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敢坚毅的中国人民在波澜壮阔
的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令人啧啧
称奇的传奇之战。1939年 10月 25日发
生在山东省临朐县五井镇的那场激战，
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700 多
日、伪军偷袭八路军，不仅 100多名伪军
被击毙，余部吓得狼狈逃窜，40余名日
军除一人被俘外也全部丢了命。更奇
的是，日军在战后竟然还专门给八路军
留下了一封感谢信……

1939 年 8 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1
支队在司令员马保三、副司令员钱钧的
率领下进驻临朐县，司令部驻在茹家
庄。他们将 3营两个连的兵力放在嵩山
脚下的暖水河一带，1营营部和 1、2两个
连队驻防在距司令部以北 8华里的五井
镇，3连设防平安峪一带，为粉碎敌人新
的大“扫荡”作准备。

五井镇距临朐城 30多华里，是临朐
通往鲁南南麻、莱芜的必经之地，战略地
位非常重要。这个镇子四周是石砌围墙，
高五六米，四面各有一门，东门最为高
大。第1支队很重视这个地方，不但派驻
了较多的兵力，而且钱钧也亲自驻在这
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指挥作战。

钱钧是八路军的一名骁勇战将，1905
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1927年参加红军，
历任红四方面军手枪队长、团长、师参谋
长，并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先
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教导团团长、八路军
山东纵队第4支队第2团团长等职。

钱钧在五井一面抓紧练兵，一面发
动群众。他发现五井镇东边约 300米远
有一座莲花山，是该地区的制高点，就在
那里放了一个班哨，时刻警戒临朐城的
敌人。

1939年 10月 25日凌晨 2时许，钱钧
突然被东门外激烈的枪声惊醒。清脆的
三八枪声告诉他，是日军来了。钱钧和
1 营营长李福泽立即赶赴东门组织反
击。这时，钱钧还听到设在莲花山上的

班哨报告，莲花山被鬼子占领了。
钱钧迅速部署兵力：1连守东门，监

视南门；2 连到北门，兼顾东北角炮台
处。同时，选派几名侦察员出镇迅速摸
清敌情。

侦察员从一名伪军俘虏口中得知：
40余名日军是从临朐城来的，700 余名
伪军是从青州、临朐两个地方来的。眼
下日军都集中在莲花山上，配有八二迫
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等武器。

听完侦察员的报告，钱钧心里有了
底：从来犯之敌的人数和火力配备情况
看，估计敌人不会有牵制五井向南进攻
司令部的企图，只要在这里给其有力反
击，最多午后，他们就会退走。拂晓偷
袭，午后返回驻地，这是日军常用的战
法。而我军眼下虽然只有两个连，同敌
人一比好像处于劣势，但附近我军较多，
再加上群众的积极支援，完全可以变被
动为主动。

这时，敌人从东门、北门和炮台处同
时向八路军发起疯狂的进攻。借着炮火
的闪光，钱钧搞清了敌人进攻的阵势：东
门是日军，北门和炮台处是伪军。他们
没料到，这正给了八路军各个击破的好
机会。钱钧当机立断，由他在东门指挥
战斗，命令李福泽营长赶去北门指挥，指
示首先要打掉伪军的嚣张气焰。

李营长在北门一面组织反击，一面
命令副连长鲍汉源带一个排出了北门，
向敌侧翼运动。伪军正在进攻时，突然
侧后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八路军的迂回
部队和闻枪声赶来支援的临朐县独立营
向敌人开火了。伪军受到夹击，乱了阵
脚，伪军大队长被击毙，剩下的“树倒猢
狲散”，都狼狈逃命去了。

击溃北门的伪军后，钱钧调整部署，
加强了东门的防守力量。这时，东门也
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但一次次均被打
退，而鬼子显然不甘心失败，仍然没有撤
退迹象。

钱钧见敌人已被拖住，就命令镇子
外的部队向莲花山侧冀迂回，同时命令
通信员到茹家庄司令部驻地向马保三司
令员报告战况，请调机炮连火速前来参

战，并传令驻扎在平安峪的 3连也火速
赶来投入战斗。

战斗还在继续。太阳已从东方升
起，日军布阵情况清晰可见。为了迷惑
敌人，一个战士用步枪挑着军帽贴着围
墙往上一举，立即引来敌人的一阵子
弹。军帽时隐时现，位置不断变换，招引
敌人不停地向军帽射击。有几个战士看
这个办法奏效，也仿效着吸引敌人火力，
其他战士则借机瞄准射击敌人。

但好一会儿，不见敌人进攻。“敌人
又在搞什么鬼名堂？难道要逃跑？”钱钧
分析着，判断着。果然，日军开始向莲花
山收缩了。这时，八路军机炮连奉命赶
到，并且从司令部带来了青州、临朐之敌
暂无兵力向五井增援的可靠情报。

钱钧见围歼敌人的战机已经成熟，
命令部队：立即出击，夺回莲花山。

进攻开始了，八路军战士勇如猛
虎，向山上冲锋。山上守敌凭借着有利
地形和几件重武器，负隅顽抗。这时，
我们的迫击炮怒吼了。在炮火支援下，
八路军指战员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迅
速接近山头。穷凶极恶的日军端着刺
刀，嚎叫着向八路军反扑，战士们同敌
人进行了肉搏战。日军渐渐不支，只好
夺路下山逃窜。战士们紧紧追赶，把敌
人团团包围在莲花山东北山脚下的一
片坟地里。

这时，三连已从平安峪赶来，从南面
山上压了下来。日军处于四面包围之
中，已成瓮中之鳖。八路军发起最后冲
锋，在喊杀声中攻占坟地，终于消灭了所
有残敌。

至此，五井战斗胜利结束。除伪军
留下 100多具尸体外，日军 40余人有一
人因掉在枯井里当了俘虏，其余全部被
击毙。八路军总计缴获八二迫击炮两
门、机枪 4挺、步枪 100余支和一批手榴
弹，日军中队长木莫、小队长岩井和石
日，也全在这次战斗中丧命。

五井战斗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
沂蒙山区。慰劳八路军的乡亲们送来了
煎饼和染红了皮的鸡蛋，还送来了猪羊，
感谢八路军为他们出了气。

打扫完战场后，钱钧命令将日军留
下的全部尸体进行清洗，裹上白布，尸体
上放着各种宣传品。接着，给驻临朐城
的日军送去一信，内称：“贵军于 25日在
五井与八路军激战终日，贵军官兵全部
阵亡，尸体俱全，现放在莲花山庙前，希
接知后酌情处理。如需帮助，愿尽力为
之。查日军侵华以来遭遇中国人民之坚
决抵抗，八路军配合人民，持久抗战，誓
死打败日军，收复失地，不达目的，决不
罢休！敬候明察。”

数日后，日军数百人前来收尸，走时
留下一封信：“贵军人道主义，本军钦佩，
留下尸体完整无损，特此谢意。”

当时，附近一些群众对钱钧的这一
做法非常不理解，认为不应该同残暴的
日军讲人道。钱钧听说后，笑了笑说：
“其实，这正是中央军委的意见，为的是
从政治上打击和瓦解敌人。”此后，第 1
支队在群众中加强了有关对敌军政策的
宣传，逐渐取得了人民群众对这一政策
的理解和拥护。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开
始重视敌军工作。1937年 9月 25日，中
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
彭德怀分别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告日本
陆海军士兵宣言》和《八路军告日本士
兵书》，向日军士兵宣布了中国军民奉
行的优待俘虏的政策，并号召日军士兵
掉转枪口，反对侵略战争。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
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尊重并优待
日军俘虏，促进反侵略这一统一战线的
建立和发展。1939年 10月 2日，总政治
部发出《关于日伪军工作的训令》，提出
了对日军和伪军工作的主要方针：消灭

与争取并进，反正与瓦解并进。正是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不懈努力与
争取下，不少侵华日军士兵先后掉转枪
口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线的重要一员。

五井歼灭战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
歼敌也不是很多，但在山东抗战的初期
阶段，它对提升我军民士气、打击敌军嚣
张气焰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1939 年
11月 3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
报》为此发表题为《庆祝临朐大胜利》的
社论，称赞五井之战“是一个伟大的胜
利”，并且是“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
胜利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钱钧先后任浙江省
军区司令员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逝世。

收尸日军为何留下感谢信？
■王贞勤

大家都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
事，可实际上，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好
多故事。

1941年9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了
7万余人的兵力和飞机、大炮，向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其中，3500余
人分多路向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地区扑来。

9月 25日，晋察冀军区第 1军分区
第 1团第 2营第 7连担负了分路掩护机
关、部队和群众转移的任务。7连 6班
的 5名战士，担负了阻击迟滞其中一路
有500多日军的追击任务。

富有战斗经验的 6班，利用山区的
有利地形，采取节节阻击的战术，没有
损失一人、一枪，就出色地按时、按地点
完成了掩护任务。

完成任务后，正当大家准备循着
大部队的转移路线归建时，刚刚走过
岔路口的班长马宝玉，站在岔路口旁
犹豫了。副班长葛振林看出了班长的
心思，主动说：“班长，你就下决心吧！”

看到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副班长也支持
自己的想法，马宝玉就果断地说：“同
志们，转移队伍中，绝大多数是根据地
的人民群众，男女老少，肯定走不快，
如果让鬼子跟着咱们追下去，人民群
众就危险了。”

3名战士对当地的地形都很熟悉，
他们心中也都十分清楚，这个岔路口
有两条路，一条通向山区的纵深。走
这条路，会让尾随而来的鬼子威胁到
转移中的根据地军民安全。而另一条
通向狼牙山的主峰——棋盘坨，这是
一个三面绝壁、一面陡坡的孤峰、绝
地。面对选择，他们毅然决然地向班
长表态：“班长，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
么办！”

就这样，在共产党员马宝玉和葛振
林的带领下，6班的 5个人，毫不犹豫地
掉过头来，向着狼牙山的主峰——棋盘
坨攀去。

为了吸引敌人，5个人还边撤边打，给
鬼子造成前面不远就是我领导机关和人
民群众的感觉。于是，500多名日本鬼子，
在一名大佐的率领下，紧追不舍地一步步
爬上了陡峭的狼牙山。

经过 5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在毙

伤 90多名日本鬼子后，6班 5个人打光
了子弹。这时，他们已经退到了棋盘
坨。

他们就利用险要的地势，用石头抗
击日本鬼子的进攻。最后，连山顶的石
头也全扔光了。5个中华民族的优秀男
儿——共产党员马宝玉、葛振林，壮士
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当着一步一步
爬上来的日本鬼子的面，砸碎枪支，高
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毅然
跳下了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光荣牺
牲。葛振林、宋学义挂在悬崖的树上身
负重伤，被老百姓救出，侥幸生存。

当 1分区将 1团 2营 7连 6班 5名战
士的英雄事迹报到军区后，时任晋察冀
军区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立刻敏锐
地意识到：这正是弘扬我党、我军为人
民服务宗旨，宣传革命英雄主义，推动
军民关系建设的极好机遇。于是，他将
自己的想法向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
臻作了汇报，并与聂荣臻共同签署了向
狼牙山五壮士学习的政治《训令》。同
时，他还给 1分区政治委员罗元发打电
话说：“人民军队永远为人民。我们的 5
名战士为了人民而跳崖，我们就是再困
难，也一定要把他们的英雄壮举留存下
来，把他们作为榜样和典型，来鼓舞和
教育我们的部队和后人。”

1942 年 3 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
下，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
才的亲自指导下，由 1 分区政治部具
体组织，边区军民自己带着干粮和工
具（当时根本就没有工钱一说，全是
自觉自愿），肩扛、身背、手提，攀山
崖，翻陡壁，将一块块石料，一袋袋沙
子、一筐筐灰料、一桶桶水送上了海
拔 1000 多米高的狼牙山。在狼牙山
上五壮士跳崖之处，修建了一座《狼
牙山三烈士塔》。

为了宣传为了人民而毅然跳崖的
五壮士，朱良才不仅亲自审定设计图
纸，还专门为该塔题了一首诗，刻在塔
座上。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北岳狼牙
耸，边疆血火红。捐躯全大节，断后竞
奇功。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五人

三烈士，战史壮高风。”
日本鬼子听说后，恼羞成怒，于1943

年用山炮将该塔击毁。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9年，该塔又得以重建。聂荣臻元帅
特地为塔题名《狼牙山五勇士塔》。“文化
大革命”中，该塔又被毁。直到“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该塔再次重修。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狼牙
山五壮士的故事，成了全国小学语文课
中的一篇必读课文。这个震撼人心的
故事，教育和鼓舞了好几代人。

而更为震撼人心的是，就在“狼牙山
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传遍抗日根据地后
的不到两年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又诞
生了两个和“狼牙山五壮士”一模一样
的英雄故事。一个发生在1942年 12月，
在河北省涞水县曹霸岗村，在日本鬼子
对我根据地发动偷袭时，一个叫李连山
的副排长，奉命率领一个班掩护部队和
根据地的民众撤退。当全班边打边撤，
撤到鸡蛋坨时，全班只剩下李连山、王文
兴、刘荣奎、宋聚奎、邢贵满5个人了。他
们把最后一发子弹打完后，为了不当俘
虏，就和一年多前的“狼牙山五壮士”一
样，跳下了 60多米的山崖，全部壮烈牺
牲。1943年 1月，聂荣臻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又专门为他
们 5个人签署了一份表彰通令。另一个
发生在 1943年春天，当日本鬼子发动对
我晋察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春季大扫
荡”时，在房山县十渡（今北京市房山区
十渡）的老帽山，负责掩护部队主力和民
众转移的八路军 30多人的一个排，一直
打到全排只剩6名战士时，这6名战士也
在子弹打光之后，和“狼牙山五壮士”一
样，纵身跳下悬崖，全部壮烈牺牲。而这
6名同志，甚至连姓名都没能留下来，他
们只是被躲在远处山洞中的老百姓看到
后，辗转报告给军区的。1941 年，1942
年，1943 年，连续三年，一年出了一个
“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群体，而且还全部
诞生在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这既不是什么偶然，也不是什
么“个例”，这是我们人民子弟兵为人民
而诞生、为人民而献身最生动、最真实的
写照。

“狼牙山五壮士”故事背后的故事
■朱新春

军史人物

亮相在历史紧要关头

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 资料照片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毛主席接见钱钧（右一）、许世友（右二）。 资料照片

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的团史里，记
载着一个女扮男装的“英雄小八路”崔金
凤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中，崔金凤的父母被日
本鬼子杀害，为了替父母报仇，崔金凤曾
多次要求参加八路军。由于她年纪小又
是个女孩，一直都未能如愿。无奈之下，
她索性剃了光头，女扮男装，总算骗过了
招兵人员的眼睛，当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崔金凤加入的这支部队，是战斗在太
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支英雄部队。她参
军后进步很快，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一
连击毙七八个日本鬼子，战后被评为战斗
英雄，这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年轻战士，竟
然一跃成为全团的有名人物了。

时任团长陈东海，对这个小战士分外
喜爱。因为他经常称呼这个小战士为英
雄小八路，“英雄小八路”这个称呼也在全
团传开了。后来这支部队由太行山调往
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在通过沿途好
几道封锁线的战斗中，崔金凤多次荣立战
功，受到表扬。到陕甘宁边区以后，崔金
凤在保卫边区和劳动生产中也处处争先，
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和生产模范。

自崔金凤参军到日本投降，差不多整
整四年时间，谁也没有发现她是个女的。
日本投降时她已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
而且一直在班上当一个普通战士。她要克
服多少困难才能掩饰住她是个女性啊！那
么她又是怎么暴露出自己性别的呢？

那是日本投降不久，因全连的战士
都长了疥疮，为了根治这种传染性很强
的皮肤病，连部决定采取民间的治疗方
法，让全连的战士脱光衣服，身上涂上硫
磺膏子，集中在一个大房子里用谷草烘

烤。这样一来可把崔金凤难坏了，无可
奈何之下她只好坦白自己是个女的。

消息传出以后，一下子轰动了全
旅。旅政治部考虑到崔金凤留在连队已
不太合适，便把她调到旅部医院当了一
名护士。她因为过惯了连队的生活，对
医院的生活很不习惯，仍一再要求下连
当兵，还说如果不同意她下连当兵，就退
伍回家去当农民。

此事很快传到陈东海那里，这时陈
东海已经是这个旅的副旅长了。他立即
给政治部打电话说，把这样一个英雄战
士放在医院，岂不是让她活受罪吗？可
不可以把她调到教导队学习一个时期，
然后再放到旅部警卫连去当干部，这样
既满足了她到连队工作的要求，也照顾
到了她在生理上的特殊情况，而且对这
个花木兰式的英雄战士来说，也是一种
应有的表彰和提拔。

政治部觉得陈东海的意见很好，随
即把崔金凤由医院调到教导队学习。
她在教导队学习进步很快，几个月后便
调到旅部警卫连当了指导员，又重新开
始了连队的战斗生活，而且在后来的解
放战争中又多次立功受奖，深得人们的
称赞和尊敬。

崔
金
凤—

女
扮
男
装
的
﹃
英
雄
小
八
路
﹄

■
周
玉
明

当年五井战斗旧址。 资料照片当年八路军和日军激战过的莲花山。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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