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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彭超群

很凑巧，见到张庆功是在今年7月7日———
抗战全面爆发78周年纪念日。

张庆功是株洲市洗煤厂离休干部，住在株
洲市河西香草苑小区。 他虽年近九旬，但脸色
红润、思维敏捷、动作麻利。

“我1926年出生的，今年89岁啦。 ”张庆功
乐呵呵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有67年党龄的老党
员，他现在是株洲市关工委成员，还常到学校
给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谈起抗战，他脸上
的笑意突然没有了：“我家里几个亲人都死在
日本人的枪下，我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打鬼
子的事，我一辈子忘不了……”

满怀悲愤去参军
张庆功祖籍山西沁源，抗战时当地属陈赓

领导的太岳军区的一部分。说起参加八路军的
经过， 他向我们讲述了不堪回首的惨痛一
幕———

1941年农历腊月十六下午， 尽管春节临
近，但日本鬼子突然前来张庆功所在的义村扫
荡。

在民兵催促下，张庆功（当时叫张庆恭）一
家7口，加上三伯母一家7口，急忙躲进离家5公
里外的深山里，在一个破旧的窑洞中度过了又
冻又饿又紧张的一夜。 第二天，鬼子和伪军又
向他家藏身的地方扑来。 在距窑洞不远处，鬼
子用机关枪一阵乱扫，吓得张庆功一岁半的小
弟弟哇哇大哭。

哭声很快引来鬼子。一家人除了当时跟民
兵上山打游击的张庆功，都落入鬼子魔掌。 看
见凶残的鬼子，母亲惊恐地抱着小弟弟缩在一
边。鬼子上前抢夺，母亲死抱着小弟弟不松手，
结果小弟弟的胳膊被残忍地拉脱臼了。

见情势险恶， 母亲赶紧对身边的大妹妹
悄声说： “带弟弟顺山坡滚下去， 快跑！” 于
是， 3个小孩抱着头从陡峭的山坡滚下山沟，
在鬼子的枪声中捡回了3条命。 鬼子和伪军恼
羞成怒， 大开杀戒， 将张庆功的母亲、 弟弟、
妹妹、 三伯母杀害， 将他父亲打成重伤 （几
天后伤重去世）。

瞬间失去5位亲人，张庆功感到天崩地陷。
作为家里剩下4兄妹中的老大， 当时才15岁的
张庆功挑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以后一年

里，4兄妹饥一顿饱一顿， 不知是怎么熬过来
的。 尽管如此，张庆功一天没有忘记为死去的
亲人报仇。

1942年3月，在弟妹们得到安置后，年仅
16岁的张庆功毅然参加八路军，成为太岳军区
独八团的一名战士。

一次难忘的战斗
参加八路军后，满怀国仇家恨的张庆功作

战格外勇敢，曾多次伏击鬼子运输队，参加过
著名的历时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也曾与鬼
子面对面拼刺刀，亲手刺死过3个日本鬼子。

1944年，张庆功当了班长，并经历了一次
难忘的战斗。 他说：“那次战斗，我们差点与鬼
子同归于尽。 ”

那是1944年农历三月十二早上。 按照连
里安排，和前几天一样，张庆功带着8个战士，
在一个叫做牧花园村的地方保护群众抢种。村
前一个土坡上， 他们端着枪， 警惕地注视着
1000米外的鬼子据点。

但这天拂晓前， 有30多个鬼子偷偷摸进
村，悄悄埋伏起来。待八路军战士上了土坡，鬼
子们突然将他们包围。

张庆功和战士们反应很快，9颗手榴弹几
乎同时飞向敌群，几个鬼子应声倒地。 趁着鬼

子趴在地上的工夫， 战士们从3米高的土坡上
跳下去。 两名战士英勇牺牲，其余很快躲进坡
下的两眼窑洞里。

战士们利用这两个相通的窑洞，与鬼子对
峙。 鬼子数次向洞口冲锋都被打退，他们想从
洞顶往下挖洞破坏，无奈土层太厚，一时也不
能得逞。

气急之下， 鬼子指挥官命令集中小钢炮、
手榴弹向窑洞攻击。顷刻间，窑洞口一片火海，
呛人的烟雾直往洞里灌。 一名战士实在忍不
住，爬向洞口想吸点空气，被炮弹击中牺牲。

时间一点点过去， 鬼子的攻势越来越猛。
这时，只剩下张庆功和另外5名战士。最后的时
刻到了，张庆功对幸存的战友坚定地说：“我们
八路军誓死不做俘虏，等鬼子靠近，我们就一
起拉响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 ”

就在这时， 洞外响起了熟悉的冲锋号
声———连长带人增援来了。 鬼子狼狈逃窜，连
尸体都来不及拉走。

看着死里逃生的6名战士走出窑洞， 连长
和战友们大笑不已。张庆功他们莫名其妙，愣了
一阵才反应过来，原来因烟火熏烤，他们个个满
面黑烟，变成了“黑人”，已分不出谁是谁了。

事后清点，窑洞前横七竖八躺着17具鬼子
的尸体。

通讯员 彭展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一枚独立自由勋章、一枚解放勋章、一
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勋章证书， 今年
88岁的抗日老战士、 巴陵石化公司离休干
部孙永和悉心珍藏着。 那一段用热血和生
命写下的抗战历史，虽然事隔70多年，他至
今谈起来仍清晰如昨。 7月中旬，记者采访
了孙永和。

13岁当上抗日“小八路”
孙永和年幼时，父亲早逝，母亲改嫁。

1940年3月，驻守孙永和家乡山东沂南县的
八路军在当地扩员招兵。 13岁的孙永和报
名参军， 成为八路军山东军政干校的一名
勤务员。

从1942年11月起， 孙永和被派往鲁中
军区卫生部第二医院当专职护理员。 孙永
和与伤病的八路军同吃同住， 精心护理他
们。 当时山东济南等地被日本鬼子占领，医
院各类物资供给困难，一些外伤用药、绑带
等基本医药用品非常稀缺。“许多护士都悄
悄地将部队发的棉被拆了， 棉花经处理后
做医用脱脂棉，被子就剪成条条做绑带。 ”
孙永和回忆说。

见证军民鱼水深情
1942年秋季， 鲁中军区和地方政府分

析日本侵略者将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
“大扫荡”， 命令医院、 兵工厂做好转移工
作。 孙永和所在的医院转移到沂蒙山区一
个只有40多家农户的小山村。 老百姓争先
恐后接收照顾重伤病员。

一天拂晓前，前来“扫荡”的日本鬼子
将村子团团围住， 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伤
病员，一无所获。 日本鬼子用机枪、刺刀对
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限定他们在5分钟内
说出伤病员的去向，否则“统统枪毙”。 危急
关头， 一位50多岁的齐姓妇女从人群中走
出，巧妙地“告诉”日本鬼子，说她知道八路
军伤病员的去向———全部被转移走了，村
里没有伤病员。

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先是将齐大娘捆
绑在树上，用马鞭抽打，后来又将她捆绑在
长凳上往嘴里灌辣椒水。 齐大娘毫不畏惧，
守口如瓶。

后来，齐大娘和乡亲们被八路军救下。
大家汇集在小山村，流着热泪相拥。 这让孙
永和深深体会到了真正的“军民鱼水情”。

体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威力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活

跃着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在华日
人反战同盟”。 作为参与帮教一名俘虏成反
战同盟“日本八路”的亲历者，孙永和至今仍
感慨“见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 ”

1945年初，八路军、地方武装在攻打被
日寇长期占领的山东蒙阴城战斗中， 取得
全面胜利。 在这次战斗中，孙永和所在军医
院接收了两名被打伤的日军俘虏： 一名军
官，一名年轻士兵。 他们分开居住，孙永和
负责护理。 经过接触，孙永和发现年轻的日
军士兵对中国人没有任何仇视表现， 他们
相互用手势交流。

有一天， 年轻的日军俘虏突然用中文
说了一句“中国人很好很好！ ”孙永和非常
吃惊，连忙询问，这才得知对方上学时曾学
过中文，并因此被强征到中国参战，被俘后
害怕受到虐待， 就隐瞒了会说中国话的事
实。

在孙永和的帮教下， 年轻日军俘虏主
动做些力所能及的杂活， 和八路军的关系
更加密切。 夜晚， 孙永和同他睡在一个病
室，并把他的情况随时向上级汇报。 上级派
反战同盟的人员及时对日军士兵进行耐心
教育，使他更加看清了日军侵华的罪恶。 年
轻日军俘虏治愈后， 在即将出院派遣到济
南之际，主动向八路军方面提出，他要做一
名抗日反战同盟的战士， 向其他日本侵略
者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 宣传抗日根
据地八路军爱护老百姓、 老百姓拥护八路
军的所见所闻。 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他离
开医院时，他很感谢孙永和对他的关心。

孙永和说， 他后来听反战同盟的同志
讲，那位“日本八路”在参与攻打新泰、泰安
等战斗中，跟随我军战士到前沿阵地向日军
喊话，现身说法，在日军士兵中引起厌战情
绪，促进了我军顺利攻城，减少了战斗伤亡。

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孙永
和，1970年从南京调入总后2348工程项目
（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前身）工作，1988年5
月从巴陵石化公司原岳化职工医院离休。

湖南抗战老兵④

牢记一段血写的历史“差点与鬼子同归于尽”
张
庆
功
（左
）与
记
者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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