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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湖南抗战老兵15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朗朗 脱冬 黄振

“前辈，您好！”8月16日上午，岳阳志愿
者、 退伍军人卢卫华来到平江县安定镇官
塘村天马组， 看望了86岁的八路军老战士
鞠文业。

鞠文业自豪地对卢卫华说：“咱们部队
从没打过败仗！”

1944年8月上旬的一天，八路军胶东军
区到山东省文登县葛家乡李家庄村招兵，
15岁的鞠文业和同村10多个小伙伴投笔从
戎。“我的家乡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 大家
都有一颗爱国的心。保家卫国，我们义不容
辞。” 鞠文业被分到了胶东军区14团2营2
连。

“军人就得冲锋陷阵。当兵第三天，我
就上了前线。 当时我所在的连110多人，
面对的是日军一个营的兵力， 人数是我
们的3倍多。日军装备种类、数量很丰富，
我们只有有限的土枪土炮。”鞠文业回忆
道，“很辛苦，装备用完，迫不得已只能就
拼刺刀。”

8岁开始跟父亲习武的鞠文业自信地
拍着胸膛：“我会武功。拼刺刀，我不怕！最

多的时候刺死4名日军。”
1944年11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企图

围剿胶东八路军。不久，在胶东长沙铺的公
路上，八路军们发现：日军的汽车队正在抢
运武器和粮食。“打仗一定要机智、灵敏。我
们首长吴克华等分析，日军围攻胶东地区，
必然要经过长沙铺。”鞠文业仿佛又回到了
当年的战场，“我们跟着排长任长伦准备在
长沙铺打一次伏击， 给敌人一点颜色看
看。”

11月25日16时， 鞠文业和战友们避开
大道， 穿着草鞋， 在崎岖的小路上急速前
进。“我们不在战场，就在上战场的路上。一
天最少走150里路，闭着眼睛也要走完。”鞠
文业说，“我们八路军从不怕苦， 只有一个
念头———保家卫国。”

26日拂晓，部队到达了预定位置，不顾
天气寒冷，埋伏在山上的草丛中，耐心等待
着。

不一会儿，远处尘土飞扬，一辆接一辆
的汽车由北向南驶来。“打仗时我们极度敏
感，子弹从哪穿过，听声音判断，一点马虎
儿都不能打！”敌人一路东打几枪，西放几
炮，进行火力侦察。鞠文业和战友们埋伏在
山上一动也不动， 静静地等敌人进入包围

圈。
日寇车队一共是14辆， 排队驶入了八

路军布好的雷区，“轰” 的一声巨响震撼了
整个山谷，“自发雷”爆炸了。紧接着，“接线
雷”也一个一个地炸响。日寇的一辆汽车被
炸翻，其他汽车受牵连起火。日军有的被炸
得血肉横飞，有的被打得哇哇大叫，有的撅
着屁股往汽车底下钻。

冲锋号响了！鞠文业和战友们像猛虎
下山，向敌人扑去。鬼子们有的被击毙，
有的成了“拼刺刀”的刀下鬼，有的当了
俘虏。此次战斗，共歼灭鬼子300余人，炸
毁汽车10余辆。“长沙铺大捷， 粉碎了日
军扫荡胶东地区的又一阴谋，但排长任长
伦牺牲了。”说到这里，鞠文业眼里饱含
热泪。

长沙铺大捷之后， 鞠文业又投入了新
的战斗。鞠文业先后3次负伤，身上留有8个
弹印，右脚7个弹印。

1954年，鞠文业转业到平江供销社，任
业务副科长；1979年调任平江县安定供销
社支部副书记。“老人心态好， 从不向政府
提任何要求。” 平江县干休所所长洪旗赞
道，“每逢端午， 他还专门给附近邻里做山
东老家的包子呢。”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晶晶 杨觉震

“同志们一条心，大家团结咯！消灭日本鬼
子，乐享快乐太平年！杀！杀！”

8月20日，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方家
屯村，抗战老兵张良法唱起当年的抗战歌曲，高
亢激昂。接下来一番讲述，让记者感到他的抗战
故事和他的歌声一样威武雄壮。

谎报年龄，瞒着家人参军
1942年春天，张良法在新晃中学读初二。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厦即倾，燕窝何

安！”一天，县里召开爱国教育动员大会，号召年
轻人投笔从戎。 县教育局官员田威慷慨激昂的
演讲，让同学们热血沸腾。

“走，参军去”、“走！打日本鬼子去”……当
天，张良法和不少同学相邀去了县里招兵处。当
时入伍年龄要求为15至25岁，张良法离满14岁
还差一个月，便谎称已18岁，得以报名，并通过
了体能测试。张良法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下面只
有一个妹妹。想到双亲不会同意自己入伍，他便
瞒着家人，偷偷去芷江参加笔试。经过外语、物
理等学科考试，张良法最终被录取。

“当时父亲看到县里放榜， 才知道我参了
军，5月份便走路去芷江找我， 但我当时已去缅
甸。”提到当年参军经历，张良法感到对不住双

亲。他说：“父亲从新晃走路到芷江，后又返回新
晃，一路挨饿，回来大病一场。母亲因为找不到
我，双眼都哭瞎了。”

英勇杀敌，差点没了性命
1942年3月，张良法入伍，随部队经贵州到

云南西双版纳整编，经层层挑选，被编入中国远
征军新一军三十八师警卫营。同年4月，随部抵
达缅甸作战。 4月的一天，张良法所在部队与驻
扎在荷马林地区的日军第18师团交战， 师部被
围，损失惨重。

说到此， 张良法左脚一跺：“我们不信打不
赢日本鬼子！”大家摩拳擦掌要雪耻，在随后20
多天的战斗中，全体官兵舍生忘死，浴血搏杀，
最终取得胜利。 张良法的左上臂也在激战中被
日军子弹击中。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同古，那次我差点没
命咯！”张良法指着右脸颊、左小腿、腰部等多处
伤痕对记者说，“我的左额骨里现在还留有日军
的弹片咧。”

1942年12月下旬， 部队从荷马林撤退，前
往同古增援。 与日军在原始森林里交战几天几
夜后， 对方增加了4倍兵力， 还投放了毒气。一
天，张良法在作战中，右小腿被日军子弹击中，
摔下10米多深的高坎。 同班战友听到他的呼救
声，立即抄小路下坎营救。张良法获救后，因腰
椎断裂，被5名战友抬到隐蔽处处理。不料，数枚
日军的枪榴弹飞来，4位战友当场牺牲， 自己和
一个芷江籍战友幸存。

“当时真的是命大，就差那么一点点。可惜
战友们长眠在了异国他乡。”张良法含着泪说。

在罗卓英指挥下， 这次作战前后持续40多
天，最终歼敌5000余人。1944年3月，张良法随
部队在密支那遇到500多名日军侦察部队，一
番激战，一举将对方歼灭。

打了几年仗，
终于让日本鬼子知道厉害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良法与战友仍

在缅甸待命。
“当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战友们都很激

动。打了几年仗，日本鬼子终于知道我们的厉害
了。”张良法激动地说。 同年8月底，收到命令，
张良法随部队飞回广州，接受日军投降。

解放战争中，张良法随部队向解放军投诚，
后回家乡教过两年书，然后一直在家务农，育有
一女。如今做家务、干农活，张良法样样行，虽然
要照顾患帕金森综合症已瘫痪近3年的老伴，但
日子过得安稳。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陈程 曾勇

抗战后期， 活跃着一支战功显赫的神
秘部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 因为它也
归陈纳德将军指挥， 且延续着此前美国志
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的作战风格，所
以也被后人称为“飞虎队”。今年90岁的陈
海梧老人， 当年就是飞虎队中一名飞机修
理机械师。

8月23日， 记者到隆回县采访了陈海
梧，听他讲述当年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施展一身“硬功夫”
陈海梧1925年出生在隆回县滩头镇石

陂村。1942年10月初中毕业后， 他参军报
国，并通过考试，成为芷江空军第二飞机修
理厂机械师训练班第6期学员。

“1944年，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五大队
进驻芷江机场，我有幸调入，成为为飞虎队
修战鹰的中国机械师。”讲起这些，陈海梧
无比自豪。

进入飞虎队后， 陈海梧和战友们每天
忙着赶修飞机、抢修跑道、保护机场，不分

白天黑夜拼命工作。
陈海梧聪明好学，刻苦钻研，练就了一

身“硬功夫”。在飞虎队，他有了充分施展才
能的天地。 一天， 一架轰炸机被拖进修理
厂，因为损伤严重，接连有5位机械师看后
直摇头，说：“报废了吧！”陈海梧却不甘心，
他仔细检查了这架轰炸机的每一个部件，
认为值得一修。 他从报废的飞机上一个一
个拆下好的部件，换到轰炸机上。几位同事
被他认真负责的态度感动， 也参与到艰巨
细致的维修工作中来， 让这架轰炸机重上
蓝天。

一来二去，“修不好找陈海梧”，成了机
械师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和美国机械师结成“铁哥们”
“不知道Faibo还健在么?”陈海梧老人

常念叨着一位美国大兵的名字。当年，在生
死考验中，他们结成了“铁哥们”。

“那时候我年纪小，不到20岁，所以美
国机械师Faibo开始瞧不起我， 老是叫我

‘Chinese� boy’（中国男孩）。” 陈海梧笑着
说。后来，陈海梧靠过硬的修理技术让这名
高傲的美国大兵刮目相看，两人成为“铁哥
们”。Faibo每天开车接送陈海梧上下班，还

经常送香烟、口香糖给他。
1945年抗战胜利后， 美国战友们要回

国了， 陈海梧和Faibo依依不舍。“临别时，
Faibo送给我很多礼物，衣服、鞋子、眼镜，
还有一台留声机！”陈海梧说。

把飞机看成“命根子”
战争是残酷的， 陈海梧见过许多战友

牺牲的场景， 特别是战友们舍身护飞机的
一幕幕壮举，至今历历在目。

1945年7月中旬，飞虎队飞行员凌耀奉
命驾机飞往汉口沿江一带， 轰炸日军运输
船只。执行任务中，凌耀的战机被日军高炮
打中。 凌耀本来可以跳伞逃生， 但他放弃
了，想护住战机，飞回机场。可是，在离机场
不足100米处， 战机迫降撞在一个土堆上，
燃起熊熊大火，凌耀壮烈牺牲。

“战友们把飞机看得比命还重。”陈海
梧饱含泪水说，“他们遇难时， 我却无能为
力救他们，真是痛彻心扉啊！”

抗战胜利后，陈海梧亲历了芷江受降。
1949年，他随部队向解放军投诚。后来，他
回到家乡隆回，从事教育工作，直到1979年
退休。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他应邀
回到芷江机场，参加了纪念飞虎队的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伍实强 颜朝阳

8月19日下午，新化县孟公镇瑞阳村细
雨沥沥，一栋山村民居里，90岁的抗战老兵
刘助早步履蹒跚，却透着一股军人的英气。
这位历经抗战洗礼的老兵， 回忆起那段气
壮山河的抗战经历。

小鬼上战场，不知汽车叫
刘助早有四兄弟，他排行老二，15岁时

国民党押壮丁四抽一， 身形瘦弱的刘助早
加入了国民党军队。他被补充到58军，拉到
现在双峰的永丰镇训练瞄准、 射击1个月，
再开拔到江西奉新县。刚补充的1个新兵团
打的第一仗就是进攻奉新县， 刘助早所在
的团打先锋。当他打到县城脚下，看到一位
中国妇女被钉在城墙上，手脚都掉了，死得
十分惨。眼前这一幕，更加激起士兵对日军
的仇恨和坚决抗战的决心。

刘助早年龄小，长得又比较瘦小，大家
都叫他“小鬼”。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听到
了日军汽车鸣笛， 刘助早搞不懂是什么怪
物在叫。他问班长，班长也不知道，班长再
问排长，排长说是汽车叫。

长沙会战，只剩20颗子弹
1942年， 刘助早所在的32团驻守湖北

通城县3个月后，调31团换防，32团休息。半
个月后，日军集结兵力，向通城进犯。这一
仗打了一天，最后打死日军2000余人。通城
守卫战后， 刘助早所在的部队又被调往当
时的江西新喻县驻守。

第二次长沙会战， 刘助早又被调到长

沙守城。刘助早还记得军长下命令：长沙城
的老百姓都到乡下去。 我方埋伏了部队在
长沙城，并在岳麓山上安了大炮，打得日军
损失惨重。第二次会战结束，刘助早随部队
又调到新喻县驻守。

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部队开到湘阴，
和日军激战了8天， 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此
时子弹差不多都打光了， 食物等给养物资
也跟不上。 班长下命令：“每个人最后留20
发子弹，不要乱打。”到了第8天，国军援军
和给养物资还没到。为了鼓舞士气，国民党
军58军的军长都上了前线， 他手下只有运
输营、工兵营、特务营可用了。

一天夜里，日军偷袭中国军队军部，杀
死了哨兵，大批鬼子跟着围了上来。营长用
轻机枪没能打退日军，又换高射机枪，才将
鬼子打退。 战斗中，58军的一个参谋长战
死。打完第三次长沙会战，刘助早和队伍又
退回新喻驻防，他前后在新喻驻扎了5年。

打死5个日军，子弹擦破头皮飞
让刘助早记忆犹新的是在井冈山下宁

冈县和日军的一次遭遇战。 当时班长在战
壕里拉开手榴弹的保险， 扔到来犯的日军
一个士兵脚下。不料，日军捡起手榴弹又朝
国军战壕扔过来，好在是战壕外爆炸，班长
只是颈部受了轻伤。 被激怒的班长端起刺
刀，和日军展开肉搏战，杀死那个日本兵。
此时，后面还有日军继续前进，猫在战壕里
的刘助早看到日本兵端着枪， 弓着身子向
战壕方向探来。决定生死的时候，在离战壕
四五十米开外，刘助早果断瞄准、射击，一
口气打死了5个日本兵。日军的子弹疯狂向
他射来， 躲在战壕里的刘助早和死神擦肩
而过，日军的子弹擦过刘助早的头顶，刘助

早光荣负伤。
记者见到了刘助早头顶上手掌大一块

深色疤痕，敬重之情更增了三分。
刘助早和战士们顽强坚守， 日军攻打

宁冈一个月也没能攻下，后又改攻永新县，
也没打下，再打吉安、赣州。没过多久，日军
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投诚复员，回乡务农一辈子
日军投降后，刘助早和部队进驻南昌，

他所在的部队后来调到安徽，再到河南，在
河南投诚。刘助早和部队投诚后，编入四野
12军团。

1950年，当了11年兵，却只有26岁的刘
助早复员回乡，到老家瑞阳村种田。他育有
4男2女，现在和儿子住在一起。

当地民政部门为刘助早落实了老兵政
策， 每年的八一和春节， 还会去看望刘助
早，并送去慰问金和物资。现在，刘助早生
活不仅能自理，作息也很有规律。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伍实强 颜朝阳

8月 20日上午， 记者来到陈天华的故
乡———新化县荣华乡， 在共田村拜访抗战老兵
张光道。今年95岁的张光道，坐在门口的铁架
椅里，为我们讲述他的抗战故事。

二次抽丁体检过关
张光道有兄弟3人，家里非常贫穷。
1943年11月，22岁的张光道第一次被抽壮

丁，抓到乡政府关了几天，再送到新化体检。由
于太瘦小，体检没通过，被送回家。而同时被抽
中的族叔张平湘体检过关，他哭着对张光道说：

“侄儿子没检上还好些，我去就是个死！”
当年12月， 张光道第二次被抽壮丁抽走。

张光道还记得军医说：身高差是差了点，要也要
得。他就这样被体检上了。张光道作为新兵在新
化搞训练，编入73军77师，再随部队开拔到宝
庆。

机智连长舍身诱敌
日军攻打洋溪之前， 张光道亲眼见到连长

被日军俘获。日军问连长“新化怎么走？”连长为
了保护新化老百姓免受铁蹄蹂躏，他灵机一动，
对日军说：“新化三面环水， 你们从哪里进去都
是个死，只有从洋溪半山走。”于是，日军就让连
长带路。

张光道回忆，为防止连长逃跑，日军用铁链
子穿过连长的锁骨，让连长走在前面带路。日军
到了洋溪的半山， 当时日军兵力几倍于中国军
队。

半山地势险要，适合围歼日军。国民党的援军
飞机很快就开到了洋溪半山上空， 飞机上的机枪
拼命向地上的日军扫射， 地上光洋大小粗的弹壳
掉了一地，地上到处都躺着被打死的日军尸体。

日军知道受骗了，疯狂地杀死了连长。

土坑救他一命
张光道当过哨兵和侦察兵，一次侦察敌情，

险些丧命。
当时，他同另外两位战友一起执行任务，摸

到靠近敌军的前沿。不料，被日军发现了。日军
立即朝他们开枪，三个人拔腿就跑，往回逃命。

他们的腿没能跑过日军的子弹， 其中一人
被日军打死。他和另一位战友见一个土坑，就躲

在土坑里一动不动， 追赶过来的日军没有发现
他们，也没有再继续寻找，就这样，张光道死里
逃生。

后来，张光道再随部队开拔到湘西，再坐火
车到了上海，一到上海就停火了。他记得又随部
队到湘潭修了一段时间的路。

回村不再出山
张光道还清楚地记得当了两年兵， 回家时

是穿着老百姓破破烂烂的衣服。从部队回家后，
发现家里父母已经去世。

他曾经的一个连长后来升到了军长， 邀请
他过去。张光道说：“我身体不行，走不得了。”从
部队回到荣华乡的共田村的张光道， 一直在老
家务农。

由于张光道年事已高，对日军投降后，他的
军旅生涯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一个小时里，张
老一直窝坐着，身子和腿保持一个姿势，只有手
有些动作。

我们为张光道的健康担心， 不敢再打扰老
人，向他握手感谢、道别。

“咱们部队从没打过败仗”

子弹擦破头皮飞
———老兵刘助早的抗战故事

“我为飞虎队修战鹰”

“我们不信打不赢日本鬼子”

机智连长舍身诱敌
———老兵张光道的抗战记忆

张良法 杨觉震 摄

张光道 通讯员 摄

刘助早 通讯员 摄

———八路军老战士鞠文业忆抗战

———抗战老兵陈海梧的芷江回忆

———老兵张良法的抗战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