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

稿

人

淮

安

市

档

案

局

淮

海

晚

报

社

联

合

出

品

12

档案记忆

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懿 电话：89880087

封

谈

有

法

周

登

超

周

淮

滨

攸

海

霞

王

靓

刘

权

鸣

谢

周

恩

来

纪

念

馆

研

究

室

原

主

任

秦

九

凤

大胡庄战斗 八十二烈士阵亡

苏北平原上又一座抗日丰碑

说到大胡庄战斗，必

须先了解新四军三师。

新四军三师活动范围

在苏北， 因黄克诚兼任苏

北军区司令员、 政委和军

政委员会书记， 主要管辖

淮海、盐阜两个军分区，苏

北人民也将三师称为“黄

三师”。

黄克诚部原属于八路

军编制。 1940年8月底，黄

克诚遵照中央“八路军到

华中后， 坚决争取控制全

苏北”的指示，率所辖4个

支队两万余人挺进苏北，

开辟淮阴、淮安、盐城和阜

宁等地区。“皖南事变”发

生后， 中央军委发布了重

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黄

克诚所率领的八路军第五

纵队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

第三师，分别辖七、八、九

三个旅。打响大胡庄战斗的

二十四团一营二连隶属于

新四军三师八旅。

秦九凤告诉记者，一营

二连是团游动的军事哨，营

的主力连，专打硬仗和接受

重要任务。全连配有两挺轻

机枪，每人都有一把刺刀和

一把大刀、 四颗手榴弹，当

时确实是一支建制完整，装

备齐全的主力连队。

1941年春， 为准备正

规部队的地方化， 二十四

团临时集结于淮安的苏嘴

一带。 4月23日，该团一营

二连的战士们在副营长巩

殿坤和连长晋志云的率领

下， 进驻苏嘴西北约十公

里的大胡庄。

“巩营长当时就住在

我们家， 他和我哥哥胡其

华的关系非常好。 ”家住大

胡庄村的胡其南老人当时

虽然只有五六岁， 但已经

开始记事了。 他对记者说，

二连的指战员在庄上住了

3天，期间还帮助村民干农

活，军民鱼水情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5日深夜， 盘踞于涟水城

的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第

二十一师团得知有新四军

在大胡庄驻扎， 便紧急集

合了七百多人，带着4挺重

机枪和两门迫击炮， 乘着

夜色直扑大胡庄。

胡其南老人记得，当

天凌晨，天还没亮，大胡庄

枪声四起，子弹横飞。 敌人

将庄子包围起来， 母亲把

年幼的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70多年过去了， 胡其

南老人仍记得那个让他终

生难忘的日子。

大胡庄西北的小西

场，是一个东西较长、南北

稍短的土圩子。 东西两边

各有一条自然沟， 北边是

一条旱沟， 南端有一条低

洼的土路。 当时，胡其南和

家人就住在土圩子里。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

人，二连指战员毫无畏惧。

在连长晋志云的指挥下，

占领了旱沟堤堆的有利地

形，沉着应战。

胡其南回忆说：“敌人

太多，武器又先进，新四军

伤亡很大。 战士们只能退

到屋里，在墙上掏个洞，用

枪从洞口向敌人射击。 ”上

午七八点钟时， 敌人见久

攻不下就纵火烧庄。“我们

是老百姓哪！ ”庄上的老百

姓见状大喊， 但敌人根本

不理会。 很快，庄上9户人

家，烧毁了6家。 剩下的3户

人家因为是瓦房， 才没有

被大火彻底焚毁。

母亲抱着胡其南与其

他乡亲一起跑到旱沟里躲

避， 而副营长巩殿坤和连

长晋志云率领已经为数不

多的战士， 凭借着残垣断

壁继续抗击。

穷凶极恶的敌人又向

庄上打毒瓦斯炸弹， 不少

新四军战士和老百姓被毒

杀， 其中就包括胡其南的

亲大爷和家里的雇工。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

战， 日寇也付出了惨重的

代价， 新四军在未烧毁的

瓦房里坚持战斗。“后来，

敌人的炮火轰塌了瓦房的

墙壁， 巩营长他们就趴在

地上向敌人射击……共产

党真是为国为民啊！ ”胡其

南老人每当回忆起那时的

战斗情景， 就会情不自禁

地发出这样的感叹。

没了屋墙做屏障，日

寇蜂拥扑来， 腹部中了数

弹的连长晋志云拉响了最

后一颗手榴弹， 与敌人同

归于尽。 副营长巩殿坤左

腿被弹片击断， 他用仅剩

的一粒子弹， 击毙了那个

舞着指挥刀朝他劈来的小

胡子军官。 不敢逼近的敌

人向屋内投射燃烧弹，巩

殿坤被熊熊烈火吞噬了。

“这些人牺牲了，都只

有 20多岁啊……可惜啊

……”往日惨烈一幕，令胡

其南心中无限伤悲。

战斗结束后，敌人开始了灭

绝人性的虐杀：三个重伤员被乱

刀戳死，一个轻伤员被绑在树杆

上活活烧死……只有一排二班

的17岁小战士刘本成幸存了下

来。

战斗结束的当天晚上，二十

四团政治处主任李少元（一说

“李少院”）等人带领二十多名战

士及部分地方群众在打扫战场

时，发现阵地上一共留有82具英

烈的遗体。小战士刘本成被送到

后方医院抢救脱险，另有一位负

了重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的途

中不幸牺牲。 因此，大胡庄战斗

的实际牺牲英烈是83人。

刘本成是怎么幸存下来的

呢？ 2011年9月2日上午，秦九凤

和茭陵乡的两位领导同志在河

南安阳市阳光小区找到了年已

八旬的刘本成夫人杨秀萍女士。

她透露说，刘本成当时被日本人

的毒瓦斯熏昏了，身上压了战友

的尸体，全身都是血。 日伪军打

扫战场时，他已经清醒，但没有

作声。 因为浑身血糊糊的，敌人

也就没发现。刘本成一直躺到夜

里， 直到听到我方人员说话声，

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刘本成因侥幸脱险而立功

受勋。 黄克诚师长说“这孩子命

真大。 一个连全光了，他还能活

下来。”后来，黄克诚直接将刘本

成调到身边当勤务员，之后又当

他的警卫员。 年岁大了以后，黄

克诚又安排刘本成去学开汽车，

专搞后勤工作。

1955年授衔时，刘本成是大

尉。 转业到地方后，任国防部所

属安阳锻压设备厂副厂长，并在

58岁时提前离休。 1987年，刘本

成病故，享年63岁。

秦九凤告诉记者，新四军军

史研究专家曹晋杰、淮安地方史

研究专家邵景元同志都认为，大

胡庄和刘老庄这两场战斗，应该

是苏北平原上高高耸立的两座

抗日丰碑。

同是八十二烈士，为何境遇

不同？“大胡庄战斗发生后，当时

是我没让宣传。 因为我刚把部队

带到苏北一个多月，就丢了一个

整连，如果过分宣传对部队士气

会有一定影响。 ”1982年，黄克诚

曾对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

副主任王阑西同志说，他身经无

数次的生死战斗，并没有把大胡

庄战斗时刻挂在心上。 文化大革

命中，红卫兵、造反派们批斗黄克

诚，说他带兵尽打败仗，在苏北淮

安大胡庄丢掉一个连，后来在淮

阴刘老庄又丢了一个连。 这才使

他想起大胡庄战斗， 想起烈士们

当时连个墓碑也没有。“因此，我

黄克诚还要‘感谢’红卫兵们对我

的那场批斗。 ”黄克诚如是说。

1982年，秦九凤在北京拜会

1941年曾任黄三师政治部宣传

干事的朱鸿同志。朱鸿也告诉秦

九凤说，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正处

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夜，侵略

气焰十分嚣张。新四军三师刚到

苏北就把整个连打光了，如果宣

传出去会伤害军民士气。不像刘

老庄战斗时，日本鬼子已是强弩

之末，必败无疑了，因此可以大

张旗鼓地宣传。

“大胡庄战斗的英雄们至今

仍鲜为人知是由特定的历史造

成的。 ”秦九凤感慨地说。

新四军三师

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而来

1

大胡庄战斗

完全是一场意外的遭遇战

2

血染大胡庄

八十二名勇士壮烈牺牲

3

17岁刘本成

大胡庄战斗唯一幸存战士

4

红卫兵“帮忙”

黄克诚想起大胡庄战斗

5

“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抗战中全连壮烈牺牲的有两起，一起是七旅十九团四

连一九四三年在淮阴东南刘老庄的战斗，一起就是八旅二十四团二连了。 这样

的壮烈事迹在全军也是少有的……”这是一封写于1981年信件中的内容，写信

人是原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宣传干事朱鸿，收信人名叫刘本成。

淮安区党史研究专家秦九凤曾于1982年，从刘本成手里拿到这封珍贵的信

件。 信中所说的二十四团二连，于1941年4月26日在淮安区茭陵乡大胡庄与200

多名日军及400多名伪军激战，因寡不敌众，全连仅有战士刘本成幸存，其余82

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大胡庄也有八十二烈士！然而，数十年来，国人甚至是淮安人对大胡庄战斗

都知之甚少。

英雄为何“默默无闻”？秦九凤通过走访了解，揭开了其中鲜为人知的隐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