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8月9日，衡阳市城区，“抗战纪念城”碑耸立在岳屏山。1944年6月，日军进攻衡阳，中国守军第10军以17000余人抵抗10万日军进攻，苦战47天，给敌以
沉重打击，写下了抗战史上悲壮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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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衡阳街市一派繁华， 成为大后
方仅次于重庆、 昆明的三大工商业城市
和金融中心，被冠以“小上海”的美称。

然而， 日寇1944年进犯衡阳之后，
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小上海”迅速化为
泡影。8月8日衡阳失陷之后，日军继续向
零陵、邵阳等湘南、湘西南地区进犯。至
此，全省78个县市的50余县市沦入日军
铁蹄之下。

千年古城衡阳虽然成为一片废墟，但
中国军队和衡阳人民作出的牺牲和付出
的代价， 却获得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
誉。 毛泽东在1944年8月12日的《解放日
报》社论中，高度赞扬“坚守衡阳的守军是
英勇的， 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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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日寇在衡阳的种种暴行， 中共
衡阳地方组织继续发动和领导民众，建
立抗日游击武装，坚持抗战。各县游击队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至数千人，小至十
几人，各种抗日队伍，陷敌于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之中。

到1945年9月日寇投降，长衡地区日
军全部解除武装， 衡阳人民迎来了抗日
的最后胜利。然而，衡阳城区却已是面目
全非，满目疮痍，全城仅存100多栋完整
的房子，到处是断壁残垣。

如今，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新生的衡
阳城高楼林立、鸟语花香，正在朝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迈进。 走进衡阳市岳屏公
园内的岳屏山， 在这个当年殊死搏斗的
战场遗址上， 至今高高耸立着1948年落
成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翠柏环
绕，青松簇拥，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在南岳衡山的香炉峰下，素有“小中
山陵”之称的南岳忠烈祠坐北朝南、依山
而建、庄严肃穆。作为我国大陆唯一的纪
念抗日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 忠烈祠祠
堂周围的山上修建了19座大型烈士陵
墓， 安葬着国民党第九战区抗日阵亡的
近万名将士遗骸。

衡阳抗战纪念城和南岳忠烈祠，如
今已名列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
址名录。名山埋忠骨，保存着衡阳人民对
无数抗战英烈们不能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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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青砖，位于衡阳市郊的陆家新
屋姿态安详，面朝湖水而立。

熟悉的人都知道，它的南向马头墙面
至今仍保留数十处当年留下的弹痕，其中
右厢房马头墙上留下的一个最大的弹洞
直径达1米左右。

这座清代光绪年间建造的陆家新屋，
如今被改造成了衡阳保卫战纪念馆。她以
“累累伤痕”，和一件件抗战史实、实物，无
言地讲述着71年前那场惨烈的战役，重现
了当年衡阳军民英勇抗击日寇的壮举。

衡阳是豫湘桂大会战第二阶段长衡
会战的主战场。著名的衡阳保卫战即发生
于1944年5月至8月。

史料记载，1944年5月27日， 日军第
11军司令横山勇指挥7个师团11余万兵
力，分“三路两线”大举南侵。 在日军的猛
烈攻击下，长沙、株洲、湘潭相继沦陷。 6月
20日，日军进抵衡阳，至28日，完成对衡阳
的四面包围。

衡阳是湘南重镇， 为湘桂铁路的起

点，且建有能起飞直达日本本土的美国轰
炸机空军基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而此时的衡阳守军，正是方先觉率领
的国民党第10军，号称“泰山军”，17600
余人枕戈待旦。方先觉将重兵部署在湘江
两岸，以图伺机夹击日军。

6月22日，8年抗战中一场作战时间最
长、敌我双方官兵伤亡最大的城池争夺战
拉开了大幕。 日军先后出动了4个半师团
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等强大火力的掩护
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守军的阵地攻击。 守
卫衡阳城的中国爱国官兵，以高昂的斗志
和顽强的精神， 在留城百姓的支援下，与
来犯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日军每进一
步都付出了惨烈代价。

张家山是衡阳保卫战中最为惨烈的战
场之一。 6月28日至7月14日，第10军预备第
10师葛先才所部第30团奉命防守张家山。
17天的战斗中，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
向张家山阵地猛攻不下百次， 却留下了
3000多具尸体。

战斗中， 陆家新屋被一小股日军占
据，成为休憩点。 中国援军发现了日军这
一据点后，双方展开了激烈交火，至今仍
清晰可见弹痕、弹洞。

血战中， 日军的兵力前后补充了3次，
在城郊的阵地争夺战中， 日军就伤亡数万
人，包括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参谋
长原田贞三郎大佐残废和旅团长志摩源吉
少将阵亡，才得以逼近市区。 守卫衡阳的中
国军队不但没有人临阵脱逃，而且“轻伤官
兵痊愈者，或未愈而不妨碍行动者，皆自动
归队，参加战斗行列再战者，在千人以上。 ”

至8月8日城陷， 中国守军顽强地以疲
惫之师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苦守孤城，以
战死7400人的代价， 共毙伤日军4.8万余
人， 创造了抗日正面战场敌我损失比例的
最大值。

“无计可施的敌人先出动飞机狂轰滥
炸，然后又投掷毒气弹、燃烧弹。 而衡阳守
军孤苦无援、弹尽粮绝，却依然苦守孤城，
何其悲壮。 ”研究过衡阳保卫战的史志专
家曾瀛洲说起这段历史慷慨激昂。 他介
绍，此次战役的激烈程度，可以用最惨烈
来形容，它是中国抗战史上以寡敌众的最
典型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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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8年，随着武汉失守、长沙
大火，衡阳云集了四面八方而来的党政
军机关，以及一些新闻、文化、艺术界名
流。 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力行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团结御辱、共赴
国难。

磨镜台，位于南岳掷钵峰下，峰峦
耸立，古木参天。 它见证了国共第二次
合作。在蒋介石夫妇当时居住的磨镜台
何键别墅内，记者参观了南岳军事会议
和南岳游干班的史迹。

1938年11月， 蒋介石在何键别墅
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预备会。在这
次预备会上，周恩来阐述了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
略思想，着重就国共两党合作举办南岳
游击干部班的具体事宜提出了相关建
议。

随后，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白龙
潭附近的南岳圣经学校召开，国共两党
要员纵论时局、未雨绸缪，树立起了由
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转折的
历史里程碑，并正式决定国共两党合作
共同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就是这个决定，让国共第二次合作
翻开新的一页。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蒋介石兼
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
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班址
就设在南岳圣经学校。南岳游干班的教
育训练实行精神、政治、军事并重。国共
两党教官共同配合、共同协作，中共教
官主要负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
战的政治工作这两门课程的教学和训
练。

在南岳，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
人，大力宣传贯彻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毛
泽东的“持久战”、“游击战”战略思想，
团结和发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引起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
共鸣。

在何键别墅二楼，仍保存着当年周
恩来、叶剑英在南岳、衡阳等地宣传中
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老照片。在

一张照片里，赫然印着“上马杀贼，下马
学佛”几个字，引起了记者的极大兴趣。

南岳区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刘向阳
介绍，这是周恩来在接触广大爱国人士
时，在祝圣寺爱国名僧暮笳和尚的纪念
册上留下的题词，给当时南岳佛教界以
极大的鼓舞，使法天佛门也燃起了抗日
救国的烈火。 不久，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成立大会上，叶剑英发表“普度众生，要
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说，促使衡山
佛道两家携手，更广泛地团结了宗教界
爱国人士。

当时，作为佛学教师之一的明真法
师曾这样给僧人们解释：“题词所写的
是‘杀贼’而不是‘杀人’，现在一伙日本
恶贼在大批杀人，只有把杀人的恶贼杀
掉，才可以救出大批的人，这就是救苦
救难普度众生。 出家人只出家，没出国，
出家人同样要爱国。 所以抗战就是杀
贼，杀贼就是爱国。 ”顿时，大家心眼明
亮，意志弥坚。 此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组织的两个团队分赴各地开展抗日救
亡运动，被人们亲切称为“和尚兵”。

与此同时， 中共在衡阳还影响或
控制了 《大刚报》、 《力报》、 《开明日
报》， 并自办书店， 组织救亡演出， 积
极开展抗日宣传。 一时间， 衡阳各界
团结抗日盛况空前。

衡阳保卫战打响前后， 在中共衡
阳地方组织的广泛动员下， 衡阳人民
万众一心， 同仇敌忾， 誓死保卫衡阳，
与守军一道， 积极投身到保卫战。 广
大民众积极参加支援抗战， 打击日寇
的活动， 或破坏道路， 或毁掉桥梁， 或
切断日军进攻路线。 抗敌后援会和市
政府、 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 征
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木料120余
万根， 配合奉命“死守衡阳” 的第10
军， 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 对
打击日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记载， 为支援保卫战， 衡阳民
众牺牲了3147人， 大多数都是在战斗
打响后为运送粮弹医药、 救护伤员而葬
身枪林弹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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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魂立衡岳， 烈义壮乾坤。
衡阳， 不愧为屹立于中华大地的一座抗战

名城。 团结抗日、 共同御辱， 国共第二次合作
绽放出胜利果实， 全民抗战在这里写下注脚。
这光芒， 得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和不断发展， 得益于团结一致对外。

历史证明， 团结铸就丰碑。 凝聚力量方能
共谋发展 ,同心同德才能成就伟业。 当历史的
车轮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 衡阳这
座古老的城市， 也闪耀着新时代的光彩。 生长
在新时代的我们， 更应该广泛凝聚一切可以集
聚的力量， 同心同德，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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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岳忠烈祠内的七七纪念碑， 由五个炮弹状的尖碑组成，
象征着全国汉满蒙回藏各族全民团结抗战。

本版照片均由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衡阳保卫战是整个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
的孤城保卫战， 衡阳军民浴血奋战、 坚守孤城
47天， 用血肉筑起一道钢铁屏障。

此战打破了日军妄图7天打通 “西南大陆
交通线” 的美梦， 为抗战的全面胜利起到了特
别的积极作用， 直接导致了日本东条英机军人
政府倒台。 衡阳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唯一命
名的 “中国抗战纪念城”， 并建塔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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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上山打掳，
距我仅六七米远

南岳抗战史志专家 曾瀛洲

日本鬼子进攻我们南岳的时候， 我还只有
五六岁。 我亲眼看到过日本鬼子， 至今记忆犹
新。

最开始的时候， 听说日本鬼子来打南岳
了， 大家都被吓得不得了。 我母亲、 我奶奶，
赶紧带着我爬到山上去， 躲在深山老林里面。

南岳是1944年6月25日沦陷的。 沦陷后，
日本人烧杀掳掠， 无所不为。 冈村宁次进驻南
岳圣经学校， 还为了攻打桂林、 柳州， 把作战
指挥部从汉口迁到了南岳圣经学校。

1944年9月左右， 有一次日本鬼子上山打
掳 （意为烧杀掳掠）， 我们就躲在一户农民的牛
栏里面。 看到鬼子上山了， 我奶奶赶紧带我走，
逃到山上去。 山上树木很茂密， 我们就匍匐在
牛栏外边的树林里面。 边上有条小路， 离我们
躲藏的地方很近， 我看着一队日本鬼子穿着马
靴， 估计有一个班的人数， 路过那个地方。 当
时离鬼子的距离只有六七米远， 我们就匍匐在
路下边的地上、 胆战心惊， 这要是被发现了可
怎么办。 幸好鬼子并没有发现我们， 他们走过
去后， 我们就赶紧下山回了家。

后来了解到， 离我们躲藏的地方不远处有
个弥陀寺， 里面住着游击队， 日本鬼子就是来
找游击队的。 不过， 鬼子们扑了个空。 我有个
三太公， 当时有七八十岁了， 身体不好， 走不
了山路。 鬼子来的时候， 我们要带他躲起来，
他说： “反正我年纪这么大了， 死就死了算
了”。 后来， 他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 被丢在
了水塘里。

虽然我年纪小， 但这些事我一直都记得。
后来， 我回忆起日本人在南岳烧杀掳掠的残酷
暴行， 就萌发深入探索发掘南岳抗战历史文化
的念头。 经过大量搜集和研究后， 我最终写出
了 《抗战中的南岳》 这本书。 我虽然走在历史
的伤痕里， 却充满了希望。 因为， 回眸过去，
正是为了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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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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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衡岳，历来
忠魂永驻， 英气长
存。

70多年前，一
段抵御外侮、 抗击
日寇的悲壮历史，
在这里留下永恒的
纪念， 为衡岳大地
铺下义胆忠魂的英
雄底色。

2015年 8月，
我们走进这片神圣
的热土， 触摸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