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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山岛战役 一江山岛战役是1955年1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陆、海、空军各一部，对台湾国民

党军据守的浙江省东部一江山岛进行的进攻作战。这

次战役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经过3

天战斗，解放军收复该岛。

东满抗日根据地 1932年11月，中共东满特委书

记童长荣率领东满特委机关到小汪清（马村）抗日根据

地，与汪清县委合署办公。次年，东满特委整编了延

吉、珲春、和龙、汪清4县的游击队，创建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三十二军东满游击队。东满游击队逐步发展成为

东满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建立的东满抗日根据地成

为长白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松山战役 松山战役是抗日战争滇西缅北战役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

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历时95天，本次战役胜利将战线

外推，打破滇西战役僵局，拔下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

为最终打通公路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大反攻序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纪念地 1945

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

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日本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呈递投降书。此后，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参照南京受

降仪式，举行分区受降，并具体办理接受日军投降缴械

等事宜。

滇西松山，现存抗战遗址 69处、遗
迹 816个，保存完好的战壕约 1.32万米，
在大小松山、黄土坡等 7 个高地上，地
堡、战壕、弹坑随处可见。这一切，记录
的是 70多年前，中国远征军尤为悲壮的
一幕。
“以往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松山只

有一个‘子高地’，两个大弹坑，其实不
然。”护林员兼导游杨金满告诉记者，
“子高地”只是这场战役的一个阵地而
已，只占整个松山抗战遗址的 1/40。他
向记者介绍，松山周边方圆几十里，还

有很多遗址、遗迹得以保存下来。比
如，位于滇缅公路边的平山阵地、涡卷
阵地等，现保存完好。长岭岗因为离松
山主峰较远，也往往被人们忽略，但工
事遗迹较多且保存完整。

历史是沉静的，如何让它迸发出
活力？2009 年 11 月，云南省龙陵县成
立普查小组，对松山抗战遗址进行前
期基础性普查。第二年，历史上最大
力度的对松山抗战遗址的抢救开发工
作展开。
“游客的数量从过去每年的 1万人，

到现在的 20多万人，增长了 20多倍，这
标志着更多的民众被抗战精神所感染，
让弘扬抗战精神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谈到这里，松山文管所所长陈院峰很是
感慨。他还告诉记者，为方便游客，松
山客栈、游客服务中心等松山旅游小镇
配套设施建设正有序推进。

记者看到，沿着松山主峰，新修筑
了游客栈道，与主峰相对的南侧是静静
伫立的402尊中国远征军雕塑群。

栈道两侧各处战争遗迹都配有文
字说明和老照片对比图，可以方便游客

更直观地了解这段历史。同时，松山文
管所还在松山主峰周边的村寨里，发展
了一支由当地村民组成的导游队伍，经
培训后，所有讲解员持证上岗，以更好
地引导游客，为游客服务。

此外，由于松山上的战争遗留物
还有很多，有些当地人便上山找遗留
的弹片之类的铁物变卖。而且，一些
地堡、战场遗址等还成了群众的菜地。
为了恢复遗址的原有风貌，龙陵县委、
县政府专门划定了保护范围，规定当地
村民不准进入保护范围内生产劳作、无
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松山捡拾战争遗
物等。
“松山在龙陵，但它不只属于龙陵，

它应该属于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反法
西斯战线的共同遗产。我们有责任将
它保护好，让子孙后代能永远到这里感
受中华民族的爱国豪情。”陈院峰说。

中国远征军魂留龙陵松山
■本报记者 柯 穴 特约通讯员 张 军

去年 12月，由吉林省汪清县委宣传
部、汪清县人武部、汪清县关工委等单位
共同主办的“抗日民族英雄童长荣诞辰
110周年纪念邮票”始发地首发仪式，在吉
林省汪清县东满特委所在地遗址举行。

童长荣是汪清这片红色土地上涌现出
的杰出抗日英雄，曾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2005 年 4月，时任汪清县委书记请
来刚刚退休的县委副书记金春燮，对他
说：“我们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的位置很重要，思考再三，我们决定请您
‘出山’，主要任务就是把汪清的红色资
源好好挖掘一下。”

汪清县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满地区党
的领导机关驻地，仅在汪清县境内，有据
可查的抗日战斗就有 105 场，抗日烈士
墓地和抗战遗址多达 177处，有 600多人
为国捐躯，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是
其中之一。

金春燮告诉记者，童长荣烈士墓位
于汪清县东光镇庙沟村抗联遗址，是一
个不起眼的小土包，被杂草覆盖，上面散
落着三四十块拳头大的石头。如果不仔
细辨认那仅有 50厘米高的小木牌，谁也
不会想到，这就是著名抗日英雄童长荣
烈士的墓。

“不让历史断茬，不让烈士‘无名’，
只要是在这片土地上为抗战牺牲的英
烈，有生之年我都要给他们立碑！”走马
上任的金春燮踏访了汪清的每一处革命
战争遗迹，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他和两个助手发动群众，在全国收
集汪清在抗联时期的相关材料。一开
始，他们在互联网上征集线索，半个月就
收到 500多份。“但网上的资料有实也有
虚，我必须对每一份材料进行核实。”十
几年来，金春燮和工作人员一直在重复
做一件事，就是到英烈子女、亲友家中查
找、走访、校正。

几经辗转，他们还找到了当年亲手
安葬童长荣遗体的鲍大瑜。曾经的抗联
战士鲍大瑜已是耄耋之年，他含着泪对
金春燮说：“童长荣牺牲后，因为当时环
境异常恶劣，我们只能用桦树皮将他的
遗体包裹起来，安葬在他生前所住的密
营附近。”就这样，经过各种努力，汪清在
抗联时期的 105场战斗、177处抗日烈士
墓地和抗战遗址，都被金春燮他们纳入
了“汪清抗联全景图”。
“写英雄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英雄，

浑身是劲。”金春燮告诉记者，每当工作
劳累时，他就翻看之前写好的英烈传记，
这样很快就有了精神。这些年来，金春
燮他们创作的《献给未来的记忆》《闪光
的足迹》等英烈传记走进校园课堂，《战
斗在白山黑水》《不朽的丰碑》等书籍在
网上的点击量也很高。人们对于英烈的
关注让金春燮倍感欣慰，也使他更具写
作动力。

汪清抗联烈士不再无名
■张显锋 洪 亮 本报记者 乔振友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 本 战 败 投
降。作为受降点之一的河南省漯河，
是当时唯一一个建亭立碑纪念抗战胜
利的地方。

1945年 9月 20日，当时的国民党第
五战区总司令刘峙，在漯河山陕会馆接
受了日军中将司令官鹰森孝第 12军的
投降。亲历日军狼狈投降后，漯河民众
情绪高涨，在漯河商会的主持下，自发捐
建受降亭。

漯河建造受降亭一事，在当时国民
党元老中极为轰动，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亲自题写了受降亭正面主碑“受降亭”3
个大字，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司法院

院长居正及刘峙分别题写了“受降亭记”
“抗战祝胜词”“建亭记”等石碑。1945年
12 月上旬，受降亭采用“1亭 4碑”的模
式，在漯河火车站南侧花园建成。

但遗憾的是，受降亭于 1947年毁于
战火，亭内 4块石碑流落民间，直到几十
年后，它们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1982 年 7月，原漯河市文化馆副馆
长陈国兴偶然发现，在距离受降亭原位
置 100 多米远的军供站院内，铺在自来
水管下当垫脚石的石条，竟然就是受降
碑的主碑。他马上组织人运走保存起
来。后来，他又从民间找到大半块于右
任题写的“受降亭记”碑，但另外两块半

石碑依然杳无音信。此后，记载着日本
投降历史的“受降碑”就一直在文化馆的
院子里静静地躺着。

随着漯河人民历史文化意识的不断
觉醒，社会各界要求重建受降亭的呼声
越来越高。2012年，以展现漯河不同时
期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河上街古
镇”项目动土。“受降这段历史也是漯河
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漯河市政协文史委
主任鲁锁印认为，把受降亭重建与河上
街古镇项目结合起来，既能将爱国主义
情怀嵌入其中，也能让老漯河人了却一
桩心事。

2014 年 5 月 1 日，新建受降亭落成

仪式如期举行。为尊重历史原貌，新受
降亭、亭内石碑尽可能按照原有记载的
描述修建。新受降亭周边还建有抗战纪
念馆、爱国主义主题影院、纪念广场、受
降广场牌楼等。
“自受降亭和抗战纪念馆实行免费

开放制度以来，已经接待各类团体 310
多个，各界人士 180余万人次。”工作人
员介绍说，在每年的不同时段，纪念广场
还会举办不同主题的教育活动，比如红
色系列电影展、红色节目文艺汇演、抗战
历史图片展、抗战老兵故事会等。
“我宣誓：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牢记

中华民族耻辱，发扬勇往直前精神……”
每年新兵入伍的前一天，漯河军分区都
会组织他们来到受降亭，接受红色教
育。“在漯河，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参
军报国的热血青年，都会来到受降亭，
共同见证历史，告诫自己不忘曾经的屈
辱，从这里再出征。”漯河军分区领导如
是说。

漯河受降亭重生记
■乔忠辉 王士刚

在辽阔的东海之上，一江山岛实在
太渺小。然而，60多年前发生的一江山
岛战役，给浙江台州这座面积仅 1.24平
方公里的小岛，赋予了别样的历史意义
与军事价值。

时光荏苒，一个甲子的时光悄然而
逝。因无常住居民，一江山岛当年在枪
林弹雨中所留下的战斗痕迹，慢慢被茂
盛生长的灌木杂草抚平，就连碉堡掩体
等战斗工事，也被植物所遮挡。

如何让这段光荣历史成为永不消失
的红色记忆？台州军地走过一段并不平
坦的道路。

为保护好战役遗址，从 2008 年开
始，台州市就对保护修复一江山岛战役
遗址工程展开立项，先后投资 4100 万
元，完成第一期工程，并把一江山岛战役
遗址作为国防教育课堂，当地党政机关、

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始分批次前来
参观见学。

但过了一段时间，参观者便日渐减
少。台州市椒江区国教办工作人员走上
街头进行随机问卷调查，有市民反映，一
江山岛跨海距城区 30公里，上岛参观需
一早从家里出发赶到码头，乘船踏浪好
长时间，然后才能上岛，岛上既无饭馆，
又无旅店，很不方便。此外，有年轻人反
映，岛上缺少体验式、休闲式的旅游附加
项目，因此对他们的吸引力降低。

看来，要想改变一江山岛战役遗址
“门庭冷落”的局面，需要转变思路。

针对调查中市民的意见，台州市和
椒江区两级国教办同志集聚一堂，共同
探寻对策，最终决定走“办企业吸引人员
上岛、政府开展国防教育”的路子，变“等
客上门”为“开门迎客”。

2014年 7月，围绕打造“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保护开发战争遗址的后续工程
启动。他们向原总装备部争取到一艘退
役潜艇、一架退役飞机、一辆退役坦克和
两门退役大炮等退役武器，建成了由战
役史料馆、影视馆等组成的游客接待中
心。同时建起了战斗体验区，游客可住
进野外帐篷，用野外炊具烹制餐食，在旧
战场玩真人CS对抗，在“枪林弹雨”中体
验三军联合作战。

面积 2200平方米的入口广场，昂然
屹立着三棱纪念碑，广场西侧散落着礁
石，代表着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将士在
恶劣环境下协同作战、一往无前的钢铁
意志，80 多个碉堡、8 公里战壕修复如
初。战役的亲历者刘石安老人看到这些
十分欣慰，他步履蹒跚地登上小岛最高
点时，遥望海面，满怀感慨地说：“当时的

惨烈场面，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人是难以
想象的。我们牺牲了 5名战友，才把红
旗插到这里。”

据了解，此番调整后，前往一江山岛
战役遗址的民众呈井喷式增长，国防教
育的辐射面自然也大大拓宽。
“此次战役有哪些作战考虑？”“为什

么要选在这里作为登陆点？”某部队正在
现地教学。

由于一江山岛战役是我军首次三军
联合作战，这样的战役遗址便成为我军
研究联合作战的天然课堂。作战战例分
析、战场考察研究、战例想定作业、现地
分析研讨、梳理总结战法……像这样的
教学队伍，一江山岛每年要迎来十几批，
一江山岛战役遗址成为现地教学和培育
战斗精神的基地。

逝去的是硝烟，不灭的是精神。从
历史激荡中回到现实，前来见学的解放
军官兵无不感慨，在恢弘的历史中汲取
前行的力量，就能够在实现强军目标的
大道上走得更加从容。曾有军事专家来
该岛考察时称，这哪是座小岛，它是矗立
在狂涛怒浪中的精神礁石，是用战火硝
烟和热血生命凝练成的军事教材。

一江山岛战役遗址的华丽嬗变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通讯员 李健南

让远去的硝烟唤醒全民族记忆
——全国各地保护利用战争遗址遗迹掠影

硝烟早已散去，但留下的战争
遗址、遗迹，却时刻呼唤着我们的
民族记忆、敲打着我们的国防意
识、培塑着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近年来，军地对战争遗址、遗迹的
保护和利用都愈加重视，坚持从长
远出发，不断完善和拓展功能，让
其“活”起来，向世人传达：英雄虽
已远去，但他们的精神可通过这些
遗址、遗迹永相传。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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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到受降亭前开展主题教育。 王智慧摄

国防大学教学科研创新集训队在一江山岛进行现地战例教学。 刘 策摄

汪清县关工委主任金春燮为小学生讲汪清抗联故事。 侯俊晓摄

龙陵县人武部派出讲解员为游客介绍讲解。 夏 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