中国军民发动
细菌战的暴行。该报告书英文版被分送给
各国驻华使馆，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
响。日本投降后，陈文贵在重庆宽仁医院
任副院长兼医务主任，一位远东国际法庭
指派的法官询问了有关日军进行细菌战的
一些情况后，要求他在《湖南常德鼠疫报
告书》上签字。陈文贵欣然签上了自己的
名字。后来，该报告书为国际法庭审判日
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细菌战罪行提供了有力
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文贵成为中
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并担任第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美军在朝鲜也进行了细菌战。为此，中央人
民政府卫生部派陈文贵赶赴朝鲜，任中国人
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肩
负重任的陈文贵亲赴前线，搜集美军空投的
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严格的科
学方法，从昆虫体中分离出毒力很强的病原
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美军在朝鲜进行
细菌战的罪行。

1952年，陈文贵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
世界和平大会。会上，他出示美军进行细
菌战的实物证据，揭发其在朝鲜实施细菌
战的罪行，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广
泛支持。

陈文贵揭露日军细菌战
张文龙

1945年 8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
遵照上级部署，分兵三路，对战区内拒不投
降的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作战。三路大军组
成后，星夜出动，向被日伪军所盘踞的城镇
和交通要道挺进。8月 21日，冀鲁豫军区
中路军二纵队发起了对拒不投降的封丘县城
日伪军的战斗。

当时，封丘县城里驻有日军一个独立警
备队和伪军一个保安团，这股敌人在接到八
路军通牒后拒不投降，企图依仗工事负隅顽
抗，等待开封的敌人前来救援。

二纵队参战部队受领任务后，各部队开
展了充分的战前动员，对攻城突破口的选
择、攻城后巩固突破口、战斗纵深发展等作
战任务做了区分，各个营、连和战斗编组都
进行了明确的战斗分工，做好了充分的攻城
准备。21 日拂晓，八路军首先攻击西城
关，很快占领了距城门只有二三十米的街
道，并迅速在有利位置配置火力，向据守城
门楼的敌人射击，打得敌人不敢探头。

不久，突击排战士在火力掩护下，抬着
云梯渡过护城河，向城墙冲去。守敌发觉八
路军到达城下，就从城墙上的垛口向城下乱
掷手榴弹。前线指挥员见状，立即派人通知
突击队撤回。部队一面补充弹药，一面做好
再次攻城的准备。

上午9时许，攻城部队调来多挺轻重机
枪，加强了攻城火力配置，并对城墙上的垛
口连续试射，保持对敌人的持续骚扰，搞得
守城的敌人疲惫不堪。

中午12时，观察哨报告，原在城上督战
的日军饥渴难耐，撤下城墙，回炮楼吃饭，留
下伪军守城。八路军随即发起进攻——轻重

机枪同时开火，还有持步枪的特等射手对城
楼每一个垛口进行精准射击，打得守城伪军
不敢还击；投弹组立即冲到城墙下，向城上投
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突击排的战士抬着
云梯到达城下，竖起云梯，第一梯队很快登上
城楼，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突破口。八
路军后续部队随后入城，一部向城内推进，一
部沿城墙向两翼推进。伪军见八路军攻入城
内，顿时乱了阵脚，企图向东突围，被八路军
一阵猛打，死伤数百人，其余千余人纷纷缴枪
投降。日军得到消息，慌忙从炮楼里跑出来

“督战”，立即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仓皇退
回。八路军一面肃清城内伪军，一面将日军
的炮楼层层包围起来。天黑后,八路军发起
最后的攻击，几个勇士冒着敌人的疯狂扫射
迫近炮楼，用集束手榴弹将炮楼门炸开，一层
的日军除一人被俘外全部被歼。二层的敌人
企图继续顽抗，八路军投掷的手榴弹引爆了
弹药箱，敌人全部被炸死。

第二天9时许，从开封前来增援的日军
在9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封丘发起反攻。八
路军严阵以待。见敌人坦克沿公路向封丘县
城冲来，担任阻击任务的八路军战士机智地
在公路上铺满了稻草。敌人坦克看到公路上
的稻草，以为前面有地雷，于是开进公路旁
的沟里，缓慢前进。经过“艰难跋涉”，好
不容易进入城里，却发现守城敌人已被全
歼，于是急忙向城外逃窜，又发现路上不知
道何时已经堆满了障碍物。敌人坦克正不知
所措，突然从道路两边飞来了大批集束手榴
弹，两辆坦克被击中，顿时冒起浓烟。战斗
至黄昏，增援日伪军不敌，狼狈逃回开封，
封丘县城被八路军解放。

八路军克复封丘县城之战
常红

见证人民军队的重大历
史时刻

1949年7月7日，宋庆龄出席
上海各界举办的纪念七七、庆祝解
放大会，并在大会上讲了话。她指
出：以七七为标记开始侵略中国的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我们打败了。
今天，中国人民已经处于一种更加
不可征服的地位。因为在我们的悠
久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
的人民的军队，在他们的后面是我
们全体人民的力量。

8月28日，宋庆龄一行抵达北
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社会
各界代表 50 余人到车站热烈欢
迎。10月 1日下午，刚刚就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的宋庆龄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与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
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时，面对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与欢
庆，宋庆龄非常激动。她说：“这
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
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
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
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
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
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
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
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
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
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
实显得这样美丽。”此后，宋庆龄
参加了每一年的国庆阅兵活动。

1955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首次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
南海怀仁堂举行，宋庆龄与刘少
奇、周恩来等出席典礼，共同见证
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关爱“最可爱的人”

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
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宋
庆龄“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抗美援
朝、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她发
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
运动，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号召，与天津各界妇女为捐献“天
津妇女号”飞机集资。

1951 年 7 月，她在上海会见

来访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时，表
达了自己的关切和思念之情，她
说：“中朝两国人民不但并肩作
战，而且将并肩赢得胜利与和
平。”当时，全国掀起了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群众运动。宋
庆龄坚决支持并积极投身于这一运
动，她表示，要将自己正在整理出
版的《为新中国奋斗》文集“献给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1952
年，这本文集正式出版后，宋庆龄
将 全 部 稿 费 —— 人 民 币 5 亿 元
（1952年币值）全部捐赠给朝鲜人
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宋庆龄虽然不是军事家，却以
特殊的身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
出了特殊的贡献。1952 年 10 月，
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
会议，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担
任会议执行主席。她在开幕词中指
出：“法西斯主义与方法的实行
者，是罪无可逃的。他们必然要碰
到忠于祖国与和平事业的广大民众
运动与强大人民军队的反对。”

1953年 7月，《关于朝鲜军事
停战的协定》签订，抗美援朝胜利
结束。9月12日，宋庆龄出席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和与会委员们一同听取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所作的关于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
告。10月19日，宋庆龄领导的中
国福利会儿童剧团与中国少年儿童
剧团共同组团，抵达朝鲜为朝鲜人
民军、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进行慰问演出。

多次前往部队视察、访问

1950年10月，宋庆龄与林伯
渠等一起到东北三省考察，并视察
了解放军和东北边防。一路上，宋
庆龄看到祖国建设事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得到恢复，看到
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坚不
可摧的斗志和巩固的边防，十分高
兴，她说：“我们开国不久，就能
把遭受敌人蹂躏不堪的破烂摊子很
快地恢复和整顿，还能抗美援朝，
这样的事应当大大宣传。”

1955年2月，国家副主席宋庆
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率团来到旅
顺，慰问即将回国的苏联驻旅顺口海
军官兵。其间，她曾登上一艘大型驱
逐舰参观访问，热心询问了该舰的性
能；又到白玉山顶俯视了旅顺口军
港，参观旅顺军事历史博物馆等处，
并乘坐舰艇巡视旅顺口港湾。

1960年3月，宋庆龄在上海视
察，特地在黄浦江畔登上海军舰
艇，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舰上的各种
设备，关切地询问海军战士的生活
和学习情况。临行前，宋庆龄题字
留念，鼓励海军战士们为保卫祖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作
出更大的贡献。

关注解放军战士的生活、成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积极
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号召，组织创办保卫中
国同盟，向外国人士和华侨宣传抗
日运动，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的英勇斗争，揭露国民党顽
固派制造的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
变”，并向许多国家募集医疗器
械、药品、现款及其他物资，运往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她还广泛团结国际友人，介绍白求
恩、柯棣华等去延安和其他抗日根
据地，为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解放战争，她募集大批医疗
器械、药品及其他物资支援解放
区，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根据地和敌
后游击区军民的抗日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
龄一如既往地关注人民军队战士和

烈军属的生活状况，尽其所能地为
他们提供各种帮助。1949年11月，
宋庆龄写信给中国福利会，请他们帮
忙筹措给解放军战士穿的外衣抵御寒
冬，她在信中语气亲切急迫，对战士
们的疾苦感同身受，她对中福会的工
作人员赵天佑说道：“天佑：附给你
解放军战士用外衣收据一纸。如有多
余外衣，小号的也可。因为有两位女
同志贫穷，非常需要暖身衣服，请送
下。你手头有大衣和其它寒衣吗？请
即刻告知。致谢！”

1950年8月1日，宋庆龄出席上
海各界在市中心跑马厅广场举行的庆
祝“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帝国主义
侵略台湾和朝鲜大示威集会，并担任
大会主席团成员。此后，宋庆龄会在
建军节的当日抽出时间，参加、组织
各种形式的纪念、庆祝活动，以表达
对人民军队的支持和祝福。

1955年11月，宋庆龄在云南视
察，向农业合作社干部仔细询问对
烈军属、老弱社员和复员军人帮助
的情况。1960 年 4 月，宋庆龄与邓
颖超一起接见抗美援朝志愿军战斗
英雄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感
谢她多年来的辛勤培养，关切地询
问她的生活情况。

1964年、1966年新年和春节前
夕，北京举行了盛大的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新年联欢会，宋庆龄陪同
毛泽东出席，亲切会见了人民解放
军和人民公安部队优秀战士代表，
烈军属、复员军人代表，向各族各
界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
节日祝贺。1978 年 8 月，宋庆龄出
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参与讨论并通过了 《中国人民
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等重要文件。

1980年，有人送给宋庆龄两套
军事百科全书，宋庆龄当即批示将
图书“送军校学生用”，为祖国培养
优秀军事人才。

（作者单位：宋庆龄陵园管理
处研究室）

宋庆龄心系国防二三事
朱贤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北临城县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运用
灵活的游击战术频繁出击，不仅消灭小股敌
人，更多次破坏、袭击日伪的交通运输线、
通信设施、工程设施和补给基地，给敌人的
军事行动、联络、补给等造成重大损失。

1940年春，日伪派驻部队进占河北临
城县城附近的鸭鸽营等地，强迫当地群众为
其修筑鸭鸽营到祁村煤矿的铁路，企图将当
地资源以及煤矿的机器设备和钢铁器材通过
铁路掠夺至天津。中共临城县委得到消息后
决定立即开展大规模、彻底的破击战，粉碎
敌人的掠夺阴谋。

根据中共临城县委指示，临城县各区干
队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敌我双方的力量，讨
论这次破击行动的具体方案。与会者认为，
从武装力量对比看，敌强我弱，我地方武装
不到100人，仅有五六十支老套筒和老捷克
式旧步枪等；而护路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
且配有重武器，“不宜强攻、只能智取”。经
研究，临城县各区干队很快制定出一个周密
的“智取”计划。

行动当天夜间，按照行动方案，区干队
主力埋伏在通往临城县城的大路和铁桥附
近，监视铁路沿线敌人据点及巡逻车队的一
举一动，阻击企图前来干扰破击行动的敌
人；其他区干队战士则率领事先动员好的各
村群众，带着各种工具埋伏在祁村至方等村
等十多里的铁路沿线，等候行动信号。

在敌人的公路巡逻队通过后，负责监视敌
人的区干队战士立即发出了信号。埋伏在铁路

两侧的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拆卸道钉、螺
丝，搬走枕木。数百人协力同心，只一个多
小时，约16里的铁路就被拆卸一光。大家在
部分区干队战士的指挥下，很快把枕木横竖
相间地堆成垛，每垛约3米高，又把拆下来的
铁轨架在垛起的枕木中间，随着一声“点
火”，顿时，一垛垛枕木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火光映红了夜空。很快，铁轨被烈火烧弯，
枕木化为灰烬。

巡逻的敌人汽车发现情况后，掉转车头
向破击地点赶来，沿途遭遇埋伏的区干队战
士的阻击。由于夜间敌人巡逻队害怕被歼
灭，只得一面胡乱开枪，一面发信号弹向附
近据点求救。据点敌人看到火光和信号弹，
慌忙整队出发，也遭到了区干队的阻击，不
得已向临城县城的敌人求援。

临城县城的敌人得到消息，连夜集合了
大批日伪军，乘装甲车赶来救援。三股敌
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来到“出
事地点”，却发现16里长的铁路已被完全破
坏，现场也空无一人。气急败坏的临城日军
头目命令日伪军分头向附近村子追赶，沿途
遭到区干队地雷、手榴弹的袭击，死伤了不
少；群众也组织起来，用鞭炮、敲鼓和吹冲
锋号等形式袭扰迷惑敌人，“白皮红心”的
保长也来报告说，有八路军大部队在附近活
动。敌人听罢，只得停止追赶，仓皇窜回各
自据点。

天明后，参战区干队战士和群众全员胜
利返回，无一受伤，为此次破击战画上了

“圆满句号”。

一场计划周密的铁路破击战
梁婧

1947 年，人民解放军东北民
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后，国民党军
节节败退，只得将主要兵力部署于
沈阳、铁岭、吉林、长春、四平等
战略要点。针对国民党军固守坚城
要地、运动战日益减少的情况，东
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河封冻、便
于机动的有利条件发起冬季攻势，
集中最大兵力攻打坚固据点，寻机
歼灭对方援兵。

1947年12月中旬，东北民主
联军主力挺进沈阳外围地区，第二
纵队、第十纵队一部包围沈阳以北
的法库。国民党军闻讯后急调长
春、四平等地主力向铁岭、新民、
沈阳地区集结，准备出援。东北民
主联军总部为创造战机，以第一纵
队第三师佯攻法库，第二、第七纵
队和炮兵主力在辽吉五军分区等地
方武装配合下，由二纵队司令员刘
震统一指挥，夺取彰武县城。

彰武县城位于沈阳西北约180
里，是“辽西走廊”西北重镇，防
守该城的是国民党四十九军七十九
师。这股敌人进据彰武县城后，立
即赶修工事：护城壕里增设许多火

力点，城墙上地堡密布，各城门用
沙袋堵死。在重要街道上修筑地
堡，高大建筑物均构筑了半永久性
防御工事。时值寒冬，气温达零下
30多度，敌人在城外高地修筑了
大量工事，又从高地顺着山坡往下
浇水，在山坡上冻上一层厚厚的
冰，增加了仰攻的难度。敌人还在
地堡上架上铁轨，上面再堆上厚厚
的沙土层，堆一层沙土浇一层水，
使其结成冰壳。守敌对自己构筑的
坚固“纵深防御体系”十分得意，
曾宣称：我们的工事戴上“铠甲”
了、“凭此坚固工事，共军无法攻
破此城”。

22 日拂晓，东北民主联军第
二、第七纵队对彰武达成合围。23
日，各部队先后展开外围作战，经
炮兵连续猛轰和爆破组的连续爆
破，敌人穿上坚冰“铠甲”的工事
陆续化成一片火海。至 27 日黄
昏，解放军攻城部队肃清城厢外围
据点，从四面逼近城垣。

为了选定攻城突破口，二纵五
师师长钟伟身穿白布伪装服，不顾
个人安危，在雪地里爬到距城墙

100米处，察看敌情、地形、工事
筑造情况，然后选定城东南角西侧
为攻城突破口。解放军各种炮火于
28 日 1 时完全进入阵地，处于临
战状态；攻城部队兵临城下，完成
了一切攻城准备工作。

28 日晨，解放军对困守彰武
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上午7时30
分，东北民主联军炮兵集中66门
火炮推进至主攻方向前沿抵近射
击，集中火力向城墙东南角、敌师
部阵地等主要目标射击 90 分钟。
这一突然的强大炮火轰击，不仅将
城东南角炸开30米宽的缺口，打
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同时压制了
敌人的火炮射击，更摧毁了敌人在
护城沟内修筑的暗堡和地雷场，城
上的敌人工事也大部被摧毁，守敌
伤亡惨重。

9时，攻城部队发起总攻。爆
破组迅速将长梯子、长木板铺在护
城沟上，冲过壕沟，将丈余高的鹿
寨和铁丝网炸开。第二纵队第五
师、第七纵队第二十一师各部分别
向城东南角、西北角突击，仅5分
钟，第五师第十四团就突破了城

防，登上城墙，并接连打退守军两次
反击，与此同时，第二十一师部队也
相继取得突破。

解放军各后续梯队入城后，与敌
人展开巷战，打垮敌人的数次反
扑，将残敌分割围歼。解放军炮兵
随即向纵深延伸火力，为步兵开
路。二纵第六师由南门突破后，直
扑国民党守军指挥部，会同第五、
第二十一师从三面展开猛攻。敌指
挥部盘踞的楼房设有两层火力网，
院墙四周的碉堡都配有轻、重机
枪，院外是大片开阔地，易守难
攻。战斗打响后，解放军爆破组进
行了几次炸毁碉堡的尝试，都因敌
人火力封锁而无法接近。不久，解
放军从后方调来了无后坐力炮，在
近距离集中火力将敌人碉堡一一摧
毁。楼房内的敌人仍负隅顽抗，解
放军突击队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冲进
楼内，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一层楼
一层楼地消灭敌人，几十分钟后，
终于将顽抗的敌人全歼。据守各处
的残敌得知师指挥部被攻克的消
息，纷纷举起白旗缴械投降。

战斗于14时胜利结束。此次战
斗，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第七纵队
共歼敌 10056 人 （其中毙、伤 1860
人，俘虏 8196人），缴获山炮 6门、
战防炮 4门、迫击炮 20门、六〇炮
34 门、掷弹筒 5 个，缴获火焰喷射
器、轻重机枪、冲锋枪等大量武
器，子弹 80 多万发、炮弹 2000 多
发 、 手 榴 弹 1300 多 颗 ， 汽 车 10
辆，电台 5 部，马 65 匹，另有大量
军用物资。

解放军步、炮协同作战克坚城
贾晓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宋庆龄心系国防，直接参与了

我军一系列重大活动，持续关

心爱护解放军战士的生活和

成长，多次前往部队视察、访

问，听取汇报，帮助解放军战

士及烈军属解决实际问题，为

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杰出

贡献。

1952 年 12
月，维也纳世界
和平大会上，宋
庆龄出席大会并
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