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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亚平

新墙河，本是条无名小河，却因
彪炳史册的“湘北会战”而闻名中外。
1942年， 新华社评论员乔冠华发表
评论，称赞新墙河为“东方马其诺防
线”。

抗战胜利69周年到来之际，记者
随岳阳县新墙河抗战史料收集组彭
新华等6名成员， 探访了抗战遗址相
公岭。 一条1米多深的战壕甩向丛林
深处；银光闪闪的新墙河似乎在诉说
着那段悲壮的历史。

中国军队浴血杀敌
新墙河发源于平江幕阜山和临

湘龙窖山， 在岳阳县筻口汇合后，向
西流入洞庭湖。 1939年至1944年，日
寇先后4次从新墙河北岸向长沙方向
大规模进犯， 中国军队依托新墙河，
打响了“湘北会战”（即“长沙保卫
战”），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痛击日军，
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辉煌胜利。

新开镇古港村童城桥村89岁的
村民童宗球回忆，1939年9月18日，
第一次湘北会战爆发，3架敌机在新
墙河中国守军阵地上超低空飞行扫
射。 南岸守军用步枪还击，打下了一
架敌机。有个唱“莲花落” 的民间艺
人创作了一个快板传唱开来。 时隔
75年， 陈步胡老人还能唱几句：

“中国步枪出得奇， 出来步枪打飞
机。 一不是讲来二不是谣， 飞机落
在我童城桥……”

筻口镇郭家村82岁的张炳方老
人， 讲述了史恩华烈士的英雄事迹。
1939年， 史恩华率国民革命军第52
军195师1131团第3营防守草鞋岭阵
地。 他的任务是：迟滞日寇3天。

9月22日， 是史恩华部队坚守阵
地的第三天。 此时全营已伤亡过半，
虽已完成任务， 将士们仍奋勇杀敌。
师长覃异之来电叮嘱：“万不得已时，
部队后撤！ ”史恩华大声回答：“军人
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师长， 来生再
见！ ”当日黄昏，史恩华和全营500勇
士全部壮烈殉国。

采访中，很多老人说，中国军队
的生活条件很艰苦， 但是军纪严明。

“发现士兵拿了百姓一针一线， 按军
法要关禁闭，还要用竹扁担打屁股。”
记者在县文物所发现了一架楼梯，9
节，粗糙，黝黑。 杨坚介绍：“1941年，
中国军队102师驻扎杨林街，几个士
兵将老百姓的楼梯弄坏了，连长命人
从铜鼓山上砍了2根树， 连夜赶制了
这架楼梯。 ”

86岁的喻景新说：“我见过一个
中国军队的排长，真有骨气！”他回忆
道，1939年， 第一次湘北会战结束
后，鬼子在斗篷山驻扎。 有一天鬼子
清山， 捉住了一个腿部中弹的排长，
押到周刘屋场审讯。鬼子拿出笔、纸，
要排长画出新墙河南岸的军事部署。
排长不理， 鬼子用烟烫他的头皮，给
他灌凉水，在烈日下暴晒。 排长咬破
舌头， 吐了前来劝降的汉奸一脸血
水。“排长昂头挺胸，大叫‘愿死不投
降’！鬼子恼羞成怒，一刀砍下了他的
头。”喻老老泪纵横，“记得排长姓刘，
40多岁，中等个子，麻子脸。 我们都
叫他‘麻子排长’。 ”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
阴山。”喻景新读过几年私塾，送别记
者时，他以诗作别。

争分夺秒抢救抗战资料
新墙河抗战前后长达7年。 军民

同心抗战的悲壮与豪迈， 广传于民

间；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段
历史逐渐模糊，亟待抢救性
整理和保护。去年6月，岳阳
县成立了新墙河抗战文化
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下设
史料收集组和文物保护组，
采访参加过抗战的老人，收
集抗战史料和文物，让新墙
河抗战历史恢复原貌。今年
3月， 县委书记毛知兵要求
相关组织：“新墙河抗战文
化保护与利用，要争分夺秒
做好！ ”

史料收集组由11位志
愿者组成。成员彭新华是岳
阳县二中语文教师 ，2009
年，他就骑着摩托车，采访
过新墙河沿岸多位老人，搜
集抗战文化并出版了新墙河抗战题
材的小说《湘北风云》。李岳波是一位
下岗职工； 杨光是县电视台记者；米
续立是县图书馆职工。 还有何水滔、
杨坚、姚军良等，都对这段历史饱含
深情。

每逢周三和周日，史料收集组都
会沿新墙河两岸的村庄，寻访见证抗
战的老人。

目前，史料收集组已走访了全县
20个乡镇100多个村，重点采访了80
岁以上的见证老人。从老人们声泪俱
下的诉说中，新墙河畔那段沉重的历
史清晰地再现出来。

史料收集组收获颇丰。收集到抗
战期间的刺刀10把、 手榴弹两枚，子
弹箱1个，子弹壳300多枚；还发现5
座烈士墓、2处无名烈士墓葬群，6块
烈士纪念碑石和9处保存完好的抗战
战壕等遗址。

最让组员们自豪的，是他们采访
了200多位抗战老兵和见证者，完成
稿件100余篇、20余万字。

在听老人们讲述那段历史的过
程中，组员们常被宁死不屈的英烈感
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眼噙泪水一字一
句记录下老人们回忆的每一个细节。
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县长周里感慨：
“这些老人就是抗日战争的见证人。
了解他们，就是了解我们这个国家与
民族的历史；关心他们，就是对我们
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尊重。 ”

新墙河是一面“镜子”
新墙河滔滔向西流，但它流不走

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记忆。“新墙河，水
悠悠，爱也深来，恨也深……照人心
来，正人心。 ”这是民革岳阳市委副主
委陈立新创作的一首歌，道出了人们
的心声。

“很多青少年不知道新墙河发生
过的故事；很多宝贵的历史事实正在
流逝和消亡。 ”县政府办副主任侯练
兵表示要把这次采写的100多个故
事编辑成书出版，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读本， 让青少年牢牢记住这段历史，
使他们明白，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不会
挨打。

“新墙河是岳阳人民的骄傲，也
是湖南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骄傲。我
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宣传新墙河抗战，
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县长张
中于说。该县计划通过5年的努力，完
成抗战遗址遗迹的整理、修复和文物
史料的收集工作，高标准建成并启用
新墙河抗战纪念馆，与大云山“三战
三捷”摩崖石刻、新墙河抗战遗址一
起， 立体展现新墙河抗战的悲壮历
史；力争把新墙河抗战纪念项目建设
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军事教育
基地和红色旅游目的地。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龚卫国 张智勇

“烽火八年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 ”
1945年8月21日， 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飞
抵芷江， 交出百万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并
签字接受关于日本投降详细命令备忘录，芷
江从此以“胜利之城，英雄之城”而闻名中
外。

今年7月7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
的时候，芷江首次公布日本在芷江向中国投
降的原始视频资料，经媒体报道后，在全球
引起轰动，网络点击率达6亿余人次。

“日本在芷江向中国投降的原始视频资
料， 仅是我们搜集到的受降重要文物之一。
目前，馆内已有受降文物2300余件。 这些文
物，见证了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历史时刻。 ”8
月14日，在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
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向记者讲述了文物后面
的故事。

珍品孤品，见证芷江受降历史
走进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

纪念馆，一块青石碑映入眼帘，这是国家一
级文物———抗日胜利受降纪念坊坊记碑。

据讲解员宋美娇介绍， 坊记碑始建于
1946年，碑长175厘米，宽81厘米，高7厘米，
223字铭文， 是国内唯一反映日本向中国投
降的重要历史见证的坊记碑。

在馆内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吴建
宏指着桌椅说：“不要小看这些东西，都是国
家一级文物，是当年受降仪式留下的。 ”

记者仔细端详，发现这些桌椅都刻了同
一字样：“参加受降典礼纪念，民国卅四年八
月廿一日于芷江。 ”虽经半个多世纪，字迹依
然十分清晰。

“这样的桌椅板凳，我们馆内就有100多
张。 ”吴建宏告诉记者，除了受降会场所用的
桌椅外，另外还有给前来参加受降的51位将
军所用桌椅，何应钦、张发奎、顾祝同、王耀
武、汤恩伯等国民党著名将领都使用过。

据吴建宏介绍，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受降纪念馆已收集文物2300多件，其中
国家一级文物31件，二级文物36件，三级文
物135件，没有鉴定的还有2000多件。

在该馆档案室，吴建宏小心翼翼地拿出
一张泛黄的照片告诉记者，这是一张日本投
降签字典礼筹备处全体职员的合影照片，照
片上“拍摄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八
日”字样清晰可见，由当时芷江县城一家叫
爱尔特照相馆拍摄的，它反映芷江在抗日战
争胜利受降过程中的历史地位，是目前国内
唯一的一张照片。

据了解，1945年8月18日，当时的国民政
府在芷江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
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将军任主任委员。

“不再属于萧家，它属于中华民族”
吴建宏告诉记者， 搜集到这么多文物，

历经艰辛，来之不易。
受降纪念坊于1985年对外开

放， 开放的内容主要有受降纪念
坊、受降堂等遗址，介绍芷江受降
历史仅靠讲解员讲解，并无过多实
物佐证。

空口无凭，实物为证。 为了还
原历史，再现中华民族结束屈辱历
史的辉煌，芷江开始了大规模文物
征集行动。

“抗日受降纪念坊坊记碑的回
收，开启了受降文物搜集的序幕。”
吴建宏介绍，1985年， 芷江从事文
物研究的工作者江柏永、舒绍平等
人几经周折，在该县芷江镇七里桥
村一村民家中发现了这块坊记碑。
当时这户农民将其放在水缸下面，
看到这个文物，江柏永等人如获至
宝，兴奋不已，因为他们知道这块
坊记碑太珍贵了，坊记碑记载了中

华民族从苦难到奋斗，最后取得胜利的一段
辉煌历史。

“这些文物能够回来，彰显了怀化安江
纱厂职工的爱国情怀。 ”吴建宏指着受降仪
式所用的桌椅对记者说。

芷江受降，大批将领云集，桌椅不够用，
受降典礼筹备处从原安江纱厂借了一批桌
椅。 受降以后，为了对这段历史作一个纪念，
筹备处官员将部分桌椅用火印、铭文的形式
刻了字，退还给安江纱厂。

安江纱厂的员工知道这批桌椅的珍贵，
珍爱有加。 文革期间，为了怕被破坏，便将刻
了字的桌椅涂上油漆。 上个世纪中期，得知
芷江打算花钱购买这些桌椅，安江纱厂职代
会商议，一致同意无偿捐献。

作为以抗战为主题的纪念馆，由于各种
原因， 很多抗战文物流落在民间和海外，怎
么联系这些文物拥有者自愿将文物捐出，却
是一个大难题。

熟悉吴建宏的同事知道，他随身带着一
本厚厚的通讯录，上面记载着多年来与国内
外有关人员的联络地址和通讯号码。 凡来受
降纪念馆参观的老同志、与当年受降有关的
人员，他都亲自陪同讲解。 从他们那里获得
的有关信息，他一一记录在通讯录上。

有一次，吴建宏听一位参观者说，当年
受降主官萧毅肃将军的后人在美国，并有大
量的受降文物。 吴建宏便设法找到了将军后
人的联络电话，可对方开始并不理睬。 于是，
从1994年起，吴建宏每逢重要节日都给对方
发贺卡与电讯问候。

吴建宏的诚心终于感动了萧毅肃的家
人。 2003年，萧家兄妹3次来到芷江，捐赠了
受降文物400多件。 同时，还将陈纳德将军亲
手绘制并赠给萧毅肃将军的《飞虎队鹰击长
空，痛击日寇》水彩画，从美国圣地亚哥博物
馆取出，送到芷江。 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动
情地说：“这些东西不再属于萧家，它属于中
华民族。 ”

这样主动捐献文物的事例不胜枚举。 美
国侨领陈灿培博士在多次受邀到芷江考察
抗战文化资源后，把收集到的1000多件二战
美国飞虎队员文物全部捐赠该馆。

厚重抗战文化，世人景仰之地
从飞虎队队员携带的发报机、 水壶、军

衣到陈纳德将军唯一存世的画作，从中美空
军对日作战的原始地图到中国军民抗日所
用的武器……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受降纪念馆收藏的抗战文物，让前来参观的
人无不感慨这里抗战文化的厚重。

1994年5月19日， 陈纳德遗孀———陈香
梅女士来到芷江， 看到一件件飞虎队文物，
百感交集，兴致勃勃地挥毫题诗。

美国飞虎队员迪克罗西，原美国飞虎协
会的会长，2003年的11月来到芷江时穿着当
年的作战服， 看见熟悉的飞虎队原址指挥
塔，睹物思情，冒着寒冷脱下作战服，将其无
偿地捐赠给了纪念馆。

陈纳德的孙女内尔·卡洛韦， 现任美国
陈纳德纪念馆馆长。 2010年9月来到芷江，看
到飞虎队遗址文物后激动地说：“在中国抗
战的8年里， 爷爷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真
挚的友谊， 这种友谊历经血与火的洗礼，成
为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桥梁和纽带。 ”

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到芷江， 参观了受
降纪念馆说， 馆内文物丰富， 特别是飞虎
队的遗物弥足珍贵， 是中美共同抗击日本
法西斯的见证， 显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深
厚友谊。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先后3次来到芷
江，2007年来参观后欣然题词：“向八年抗战
英勇牺牲军民致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警惕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作
新贡献。 ”

据悉，纪念馆自开馆以来，有8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政要和驻华使节、武官先后来到
这里参观，成为全球华人的朝圣之地，每年
接待游客达百万人次。

“来生再见！ ”
———探访岳阳县新墙河抗战遗址

“一纸降书落芷江”
———2300余件文物见证芷江受降历史

全民御侮 永铭史册
图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全体职员合影照片。 陈灿培博士（右）于2010年在芷江飞

虎队纪念馆介绍捐赠文物情况。
图为1947年纪念抗战胜利修建的抗战胜利受降纪念坊。

1945年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
夫一行飞抵芷江，交出百万侵华日军兵
力分布图，并签字接受关于日本投降详
细命令备忘录，芷江从此以“胜利之城，
英雄之城”而闻名中外 。芷江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历经艰辛，
收集受降文物2300余件,这些文物，见
证了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历史时刻。纪念
馆自开馆以来， 成为世人景仰之地，每
年接待游客达百万人次。

1939年至1944年，日寇先后4次从
新墙河北岸向长沙方向大规模进犯，中
国军队依托新墙河，打响了“湘北会战”
（即 “长沙保卫战”）， 广大军民浴血奋
战，痛击日军，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辉煌
胜利。1942年， 新华社评论员乔冠华发
表评论，称赞新墙河为“东方马其诺防
线”。新墙河是岳阳人民的骄傲，也是湖
南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骄傲!

以上均由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