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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三两招，
打得得鬼鬼子子团团团团转转

———听八路军老战士陈学文讲述述冀冀中中平平原原游游击击队队的的故故事事
■李龙勤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锋 龙礼彬

5 月 8 日，记者走进江西省吉安军

分区干休所，拜访老八路陈学文，听他讲

述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滂沱大雨过后，小院里的柚子树底

下仍在滴滴答答落着雨点。陈学文坐在

院子里的藤椅上，抿了口茶，笑着说：“我

今年已经 ８９ 岁喽，我从小是个苦孩子，

没读过书，卢沟桥事变后，就和父亲一起

当兵去了。”

陈学文生于 1926 年 9 月，抗战后期

在冀中军区第九分区 24 团通信连任班

长，参加了南下讨逆、平汉战役、五一反

扫荡、大同战役和平津战役等战斗。老人

一生戎马，八年抗战打完，又投入到解放

战争中，期间多次负伤。现在虽然身体带

病，但是精神很好，说话铿锵有力，军人

气魄十足。他说，从军多年，让他最感慨

的是 1942 至 1944 年这一段经历。

1942 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鬼

子开始在冀中平原进行大扫荡，烧杀抢

夺，无恶不作。大平原待不住了，部队都

钻地道了，以前作为号兵的他也不吹号

了，当上班长带头挖地道。

老人说到这里，问我们，看过电影

《地道战》没？见我们点头，他哈哈一笑：

“电影上的那地道，漂亮，威风，可现实的

地道没那么好啊！”

陈学文说，起初，为了在鬼子的大扫

荡下能够保护好伤员，老百姓把他们藏

在储存白菜山药的地窖里，后来大家直

接把地道挖通，以便进行转移，从邻家，

到整个村，最后大家把邻近的村子也用

地道相连，开始进行反击，就成了后来有

名的地道战。“我那时候是名战士，还挖

过地道呢！”陈学文说。

陈学文告诉我们，当时的地道并不

像电影里讲的那么安全，通道也只能够

一个人爬过，很艰苦，而且很害怕———害

怕出去打不到敌人；害怕地址暴露，一死

就是十几号人；害怕自己死的不值得，没

有杀鬼子赚回来。

陈学文说：“1942 年至 1944 年，是

冀中平原战斗最艰苦的三年，敌人在公

路上、岗楼上的据点像蜘蛛网一样，遍布

各个角落，5 万多鬼子进行大扫荡，拉网

式搜查。我们的冀中根据地，在敌人眼皮

底下过日子，只有利用地道藏起来、躲起

来，吃喝拉撒全在地道里，白天在地道里

呆着，晚上再出来打游击。”看到我们好

奇的目光，陈老补充道：“白天不能打仗，

否则，一旦目标暴露，敌人便会采取报复

行动，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破坏我们

的根据地。”记者看到，陈老在讲述日军

这些暴行时，脸上青筋鼓胀，眼睛里充满

着仇恨的目光。

此时陈老停顿了一下，饮了一口茶

缓解了愤怒情绪后，突然哈哈一笑，随后

说：“敌人虽然据点多，武器也很精良，但

是我们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战法，不断与

敌人斗争。”

“第一种战法叫‘掏窝子’。”说完，陈

老用右手在空中一抓，那只刚劲有力的

手仿佛在向我们述说着当年他们是如何

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

“有一次，我接到上级的处决命令

后，立即带上两名战士，利用晚上时间蹲

守在汉奸的家门口，等到汉奸从外面喝

得醉醺醺地回家时，还没等他落脚，我们

一脚把门踹开，然后枪一拎，将汉奸按倒

在地，五花大绑后架到村外，叭、叭，几发

子弹将他击毙在荒地里，尔后，立即向上

级报告。这就是所谓的‘掏窝子’。”

“另一种战法我们称之为‘门帘战

术’。”陈老说：“这种战法用得相对较少

些，有时，我们的行踪被坏人告密后，敌

人把我们包围起来，出又出不去，钻地道

也来不及，怎么办？有一次，我带着班上

的十几个战士，挤在一间房屋里。当日本

鬼子挑门帘进来的那一刻，我和战士们

立即冲了上去，几把刺刀齐刷刷同时捅

向鬼子，打扫完地上的血迹后，将毙命的

鬼子塞进土坑底下。这时，还不能着急冲

出去，因为我们是藏在村庄里，如果让敌

人发现了，村庄马上就保不住了，只能偷

偷地打，不能暴露，等敌人撤离后，我们

再秘密转移。”

“接下来，要数‘打冷枪’。这个活，我

干了不少次，也打死了不少鬼子。”陈学

文说，小日本鬼子好狡猾，鬼子据点防范

功能是齐全的，有壕沟、公路，部队住处

和炮楼 200 米内不能种庄稼。冀中平原

的秋天，青纱帐起来了，他们躲在青纱帐

里，专门打炮楼里站岗的鬼子。他们通常

夜袭，走他个三、四十里路，临近清晨，摸

到青纱帐里，在离炮楼 200 米处把枪架

好，消灭掉一个鬼子后立即撤离。为了防

止敌人报复，保存革命力量，他们在南边

的村庄打了以后，往东走，再往北走，迂

回地走它几个大弯后，这才趁着暮色回

到驻地。

“还有一个叫‘套白狼，打杆子’。”他

告诉我们，“打杆子”就是在大村庄赶集

的时候，离炮楼不远的鬼子兵一般不带

枪，但带着刺刀，在集市上横行霸道，无

恶不作。看到鬼子兵到了集市，陈老他们

就立即化好妆，带上手榴弹，扮成打柴的

老乡，当走到鬼子身边时，冷不防地抽出

扁担，瞄准鬼子兵的脑壳狠狠地砸下去，

顿时，脑浆迸了出来，这一战法，被大家

称为“打杆子”。

相比之下，“套白狼”更简单些。陈老

告诉记者，他和战士们带着一根绳子，趁

敌人不备的时候靠了上去，从鬼子的背

后用绳子往脖子上一套背着就走，由于

日本鬼子个子比较矮小，脖子被绳子勒

住后，发不出声音，手和脚在空中乱踢乱

蹬，垂死挣扎，5 分钟不到就毙命，然后

把鬼子往地上一丢。陈学文说，在冀中，

由于他们创造了很多对付日军的战法，

敌人个个胆颤心惊，一听说八路来了，怕

得要死，躲在据点里不敢出来。

“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还与一部分人

分不开，他们就是我们的联络员。”陈老告

诉记者，这些联络员都是他们的地下工作

者，平时给敌人当伪村长，表面上是给日

军办事，实际上是深入敌方搜集情报。当

鬼子一有军事行动，就及时通知八路军游

击队转移，并掩护撤离。为了不暴露目标，

对敌人要的粮食，他们也要上交一些，但

大部分的粮食、食盐和药品，还是留给了

八路军游击队。有了这些“红色联络员”的

掩护，八路军的安全也就得到了保障。说

完，老人弯下腰，熟练地在地上用手指边

勾勒边讲解当时平原范围及地况。

讲到这里，年近九旬的陈学文老人

笑着对我们说：“我是一名抗战老兵，多

给你们年轻人讲讲当年的事情，也算是

发挥余热啦。”在陈学文身上，看不到抗

战的艰苦，看不到被病痛折磨过的痕

迹，看不到失去一个肺的痛苦，记者看

到的是在苦难面前，老人对生活的豁

达，以及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和在这片

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热爱。

聆听抗战故事，感受抗战热情，陈老

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了不一样的游击

战战法和真正的抗战英雄。采访结束后，

记者仿佛置身于抗日战场，隆隆的枪炮

声响和鬼子的嚎叫声在耳边响起，久久

无法散去……

70 年前，当中华民族最终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血与火铸就
的抗战精神，就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滚滚硝烟中，中国军民一
幕幕慷慨赴死、气壮山河的壮举，光彩夺目，与日月同辉。矗立在硝
烟中的抗战英雄们，青春不老，丰碑永存！决定世界前途命运的伟大
胜利，永远值得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纪念。70 年过去了，当
年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垂暮老人，曾经的辉煌经历成为铭心往事，存
储在他们记忆的深处，弥足珍贵。

今天，我们纪念、走访、追忆、缅怀，就是想告诉世人，历史不能
忘记，每个中国人都应从伟大抗战精神中不断汲取力量，为了国家
的富强、民族的复兴，牢记责任使命，坚定走向未来。从今天起，本版
推出《追思抗战·寻找记忆中的那人那事》专栏，讲述抗战军民记忆
中的血性抗争，倾听抗日勇士的慷慨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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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者，传统而又权威之典籍也。

可以说，每一部红色经典都是文艺百花

园里的红宝石，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

芒，照耀着人民军队的征程，也照亮了

信奉者的人生道路。然而，随着以消费、

商业为特征的快餐文化大行其道，戏说

英雄、解构历史之风仍不时泛起：雷锋

与一位女士的书信来往被炒作为“姐弟

恋”；《闪闪的红星》 中的小英雄潘冬子

成了整日做明星梦的“富家子弟”；更有

甚者，一家刊物竟一语惊人地爆出谁也

没看到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情景……

而事实却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雷锋

生前的 7 位战友严正声明，“雷锋的初

恋女友”不符合事实；拍摄《闪闪的红

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发表声明，怒斥

“恶搞”；当年董存瑞炸碉堡的三位见证

者也站出来打假。全社会有识之士更是

一致呼吁：尊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写下

的历史，不要任意涂抹亵渎。

崇尚英雄，弘扬英雄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的历代民族

英雄，激励了多少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

独立，人民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

不畏艰难，不惧牺牲。今天的全面深化改

革、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代，更是召唤英

雄的时代。作为共和国的新一代，不能坐

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板凳上来解构我们的

英雄。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

才能善于创新。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的

英雄形象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象征，绝不

能拿来恶搞、戏谑和嘲讽。

因此，必须铭记我们的英雄与先

烈，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最巍峨的精神

丰碑，他们传承了这个民族最伟大的精

神魂魄。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注定是

没有希望的民族，崇尚我们的英雄就是

守卫我们的民族精神；崇尚红色经典，

就是捍卫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让红

色经典浸润神州大地，让红色经典浸润

民心！

红色阵地凝聚国防情怀
■张启宏 李得放

在河南省汝南县人武部有这样一

位职工，他叫张新红，也是位退伍军人。

20 多年来，凭借自己的收藏知识和经

验，走遍大江南北，先后收藏了各种伟

人毛泽东的瓷像、画像、像章、红色宣传

画等 ２ 万多件。

张新红从 1989 年就开始了红色

藏品的收藏，刚开始收藏伟人毛泽东

像章时，张新红采取同亲戚、朋友、同

学、战友及邻居要的方式来收集，后

来开始大量收购毛泽东像章。平时，

他非常留意当地废品收购站和文物

市场，四处打听收藏珍品，只要听说

谁手中有红色珍藏品，他都要亲自上

门，一趟、两趟，直到将其收藏到手。

2009 年初，他听说三门闸街道办

事处赵庄村有一位老复员军人，家中

珍藏着一尊毛泽东塑像，他买上礼品

先后三次上门拜访，打算把这尊塑像

买下来，老人说啥也不卖，等第四次

上门拜访时，老人明白了他进行红色

收藏是为了搞国防宣传，便无私地送

给了他。20 多年的收藏中，他从抗战

时期的革命实物、宣传画到收集像

章、塑像、语录，既有古代时期宝贵的

历史文物，也有从建党到新中国成

立，改革开放等伟大历史变化的图

片，还有许多反映不同历史时期领袖

风范的珍贵照片以及不同历史时期

的军功章。

在收藏中，张新红曾一度遭到家

人的反对，可他依然“一意孤行”，他

说：“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见

证，自己进行红色收藏也是想提醒人

们铭记历史，是让大家来看的，以激励

和鼓舞更多后来人。我见熟人就说，欢

迎来我家。”在他的感召下，家人也渐

渐开始理解并支持他。

如今，张新红把自家并不宽敞的

屋子装扮成一座“红色阵地”，摆放着

各种红色藏品，小到毛泽东像章、老照

片，大到毛泽东塑像、瓷板画、宣传画

等各种珍品，无不凝结着他的国防情

怀。每年征兵，人武部都组织应征青年

前来参观红色藏品；每逢开学，一些学

校老师也带着学生前来参观学习。

右图：张新红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

李得放摄

故故事事讲讲述述人人：：陈陈学学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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