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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70

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

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

族的壮举。 

为了更好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我们特编辑一期《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专辑，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 

 
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七十周年 

张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这个伟大的

日子是值得特别庆祝的，因为它来之太不容易了。是千千万万烈士的

流血和牺牲换来的。在南京陷落的十天内，日寇用残暴和惨绝人寰的

殺手段，残 我国同胞 30 万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八年的抗战，我

国牺牲了三千五百万同胞，他们的烧杀掠夺，“三光政策”，“铁篦合笼”

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苏联的卫国战争牺牲了两千六百六十万人。法

西斯的杀人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杀害了犹太人、吉普赛人就有一

百一十万，全世界被杀害约 1.9 亿人民，这样的残酷事实，我们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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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我们要世世代代，时时刻刻铭记，珍惜和捍卫世界的持久和平。 

七七事变给我的恐怖印象 

“七七”事变那年，我七岁，正在高密“铁小”二年级（它的全

称是铁道部铁路职工子弟小学），正在过着快乐的暑假生活，院内种满

了牵牛花、夜来香，有红有紫有黄，美丽极了。休班的叔叔还带着我

们去车站对面，一眼望不到头的洋槐树林里去捉“知了”，我天天看着

列车在面前经过。平时只见客车里有人，一天突然发现客车里和车顶

上甚至货车里也挤满了人，我奇怪的问父亲，父亲告诉我“那是逃难

的人，卢沟桥事变了，日本的军队可能从胶州湾登陆了，胶济铁路可

能也中断了……。”真的没有几天，四叔来接我和哥哥、妹妹、妈妈带

着一只木箱，返回故乡了。父亲担任副站长（塔耳堡车站），只好仍留

在任上。列车快到济南了，将近王合人庄，正在下着倾盆大雨，铁路

两边只见房顶和屋檐，不见门和帘，房子都浸在水里，车到济南，车

站里熙熙攘攘到处挤满了逃难的人，我撑着伞衣服也湿了，有的人手

里抓着几张荷叶，那更是成落汤鸡了。而且站上的车警，手抓着皮鞭，

不停地在人们头上挥来挥去。三叔来接我们了，还约了几个朋友，一

个人领着一个孩子好不容易挤出了大车站，其中有位叔叔，腰间还佩

戴手枪，后来问过三叔，他告诉我是韩复榘（山东省主席）手枪旅的，

我模糊的记得是雇了一辆大车，全家人都挤在大车上，因路不好走，

约两天后才回到家乡。（我家是肥城离济南约两华里）其他的已经记不

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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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四年农村生活 

“七七”事变不久，山东也全部陷落了，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

民地统治区，不久父亲也回来了。这时就读读“三字经”“百家姓”学

学“珠算”，1938 年，伪政权成立了，父亲和四叔一直在外，不会种地，

爷爷替他们担心，在一个寒冷的夜里，父亲和四叔悄悄地离开了故乡。

又过了不长时间，游击队也成立了，那里成了游击区，白天日伪军当

道，夜间是游击队的天下，听到狗叫，奶奶轻轻地对我讲游击队来了，

果然早上小庙台上贴满了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离

我村不远约 3-4 里路有一条公路，日寇就靠这条公路下乡扫荡，于是

夜间游击队就来号召乡亲，包括我三叔去破坏公路，挖的纵横都是沟，

汽车陷进去再也动不得。日本鬼子来了强迫大家去填，挖了填，填了

挖，这条公路变成了烂泥滩，鬼子的机械化失灵了。后来她们就是骑

着马从村子里过了，日本鬼子也很迷信，有些村子从来不敢住，有的

村庄叫“石洪”有的村子叫“ 轟鲁里”，他们认为，那是“石 ”和“炉

里”不敢住。有的村子叫“演马庄”，他们认为是吉利的。我们的村子

叫“穆庄”，他们认为是“魔庄”，也不敢住，只是经过。我们经历多

次逃难，印象 深有三次，第一次约上午 10 点多，突然枪声大作，子

弹在头上嗖嗖的响，可怕极了，村东头往家东跑，村西头往家西跑，

男女老幼，惊慌失措。我家住在西头就往家西跑，村子不远有座唐子

庙，庙不远处有条“唐子沟”，沟有一人至二人深，甚至三人深。大家

顺着河跑到三人深处停下来，再下去是洼里，那里雨天一片汪洋，什

么庄稼也不能种。在地面上什么也看不见。直到晌午过了，有人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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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说没事了，回去吧！ 

第二次是还没吃好早饭，又听枪响了，大家来不及逃。把早饭盛

在罐子里，篮子里放几个饼子，二叔扛着一把梯子，我们全家躲在了

菜园子的枯井里。开始墙外人声嘈杂，个把钟头后，渐渐人声静下来，

二叔出园看了看，日军伪军走光了，我们从菜园子回家。 

第三次 危险了，鬼子进村了，四婶刚生了小弟弟只有几个月，

还有二婶我们一齐躲进了里屋的大坨上，我真怕小弟弟会弄出声来，

稭他真乖吃着奶睡着了，因为房门是用高粱 编起来的，缝隙之间可以

看清里面所有东西，奶奶和妈妈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只听见有人进

进出出，原来他们是来讨水饮牲口的，几个人拎着小水桶要水，他们

不敢用外面的井水，怕老百姓下毒，就到每家人的水缸里来取水，闹

腾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抓了几个青年农民帮他们抬东西和挑东西，很

快离开了村子。 

在农村的四年我没有书读，却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农活，还学会了

几首抗日歌曲，如“石榴开花叶儿青”“月儿渐渐高”等小调，虽然失

学，但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了解广大农民的疾苦。有一天，突

然传来大秀才的儿子当了汉奸，被枪决了，身上有个纸条，写着抗日

民主政府执行。 

沦陷区的人民生活 

一九四一年山东大旱，几个月不下雨，河也干了，井里也抽不出

水，平时喂猪的红薯叶和红薯藤都要拿来吃了，“旱收蚂蚱，涝收鱼”

老百姓把蚂蚱（蝗虫）也抓来吃了，有些地方树叶树皮也吃了，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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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真的饿死人了。我写信给父亲讲“家乡饿死人啦”。不久，父亲派

四叔来接我们去了济南，我开始没有读书。首先父亲没有那么多钱，

另外我也要补补功课。第一年我考进了私立崇华中学，我们住在商埠

的中心地带，这里学校多，读书方便。济南的大街小巷到处刷满了“建

设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的大标语，我看除了汉奸，哪一个善良

的中国人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这种伪善和鬼话，他们杀害我国同胞，掠

夺我国的矿产、木材、粮食、棉花等，装满一船船运往日本，这种自

欺欺人的鬼把戏，只有更暴露他们的狠毒。我们住在市中心，每天看

见他们摩托车队巡逻，还有骑在高头大马上耀武扬威的巡逻队，日夜

不停地穿着大皮靴踏着地面砰砰响，成了不可一世的统治者。中国人

吐个痰在地上，用脚踹踹踏踏表示对他们的恶心和诅咒。地方上实行

“保甲连坐”，谁家发现了抗日人员，则一齐去坐牢和枪毙，残酷至极。

学校里进行奴化教育，要学日语还要学日本歌，没有一个同学会认真

对待的，背后骂日语老师是汉奸走狗不得好死。我们的老师都是爱国

的知识分子语文老师是辅仁大学毕业的，那几年他专门教我们学古文，

而且要背过，英语老师是牧师，也很好，不仅教我们如何简便记住英

语的方法，还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希腊神话故事，我们悄悄地学会了

“思乡曲”和“云霞曲”，那是朝鲜人民思念祖国和中国人“思乡”的

情怀。有时在路上见到日本的醉鬼吃醉酒欺负车夫，乘车不付钱还用

酒瓶打破车夫的头，其他车夫一拥而上，抓他到宪兵队。一到宪兵队，

他就会低头哈腰的，八年的沦陷区生活，中国人受够了日本鬼子的窝

囊气。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投降了，日本鬼子滚出了中国，同胞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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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扬眉吐气，欢天喜地不知有多高兴。我们也曾欢天喜地的去欢迎国

军，不久很让我失望，他们不仅发国难财，还要发胜利财，什么车子，

房子，票子，位子，妻子等五子登科。人民开始厌恶他们，有的年轻

的女同学，成了他们的姨太了，太可恨了。不久我们知道了延安，它

是革命的圣地，也学会了“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 

抗战胜利后，父亲的朋友送了一幅“中堂”给父亲，挂在房间的

中央，那是一首长诗，我只记得前两句“春风吹绿到天涯，来看清明

劫后花……。”后面的我已不记得了，意思是日寇把我们的祖国蹂躏糟

蹋得不成样子，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我们要提起精神，团结一

致，努力的把她重新建设起来，使它更壮丽，更秀美，体现出了他们

对国家的热爱和忠心耿耿。 

七十年来我们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毛主席和共产党缔造

新中国六十年辛劳和建设已成为世界关注的强国，人民幸福，安居乐

业。虽然中华民族受凌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的总书记习近平

再三的叮嘱教育我们要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缅怀英烈，珍惜和平，

开创未来。我们要有强大的军队，强盛的国家，我们一定会实现我们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亲历的重庆大轰炸 

郑裕硕 

  

今年 9 月 3 日，我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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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70 周年，这项活动，对唤醒沉醉于和平安乐的人们勿忘历史，奋起

维护胜利成果，保卫世界和平有重要意义。 

环顾世界，现实是，美国一心要遏制中国崛起，支持日本做马前

卒，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千方百计复活，这股势力是近代史上 凶残、

野蛮的侵略者。他们信奉大和民族优越论和“武士道”精神，称中

国人为劣等民族的“支那人”，恣意凌辱、奴役、屠杀，在侵华战争中

犯下大量血腥罪行，其中 突出的典型是针对中国无辜平民的南京大

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全面抗日战争（1937-1945 年）期间，我随父母亲从南京逃难到重

庆，逃过南京大屠杀，但没有逃过日机轰炸，经历了二百多次重庆大

轰炸全程，多次死里逃生，是大轰炸中的幸存者之一。 

不久前整理旧物，发现我在十四岁时（1940 年）写的一篇壁报稿，

真实而具体地记录了一次重庆轰炸的情景。为纪念抗战胜利，不忘惨

痛历史，特将它献给大家。 

为便于了解此文背景，说明几点： 

1. 重庆是当时抗战的“陪都”日机轰炸的重点，日本侵略者妄

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在 1938-1945 年间出动了上万架次轰

炸机，对重庆进行了二百十六次（一说二百十八次）狂轰滥炸，使

无辜平民死伤五万四千余人，文中所记的仅为其中一次。 

2. “挂球”：当时中国空军弱小，抗战不久便损失殆尽，很长

时间毫无制空权，日本空中强盗在中国领空任意横行，中国人民只

能被动挨打。重庆是座山城，对日机空袭采取在高处挂红球报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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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当日机从武汉机场起飞，得到情报的重庆防空部门就挂起一

个红球，是“预袭警报”，敌机过宜昌就挂两个球，表示“空袭警报”，

敌机临近重庆上空，双球落下，是“紧急警报”，敌机飞离，再挂一

个球，是“解除警报”。每逢天气晴朗，重庆居民都要看是否挂球，

一旦红球挂起，就往防空洞跑，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 

3. 此文是我在重庆博学中学初中二年级时办墙报（当时叫壁

报）时所写。原件仍在，保存了七十五年，纸质已发黄破碎，字迹

模糊，但仍可辨认，为阅读方便，在保持原文面貌前提下加了个标

题，对文字略有删节。 

4. 对此文，补充两点今天的认识，1.当年日本侵略者企图用狂

轰滥炸、屠杀平民来迫使中国屈膝投降，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激

起了中国人民更强的反抗，更深的仇恨，此文就是证明  2.战争中

滥杀的直接反应是复仇，报复，（今天的中东就是如此），需要有远

大的眼光和正确的政治观点加以教育、引导。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

的、善良的，中国文化中有“和为贵”的基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对于当年日本侵略的血债，我们并不想“冤冤相报”希望和

日本和平友好相处。但前提是，必须承认错误，认真改过。然而，

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至今仍在歪曲历史，拒绝认错道歉，铁心复

活军国主义。对此，我们必须严密注意，高度警惕。 

血腥的轰炸 

上午，我在桌边看书。 

啰 啰外面，突然喧闹起来，“挂球 ！挂球 ！”有人在大声喊。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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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急促地奔跑。 

汽车也立刻鸣起来了，啵啵……滴滴……呜呜……，响成一片。 

过了一会。 

啰“两个球 ！快走！空袭啦！”有人喊，声音带着愤怒、痛恨和急

躁，同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声：呜---- 

我沉默而急促地踏上了去防空洞的石板路。 

在明亮的阳光下，突然钻进昏暗的防空洞，那四五十级水泥台阶

相当难走。像盲人一样，摸着洞壁，慢慢地下去。 

洞壁有面盆大的洞，点着菜油灯，昏黄的光照着一个个避难人的

脸。 

“活受罪！该死的日本鬼子！每天要囚禁我们几个钟头!”有人在

咒骂。洞里可热闹了，妇女们在讲家常，母亲在抚慰啼哭的婴儿，经

历过轰炸的人在述说遇险的经过。 

又过了约一个钟头。 

“紧急警报啦！请大家别讲话！”------这喊声像一柄巨大的铁锤，

沉重地敲在每个人的心坎上，人们都变成沉默而神经质了。 

防空洞像死一般沉默，过了五六分钟，沉重的飞机声从东面传来，

嗡嗡，恐惧像大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心里像搞翻似的难受，没有

人说话，连咳嗽也没有。可恨的飞机轰鸣声还在响，在盘旋。 

嘘——巨大的压力从空中降落，大家都习惯地用双手捂住耳朵，

因为人们都知道，这是日本空中刽子手屠杀同胞的炸弹丢下来了。 

轰!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防空洞上的水点像下雨，还夹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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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和小石子往下掉，同时一股热风刮得人们的衣角、裤脚发抖。 

轰轰！两颗炸弹落得近了，震落了更多的水、沙和泥。屁股上的

凳子也跳得老高，风更大了。 

轰！这下就在头顶，震得人头发眩。水点落光了，只有碎石和泥

土在人头上乱打。油灯吹灭了，黑暗增加了恐怖。直到炸弹和飞机声

消失，大家才吁了口气。 

“上面的房子炸掉了！”有人说，这时，一股白茫茫的灰尘从洞口

涌进来，夹着呛人的石灰味，人们都拿毛巾捂住了鼻子。飞机的轰鸣

声又响了，“又来了！”心又沉了下去。 

但这次没炸近处。只听到远处有爆炸声，刮来几阵风。 

十多分钟后，飞机声终于远了，消失了。 

“通远门一带着火了！“有人说。不知道又添了多少无家可归的同

胞，屠杀了多少无辜的民众，仇恨更加深了。 

当人们在防空洞里呆的不耐烦时，洞口有人喊：“挂球哩！空袭解

除了！”于是，人们像出洞的蚂蚁，一个个拿着大包小包，走了出来。 

洞口，堆着乱七八糟的木条，砖石，向上一看，原来在防空洞顶

的一座两层房子中了一颗炸弹，炸掉了一大半，好险！ 

回到家里，已是下午近三点钟。吃点东西后跑出去看轰炸后的情

况。 

街上已经没有几座完整的房屋了，炸弹把剩下房屋上的瓦片都掀

了下来，碎成小片，散落满地。通远门到七星岗一带许多草房在燃烧，

热浪滚滚。停着两辆救火车，救火员满头大汗在喷水，我要向这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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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致敬！ 

路边边，堆放着许多轰炸中的牺牲者，有一个人左手被炸掉，血

已流干了，惨白的面色与地上暗红的血迹成了鲜明的对照，死者的眼

睛睁得很大，未断的右手高举，拳头握得紧紧地，张着口，像在怒吼。

一堆死者身体下伸出一条大腿，炸得像蜂窝似地破碎，红色的血仍在

一滴滴流下来。 

另一边堆着一批烧焦了的人，浑身发黑，有的露出骨头，夹着灼

红的肉，发出一阵阵焦臭味……人类的同情心使我不忍再看，匆匆走

开了。一路上，全是触目的血迹，掺进泥土成了暗红色。 

突然，在我脑海里浮出了几个血红的大字：“血债必须偿还！” 

 

想想过去干的错事、蠢事 
——那年樊川拆屋的事 

韩祥林 

 

樊川是苏北江都县系的一个大镇，位于高邮县城东南，与高邮县

接壤。它与高邮城厢之间，有条公路相通。该镇工商业相当发达，素

有“小扬州”之称。镇上还建有一座发电厂，入夜灯火通明。这在苏

北平原的集镇中所少有。 

抗战期间，樊川曾是敌人的重要据点，不但驻有伪军，而且还有

日军把守。在通向高邮城厢的公路上，于八字桥、永安等处，都设置

了据点，以保持它与城厢的交通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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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0 月，我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奉命从江南渡江北上，向江

（都）、高（邮）、宝（应）地区进军，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苏

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江、高、宝地区，在运河以东，是条南北狭长的

地带。在樊川以北，三垛以南相距三、四十里的地区（时称樊北地区），

处于这条狭长地带的中间地段。因此当我十八旅开进江、高、宝并向

南北两翼展开后，樊北地区就成为旅部的活动中心，樊川和三垛也就

成为旅部的重要侦察对象。密切监视着这两个据点敌人的动向，只要

发现敌人有增兵等异常情况，就要采取措施，或转移，或加强警戒，

以防敌人突然袭击，再或准备战斗，中途设伏，打击敌人。 

1942-1943 年间，敌人对我分区，又是“扫荡”又是“清剿”，十

分频繁。其首要目标，妄图捕捉我旅部（分区司令部）指挥机关。我

旅部则不断流动。旅部驻地，白天封锁消息，傍晚即行转移。有时还

得离开樊北，转移到江都、宝应、兴化等地，使敌找不到我旅部行踪。

保证指挥机关安全。在流动中，旅部还要积极寻找战机，指挥部队打

击敌人。在那些年月，我们分区的大小战斗无数，斗争相当艰苦。 

1944 年，日寇经受了多年的消耗，已呈颓势，但为了建立与东南

亚占领区之间的陆路通道，它又抽调兵力，发动打通平，粤汉铁路的

进攻。敌后我军遂乘机发起局部反攻。我们分区，就由一师师部（苏

中军区）集中军区的几个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发起东桥战役，一举

攻克了敌人十三个据点，解放了淮（安）宝（应）地区的大片土地。

之后，又组织了三垛伏击战，歼灭了大量日伪军，迫使敌人龟缩在几

条交通线上的一些据点，不敢轻易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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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樊川敌人，1945 年时，我军先将永安、八字桥的据点攻克，

切断樊川与高邮城的联系。樊川敌人陷于孤立。敌人惊恐万状，不敢

固守，丢弃樊川，慌忙夺路窜回高邮，樊川遂告解放。 

樊川的解放是我分区军民盼望已久的胜利，是我们军民长期斗争

的结果。拔出了这颗插在我心腹地区的钉子，江都、高邮就可完全连

成一片，畅行无阻。分区军民，无不兴高采烈欢庆胜利。 

在我们欢庆之际，另有传来消息，樊川镇上，正在兴师动众地拆

除一些比较坚固的房屋，说是为了防止敌人再来樊川用作据点。樊川

拆屋搞得人心惶惶，怨声四起。 

要拆樊川房屋这样一件大事，料必不是某个乡镇领导所能决定，

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和权力。那时我在旅部工作，我们旅部从未发

过有关樊川拆屋的任何文件。有可能是地委专署作的决定，或者是地

委、专署批准了高邮县委县政府的建议，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在过去反扫荡时，我们分区确曾有过动员群众，拆除村中少量房

屋之举，那是 1942、1943 年间，凡是敌人规模较大的扫荡。总要在我

根据地内重要村镇设置据点。为此，分区党、政、军领导，一致决定

在敌人扫荡之前，对有可能被敌占据的个别村庄，动员群众，将村边

比较坚固的某些房屋，先行拆除，免敌利用。这项措施，付之实施，

并不理想。据我们参谋处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说，群众对敌人未来，

先行拆屋是不满意的。凡拆到祠堂、庙宇等公共建筑，群众的阻力还

小一些。如拆民居，就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群众是不肯的。只是

为怕鬼子进村占用，要受蹂躏，才极其勉强地忍受拆屋之痛。可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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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单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反扫荡措施，有损群众利益，绝非上等。真

正的铜墙铁壁应该是军民一致，人民团结。 

樊川的解放，已经是 1945 年了，分区面临的敌情与 1942、1943

年时大不相同了。过去敌人尚有力量对我实行扫荡，现在敌人基本上

已处守势，而且正在收缩兵力，企图保住交通线上的一些据点。那为

什么我们还要用过去拆屋的办法用于解放后的樊川镇呢，更何况那样

拆屋，就在过去并不是对敌良策。 

抗战期间，毛主席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的就是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党内三股歪风。毛主席痛斥主观主义是危害革命的

大敌。那些不管实际情况，只凭书本行事的教条主义，和只根据经验

办事，不管客观情况变化的经验主义，就是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毛

主席号召全党，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当年樊川的拆屋行为，是否

称得上是经验主义的一个典型呢？ 

樊川拆屋的影响，实在太大太坏了。它震动了周围尚未解放的城

市。扬州、泰州等地，纷纷传说“共产党来了要拆民房”。这些舆论对

我十分不利，此事被我党华中局发觉，立即电令制止。樊川拆屋，才

停了下来。当时我们并未看到这份电令原文，但在干部中都在传说，

华中局在电文中曾责问分区领导“你们这样做今后还想不想解放扬州、

泰州等城市，”这个责问，有理有力，切中要害，我们拥护！ 

  那年 6 月，正好我要调离旅部，去新四军军部工作。临行前，

与几位好友，一起去樊川镇上的照相馆，拍张集体照。此时拆屋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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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但见樊川街梢已被拆得瓦砾满地，一片狼藉。 

关于此事的起因、经过、怎样动员、拆了多少、如何善后等等情

节，我们并未深入了解，但这是件错事、蠢事、是有损群众利益的事，

我们是认识清楚的，这种错误如不纠正，以后谁还会欢迎我军解放城

镇？ 

这一事件对我们的教育是深刻的。因为有了这些教训，因此在解

放战争中，当我军攻克山东潍坊、兖州和济南时，中央一再强调要保

护城市、保护工商业。我们对中央的指示，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坚决

执行。1949 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中国革命要实现城市领导农村的

历史性转变，我党我军进入城市后，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些英明

的指示，我们更是完全拥护，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中国革命是在无数成功和挫折中前进的，党的干部也是在斗争中

成长的。只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一颗红心，在斗争中善于学习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我们的本领一定会日益增长，智慧将更趋丰富成熟。 

 

我的一九四五年 

侯忠阳 

 

1945 年，这是我离开我母亲的一年，也是我人生极大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的年初四，虽是过年，家里却没有饭吃，更别奢求有山珍海味。

所以我在年初四来到了平日学织布的唐光普家上班，学织布。就是这

天中午，师娘从外面跑回来告诉我：“外面有人来抓你了，快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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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立刻从菜园里往外跑，跑了很远很远， 后实在跑不动了，终于

被他们抓住了。当天就把我捆绑着送到了兵站。时年我还不满十五岁。

我的出生是 1930 年二月初四，被抓的那天正好是生日前的一个月整。

从此我从一个学徒工变成了一个兵。 

在后续的一个月里，我先后被抓到了镇里、县里、 后到达成都。

到成都的第二天，他们给我们所有壮丁打了预防针。随后把我们送到

了成都的新津飞机场。第二天下午又将我们这些壮丁送上了飞机。我

们这些平日连汽车都不曾见过的人突然坐上了飞机，真是感觉不可思

议!我们所乘坐的是“五个头”大飞机，起飞后约四小时，飞机落在云

南机场，当时飞行员全是美国人。飞机停下后，美国人就将我们赶下

飞机，然后中国军队将我们整队带出了机场，我们被分开关到不同的

帐篷里。过了两、三天，就把我们送进了国民党的正规军队里。 

我被分配到的部队叫荣誉第二师，我被编入二团二营六连二排六

班当兵。荣誉第二师的装备全是美国制造的。这个师有三个步兵团，

是一个加强师。师部还有三炮营、平射炮营、重炮营、火箭炮及工兵

营。各团设有重炮营、重机枪连、营部有重机枪连、八一迫击炮连。

一个步兵连大约 120 人左右。荣誉第二师的一团全是老兵，是在 1944

年中缅边疆与日军打仗后剩下的人组成的部队（他是荣誉二师的第一

团，这个团仍驻守在中缅边疆上）。 

二、三团多是新兵，除了军官、班长副班长。每班只有一、两个

老兵。当时我们驻守的地方好像叫“米那寨”。后期的训练就是基础的

步兵训练，步枪使用，排队集合以及队列训练等。后来还学了冲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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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枪、手榴弹的使用方法，还有刺杀搏斗训练。整个训练大约持续了 3

个月左右。部队就将我们安排到了前方的二线做战斗准备。当时的一

团驻守在中缅边境上镇守。二团、三团就流动在中越的边境上，云南

开元、蒙自等地运动待战。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阴历）——日军

投降。 

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我们真是高兴地不得了！大家都高呼着：

日军被打败了！日本投降了！部队当时还放假三天。而年仅 15 岁的我，

也和大家一样，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想想我应该能回家了吧！可是事

与愿违，三天假期结束后，部队就开始从中国云南边境向越南的边境

老街行进。军队进入越南，在越南边疆上的日军把武器都收缴了，并

要日本兵把在越南边境构造的碉堡全部破坏掉。随后我们这个师的二、

侖三团驻进越南河内地区，再到南部顺化市、西宫、土 等大城市守防。

我们营进入到顺化市后，我所在的排接到了任务：防守顺化市的一座

发电厂，以防被破坏。后来将全部任务移交给越南军队防守后，我们

连队就集中到了以前日本军队驻扎过的军营里等待军令。进驻不久，

法国军队重新攻占越南。我们的部队就从顺化市开拔至越南海防市外

的一个叫独山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大炮台，大概是之前法国军队修建

的。大炮相当大，约有 10 多公尺长，大炮口径约 30 厘米。我们当时

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军港的防守；二是部队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听

说是为了到日本去当占领军做准备。后来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部队

奉命从越南的海防市乘船回国。 

我们的军队在越南驻扎了约两年，在这两年中有很多事情给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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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回忆和故事。越南经常被别国侵略，当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所以百姓都很穷。连炒菜的铁锅都没有，烧饭都用砂锅，切菜也

没有菜刀。但是越南人民很团结，在 1946 年底，法国军队再次来侵占

越南时，越南的民众纷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侵略。通过反抗、贴标

语、设路障等方法阻止法国军队的进攻。我在越南见到过许多马车，

似乎没有看到过汽车，更别说小汽车。只有外国人有少量的小汽车。

洋房也都是外国人住的，洋房的四周都是用钢筋封闭起来，防止外人

侵入，他们非常小心。我在越南生活的时候，学会了少数越南当地人

的语言，比如：吃饭、走路、数字、睡觉和叫黄包车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了。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日本侵

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当时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

光！这种行为连畜生都不如。他们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他们完全失

去了人性，什么坏事都干得出。什么大东亚共融，实质就是抢夺别人

的财富和资源，侵略就是侵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是当今日本有些上层人物对那些侵略者，

还报以缅怀纪念的态度，想要让战争死灰复燃！真是在做梦！ 

历史事实证明：所有发动战争的人和国家都没有好下场，比如日

本的东条英机；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如果当今世界上

还有哪个疯子发动战争，侵略我国，中国人民不会再是过去那样的一

盘散沙！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六千万人民，是具有强大凝聚

力的伟大民族。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发生。毛主席曾说过：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国与国之间只有和平共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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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这样才能国泰民安，人民幸福。 

 

讨饭记 
赵兴华 

 

小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之后，天公也不作美，没有一个丰收年。老

百姓是靠天吃饭的，收成不好，日子更难熬了！糠菜全年粮都无法办

到。因为单是糠和菜是做不成粥或是糠饽饽，一定要多少有点粮食磨

成粉掺进去才行。而且糠和菜也很少，有粮才有糠，没有粮哪来糠？

菜是野菜，不是什么野菜都能吃，只有“青青菜”“苦菜”“曲曲菜”

才能吃。挖菜的人多了，菜也很少了。树叶和树皮也不是都能吃，只

有榆树叶和皮以及槐树叶能吃，榆树皮还不能剥多，剥多了，树就死

了！ 

小日本鬼子投降的前一年，即一九四四年，日子 难过了。我们

家本来就穷，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如何过？我爸爸妈妈都愁得不得了，

叹气道：看来，只有去讨饭了！我是家中的长子，那年十四岁，很懂

事，我对爸爸妈妈说：要讨饭，我去，你们不能去。那时，一个村里

没有几户是不缺粮的，每天来讨饭的人很多，一天也讨不到多少，大

概够一个人吃的，要给全家吃就难了。 

我天天在想，怎么办？我想到亲戚，我家的亲戚也不多，只有一

个舅舅家和姨家，我平时知道他们的处境也不好，不会有余粮的，我

想到了一个远房的舅舅家，平时来往中，他家的日子比一般人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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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中人少，地多一点，舅舅在外做生意，家中只有一个外祖父和妗

子。于是我去了他家，给我吃过饭后，我不走，坐在那里不说话。 

妗子看出了我的心事，对外祖父讲：孩子来了不能让孩子空手回

去，他们给了我四、五十斤小米。我高兴极了，什么话也说不出，眼

里含着泪，背起小米就往回跑！妗子家离我家八华里路，我也不走大

路，在田野里向家跑，我爸爸妈妈看我背了小米回来，更是高兴的不

得了，问我哪里来的？我说“初庄”东首的妗子家给的（我亲舅舅家

在“初庄”的西首）。 

几十斤小米帮我们家渡过了难关，时至今日，我不忘妗子家的大

恩大德！ 

一九四五年，小日本鬼子投降了，这一年也是一个丰收年，老百

姓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张辉 

 

日寇侵华狼烟起，铁蹄踏处山河咽。 

烧杀掠夺父老殇，无恶不作罪滔天。 

 

文明古国子孙贤，中共首倡十纲领。 

团结一致逐日寇，奋勇杀敌身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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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大捷天下扬，徐州会战敌胆寒。 

百团大战舍生死，休教日寇夺城关。 

 

十四春秋血与火，先烈遗志记心间。 

军强国盛任重远，永保世界和平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