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在湖南发生过数次重大战
役，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最终迫使
其宣布投降。 其中著名的三大会战是：

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是8年抗战中中日双方出动

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
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从1939
年9月战至1944年6月）的一次大会战。 长
沙会战共有4次大规模的保卫战， 前三次
会战中国军队胜利，日军共伤亡10.7万余
人，中国军队伤亡13万人。 1944年5月27
日，日军出动36万余人攻击长沙，发动第
四次长沙会战。 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当，
会战失败。1944年6月17日，长沙陷落。

常德会战
1943年太平洋战场形势发生重大

变化后，日军急于打开中国西南局面，配
合其东南亚地区其他军事行动。 当年11
月，日军以3万兵力、300余门火炮，在德
山和常德展开了一场血战。 中国守军仅
为1个师，兵力仅9000人 ，但兵亡官继 、
弹尽肉搏，宁可战死，决不投降。 期间，日
军虽曾艰难攻占了常德， 中国守军在弹
药用完之后， 与突破进来的日军进行白
刃战， 到最后甚至用手格斗。 12月4日，
第九战区薛岳援军到达战场， 先攻克德
山，后收复常德，日军占领常德不过5天，
乃于10日全线退却。

衡阳保卫战
1944年6月23日，衡阳保卫战开始，

中国军队第十军17600余人，日军5个师
团加1个独立步兵旅团，共约11万余人。
战斗历时47天， 至8月8日城陷而结束，

中国守军顽强地以疲惫之旅抗击数倍于
己的日军，苦守孤城，几乎全军覆没 ，共
毙伤日军4．8万余人。

衡阳守军和衡阳人民用鲜血和生命
谱写了一曲极其惨烈的壮歌。 毛泽东同
志亲自在延安《解放日报》起草社论 ，高
度评价“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大
公报》以“感谢衡阳守军”、“衡阳战绩永
存” 为题连续发表社论， 赞扬衡阳保卫
战。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因此授予古城
衡阳“中国抗战纪念城”的称号，并建塔
纪念。

本报记者 沙兆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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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时间如何流逝， 世事如何纷
繁， 中华民族对抗日战争的记忆永不
褪色， 中华民族捍卫和平与正义的决
心永不减退。

2014年7月7日， 首都各界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集会， 纪念
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 习近平总书
记同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老战士
焦润坤、国民党老战士林上元，以及两
名少年儿童一起， 按下启动按钮，为

“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在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投降纪

念日到来之际， 我们回访在湘抗战老
兵，触摸民族记忆，感受到血火淬炼的
民族精神熠熠生辉。

热血洒处铭记英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

在民族危难之际， 中国共产党秉持民
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
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
寇出中国。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
中华儿女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撼
天动地的抗击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这是一场让侵略者胆寒的战争。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奋起抵抗；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和抗
日武装， 使日本法西斯陷入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 每一次战斗，都是以死相
搏；每一处战场，都是血肉长城。

77年过去，硝烟散尽，沧海桑田。
当年浴血沙场的勇士如今已白发苍
苍， 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民族
和祖国作出的伟大贡献。

8月7日，省军区樟木坝干休所。 90
岁高龄的离休老干部陈秉仁， 对记者
讲起抗日杀敌的故事，仍然神采奕奕。

老人是河北香河人，19岁那年加入八
路军。当时，抗战条件很艰苦，各种武器
装备奇缺， 冀中很多次战役都是敌人
据守在城墙内， 占据非常有利的战略
地位，我军只能想办法攻城，因此伤亡
较大，陈秉仁自己就曾多次受伤，有一
次腿骨被打断了，一个人在1米深的壕
沟里，躺了1天多才被战友发现。

面对凶残之敌， 八路军战士们发
挥聪明才智，改良武器工具，最实用的
工具就是“土坦克”了。把吃饭用的方桌
翻过来，桌面朝下，安上4个木轱辘，桌
腿朝上钉上几根木条， 弄几床湿棉被
盖在木条上， 陈秉仁和战友们坐在这
样的“土坦克”里面，带上炸药，用木棍
撑着坦克向前滑行， 冒着枪林弹雨，用
炮弹炸开了一条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山， 屹立着
国民党七十三军阵亡将士的墓碑，向
人们无声倾诉着当年的硝烟弥漫；衡
阳市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下，衡
阳保卫战的英烈永垂不朽； 南岳衡山
半山腰， 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将士
的大型烈士陵园忠烈祠， 名山忠骨相
得益彰；喋血常德孤城，8000多“虎贲”
将士壮烈殉国，精神永撼世人；怀化芷
江的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
将日寇侵略暴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彰显正义的光辉。

敬业奉献发挥余热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

放， 广大抗日参战人员在各自岗位上
认真工作， 敬业奉献， 发挥着重要作
用。

在省军区五里牌干休所里， 生活
着这样一群特殊的老人。 他们是一群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红军、 老八路和
新四军老战士，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们曾历经枪林弹雨，浴血奋战。

今年94岁的王书波老人， 是河北景

县人。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抗战期间，
曾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斗
和百团大战。 作为一名从烽火岁月中走
来的老军人， 王老从湘潭军分区政委岗
位上离休后， 便以弘扬革命传统精神为
己任。 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干休所成
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协会以来， 他积极参
与， 先后担任干休所关协主席和五里牌
社区关工委副主任，同时兼任6个学校的
校外辅导员，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发挥
余热。

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 王老非常
注重言传身教。自他离休后，经常有单位
邀请他前去作报告，他也从不拒绝，但始
终坚持“三不”：“不要车接送，不要报告
单位请吃饭，不要报酬。”近10多年来，他
先后深入学校、部队、机关、街道、厂矿作
报告300余场次，场场如此，深受好评。

今年91岁的刘浚老人， 是安徽蒙
城人。1940年10月参加新四军。抗战期
间，曾随新四军4师特务团进入抗日敌
占区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并
参加了泗北游击战、 山子头事件和反

“扫荡”等战斗。
上世纪80年代， 刘老从省军区后

勤部副部长岗位离休后， 在积极参加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同时，寄情书法，悦
心言志， 表达对伟大祖国和幸福生活
的热爱。 他曾担任省老年书画家协会
副会长，他的书法作品，先后在全军部
队系统和国家级及省级单位参展不下
40余次，并多次获奖。

省委统战部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
势，集民智、聚民力，搭建包括广大抗
战老兵在内的统一战线成员服务湖南
科学发展“五大平台”，发挥抗战老兵
积极作用。 1925年出生的汨罗人彭奇
琨是黄埔19期学员，历任炮兵连长、兵
团司令部作战参谋。 新中国成立后，他
在长沙生产合作社工作， 获得过市级
先进生产者称号。 退休后，他致力于建

筑材料轻型化研究， 先后获得6项国家
专利，并将其产业化，其PQK建筑夹芯
板因优良的材料性能， 获国家金奖，并
于2009年入选“共和国六十年建设成
就邮票人物”。作为黄埔同学，他跑遍全
国， 与各地黄埔同学联络交流，88岁高
龄时还抱病赴台湾看望黄埔同学，为推
动祖国和平统一和湘台两地交流合作
作贡献。

“抢救性慈善”是与时间赛跑
新中国成立后，我省各级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关心抗日参战人员，创造条件
让他们生活好、工作好。据统计，我省目
前还幸存抗战老兵1000多人， 平均年
龄超过90岁， 各级政府近年来加大支
持力度，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居住等方面
的困难， 尽力创造安享幸福晚年的环
境。

民革湖南省委、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长沙慈善会、湘
潭市委统战部等， 积极争取民间资金对
长沙市与湘潭市抗战老兵实行救助。 据
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长沙
慈善会秘书长伍仁华介绍， 长沙慈善会
和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一起， 每年给
长沙地区172名幸存抗战老兵发放1万元
生活补助，过年过节上门慰问，安排志愿
者定期上门开展抚慰服务。 目前，救助抗
战老兵项目已在湘潭、永州、邵阳等地相
继启动，今后有望覆盖全省。

近年来，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
省委主委刘晓一直推动对抗战老兵的
救助工作。 他表示，抗战老兵数量每年
以15%至20%的速度递减，开展关爱抗
战老兵工作是“抢救性慈善”，必须与时
间赛跑。不仅要深入关爱抗战老兵及其
亲属， 还要进一步保护和修缮历史遗
迹、抗战纪念设施等，进一步整理挖掘
文字、实物资料，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和爱国主义精神。

血火淬炼民族精魂
———走近在湘抗战老兵

抗日战争在湖南的三大会战
■链接：

本报记者 周小雷

“打胜仗是最开心的事！” 8月7日， 在省军区
樟木坝干休所， 今年88岁高龄的离休老干部曹金城
回忆起当年浴血杀敌、 保家卫国的战争岁月， 依然
激情难抑。

曹金城1926年出生于安
徽界首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43年8月， 他在老乡带领下
加入了新四军， 担任新四军3
师7旅19团团首长的警卫员。

“当初我们一起参军的10多个
老乡， 后来只剩下了3个人。”
回忆起那场残酷的战争， 老
人的眼眶湿润了。

老人回忆说， 当年新四
军 的 抗 日 条 件 非 常 艰 苦 。
1944年8月， 部队参加了苏北
刘老庄的战斗， 当时交战双
方的武器装备非常悬殊， 日
军有飞机、 山炮、 机关枪，
而我军基本上只有步枪、 大
刀等装备。 战斗打响后， 我
军个个英勇顽强， 不停地冲

锋， 但伤亡很大。 曹金城跟着政委魏右铸， 带头冲
在阵地最前沿， 缴获敌人的机枪后， 魏右铸立即端
起机枪掩护战友向敌人冲锋。 这次战斗， 我军虽然
获得了胜利， 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5年8月， 日本侵略者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但驻扎在江苏淮安城的日军却高居城墙之上， 利用

重型武器负隅顽抗。 我军
在没有利炮掩护的情况
下， 挖战壕挖到了城墙边
上， 却苦于没有炸药， 还
是破不了城。 危急关头，
江南游击队运来了大量竹
子， 大家在战壕里用竹子
做成人字梯。

大量人字梯做好后，
冲锋开始了， 搭竹梯攻
城！ “我爬在最前面， 子
弹在耳边呼啸， 可那时完
全没有怕的感觉， 心中只
想要尽快爬上去。 爬上城
墙之后， 我把敌人的机关
枪抢过来， 对着敌方阵地
一顿扫射， 心里觉得特别
过瘾。”

搭竹梯攻破淮安城

1937 年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 全体中华儿女用生命
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撼天动
地的抗击外来侵略的壮丽
史诗 。 77年过去 ， 当年浴
血沙场的勇士如今已白发
苍苍 ， 但人们永远不会忘
记他们为民族和祖国作出
的伟大贡献。

2013年11月13日， “纪念常德会战
70周年公祭英烈典礼” 在常德抗日烈士
公墓举行。 祭奠活动后还开展了抗日老
兵一对一结对援助活动。 陈旭昶 摄

8月7日， 省军区樟木坝离职干部休养
所， 现年88岁的抗战老兵曹金城在讲述当
年的抗战经历。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记者 沙兆华

8月8日， 记者来到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
采访今年97岁高龄的抗战老兵王金魁，听他讲
述“打日本，救国救民”的故事。

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中国， 人民无处安身，
王金魁本来在北平一所中学读高二， 战火一来，
学校没了， 书不能再读
了， 就和一群志同道合
的青年人一起投笔从
戎。

1943年，当大半个
中国弥漫在战火硝烟
中的时候，王金魁毅然
请缨上抗战一线，被派
往河南一战区14军83
师249团， 在一营当了
副营长。

1944年豫中会战
后， 日军企图占领潼
关，为进攻西安作试探
性攻击。潼关东接河南
灵宝县，灵宝成了保护
潼关的屏障。 当时，国

民党第一、八战区的部分军队在豫西山区的陕
县、灵宝一线部署，灵宝成了决战之地。

王金魁回忆说， 上级下达命令死守灵宝，
我们的部队开拔灵宝，日夜兼程。1944年5月27
日清晨，战斗打响了，双方战壕绵延几十公里，
战火横飞，血肉模糊，日军出动了战斗机，从制
高点向我们的战壕投下炸弹，一块弹片正打中

了我的头部。
说着，王金魁摸了摸

头顶留下的那块铜钱状
的伤疤。“当时，鲜血模糊
了我的双眼，我当即晕了
过去。当我醒来时，已是
两天后， 在战地医院，战
地医生将那块弹片取出，
所幸弹片只在表层，没有
进入脑部，才保住了一条
命。”

6月11日，王金魁在
后方医院获知胜利的消
息，灵宝守住了！此战打
掉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粉碎了其企图占领古城
西安的野心。

打掉日寇嚣张气焰

抗战老兵王金魁。 李春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