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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县老区开发促进会（以下简称“老促会”）会同县相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文化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省、市老促会开展红色资源调研普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统一思想认识、确立工作标准、强化工作举措，认真开展红色资源调研普查工作。此项工作开展以来，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工作推进较为顺利。

如东县作为全国较有影响的革命老区之一，其革命传统之厚重、精神资源之丰富，是如东人民引以为豪的。发掘这一宝贵的革命遗产，彰显蕴藉其中的深刻内涵，以告慰先烈，激励后人是
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因此，讲好红色故事既是做好红色资源调研普查成果转化利用工作一项重要创新举措，也是县老促会的一份责任与担当。为高质量完成省、市老促会下达的“两年
工程”任务，县老促会动员各镇分会组织“五老”人员、邀请红色资源中重大事件、重要节点、重大战役的亲历参与者共同挖掘历史事件，整合故事资料，利用本地红色资源编写红色经典，开辟

《扶海红色印记》专题，陆续刊出各镇区老区工作志愿者编写的红色经典，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传承红色文化，擦亮红色品牌，让红色基因融入如东人的血脉。

60年代初，我在北京延庆海字
151部队政治处负责宣传工作。

这年秋天，部队开展学习、宣
传长征精神活动。党委分工我到
住在海军大院的六连进行宣讲。

曾任海军政治学校校长 、海
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的吴西同志，
是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老革命。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
军衔。

在战争年代，我们部队王主
任，是吴将军所属部队的报务员。

王主任把吴将军住址告诉我，
并指示：通过海军总机打电话约请
吴将军来宣讲长征精神。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海司
汽车队小车排，叫来一辆轿车，到
囯家迎宾馆附近，将吴将军接到海
军大院。当他走进六连教室时，受
到80多名官兵的热烈欢迎。

吴西少将于 1934 年 10 月，随
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
经突破湘江封锁线、强度乌江、四
渡赤水、抢夺娄山关、飞夺泸定桥
等一系列恶战。红军长征胜利到
达陕北后，任红28军政治部宣传科
长、敌工科长等职。

吴将军给战士们讲红军故事，
不用讲稿，非常生动，不时被热烈
掌声打断。吴将军的讲课方式也

很特别，他不是坐在讲台上宣讲，
而是走到坐在下面的战士中间，面
对面如谈心一般，使战士们感到非
常亲切。他讲的长征途中的惊险
场景和生动战斗故事，给我们留下
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万里长征，穿越 15个省区，翻
越20多座崇山峻岭，走过30多个险
滩、草地，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共遭
遇400多场战斗，平均每3天就发生
一场遭遇战，每走300米就留下一具
红军尸体。即使如此，红军仍能平
均每天保持 25公里行军速度。所
以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
次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它成为世
界军事史上三大远征之首。

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是红军
付岀巨大英勇牺牲换来的。

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有
86000人，到达终点时不到7000人；
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10万大军，到
达终点时剩下不过3万人。

1995年，王平将军还讲过这样
一个感人故事：长征大部队已越过
草地，彭德怀突然来找他说，还有
一个营的部队没有到达，让他立即
返回去找。王平带着警卫员走到
班佑河边时，天近黄昏，玫瑰色夕
阳挂西天，远远看见几百个小红军
背靠背站在睡觉，他走过去轻轻推

那些小战士，谁知推一个倒一个，
700多名红军小战士，再也经不起
体力透支、饥寒交迫，全部牺牲在
长征路上。

长征部队进入草地后，由于环
境、气候非常恶劣，草地行军十分
艰难。更要命的是缺衣少食，许多
红军战士因此长眠在茫茫草地上。

眼看掉队、牺牲的红军战士越
来越多，朱德总司令命令部下，把
自己骑的骏马杀掉，分给通信班、
警卫班的战士做口粮，还向身边同
志发出“尝百草”号召，使大家在茫
茫草地上，寻找一些无毒、能食用
的野草、野菜，渡过饥饿难关。

长征途中，爬雪山时每人发一个
辣椒，怕冷时嚼一口。有位姓董的才
13岁的女战士怕辣，没带辣椒。爬雪
山到半山腰时，冻得瑟瑟发抖，又冷
又累，实在爬不动了，想坐下歇一会
儿。这时，她听到走在前边的队员直
喊：“同志们！千万不能坐下，一坐就
起不来啦！”小董只好忍着饥饿寒冷，
一步一步爬到山顶。她转身回头一
看，有些队员滚下雪山100多米，他
被雪光折射没站稳也跌了下去，幸亏
被下边队员挡住，身体才未受伤，站
起身继续向上爬。年青的红军战士
们，就是这样坚强地爬过一座又一座
雪山，继续向前进。

红军在翻越雪山途中，有位因
伤致残的“哑巴排长”，为了给山上
的同志们送给养，他身背 100多斤
粮食，顶风冒雪向山上爬去，可几
天不见他归队。战友们焦急地上
山寻找，在半山腰发现了“哑巴排
长”的尸体，他爬在洁白的雪上，背
后还压着沉重的粮袋，右手使劲地
向前伸出，手指深深地抠在冰雪
中，身体仍保持着向上爬的姿势，
就这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手心
里还揣着两个没来得吃的山芋。

讲到这里，吴西将军的双眼湿
润了，想起无数为国捐躯的红军战
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喝了口开水，深情地说：“同
志们，最后，再讲一个悲壮的红军
故事”：红军长征路上，遇到一次最
惨烈的战役——湘江血战。红 34
师为掩护大部队过江，在年仅28岁
的师长陈树湘率领下，与十几倍于
自己的敌人，在湘江边激战四天五
夜，最后全军覆没。因陈树湘师长
腹部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而被
俘。在押解途中，躺在担架上的陈
树湘，大胆地撕开自己肚子上的伤
口，掏出肠子将其拽断，英勇就义，
为国捐躯。“断肠英雄”的光辉事
迹，至今广为流传。（城中街道分
会供稿 撰稿人：任乃朋）

马许生，丰利坝（岔河镇龙凤
村）人。1913年出生于丰利坝老桑
庄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租种地主
几亩地谋生。马许生 9岁那年，有
幸和同村几个小伙伴在离家不远的
一所私塾开蒙读书。祖祖辈辈种田
为业、家境贫寒的父母亲对马许生
读书，没有过高的奢望：能认识自己
的名字，写写简单的字据即可。

1926年，皋东（如东）地区遇历
史上罕见的大旱。河沟干涸，庄稼
颗粒无收。但是，地主向佃户征收
租粮却丝毫不减。年底，粮价飞涨，
时下，贫民之家十有八九揭不开锅，
吃不上饭。为了生存，他们中不少
家庭不得不关门外出求乞。马许生
的父亲虽然有一身好力气，吃得苦，
耐得劳。然而，在地主家做工，也只
能自个儿糊口生活，家庭老小就难
以维计。年底，马许生告别学堂，跟
随父亲到地主家做工糊口。十三、
四岁的马许生从此跟随父亲每日黎
明而出，夜黑而归，过着牛马生活。
1938年3月，侵华日军从南通登陆，
北犯如皋城。8月1日，日本侵略军
从如皋窜至石甸、双甸、岔河，沿路
烧、杀、抢。日寇肆虐百姓的噩耗不
时传来。人们闻之，无不毛骨肃
然。成群结队、无家可归的难民扶
老携幼、颠沛流离情景，时常在人们
眼前浮动。此情此景让二十四、五
岁，正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马许
生义愤填膺：日本鬼子狗强盗，不得
好死！血债要用血来偿。不杀尽日
本鬼子，誓不罢休！从此，马许生常

与他一起的长工伙计们计议着：哪
一日，遇到日本鬼子，我们怎样去消
灭它，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保卫自
己的家乡。

1940 年，家乡来了抗日队伍
——新四军工作队。新四军工作队
在马许生家乡民众中动员农民群众
团结起来，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
者；与封建地主阶级开展经济斗争，
实行减租减息。工作队所做的一
切，也正是马许生一伙们计议想做
的，马许生十分高兴。对新四军工
作队在农村所开展的工作马许生非
常支持，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工作队
在村里组织的民兵、游击队。在马
许生的带动下，全村七八个青年小
伙子都报了名。马许生在民兵、游
击队组织里，工作积极、斗争勇敢、
办事果断，深得领导和战友们的信
赖。1941年，马许生加入中国共产
党。不久，马许生被任命为姚坞乡
民兵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游击队
中队长等职。马许生所带领的乡游
击队，十分活跃。他们经常活动在
日伪军“清乡区”，惩处汉奸和恶霸
地主，抗击日伪军的“清乡”“扫
荡”。在非清乡区，组织贫雇农跟地
主开展说理斗争，迫使地主更换土
地契约，实行“二五减租”，组织民兵
保护“二五减租”成果。

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马许
生正带领乡游击队去袭击古坝集镇
上的一个日伪军据点，捉拿汉奸伪
保长。马许生率领的游击队，刚从
坝东小渡口登上岸，走在队伍最前

头的马许生，忽听到正前方有动静：
杂乱的脚步声在黑暗的夜幕中由远
渐近。马许生急令后面人员迅疾埋
伏于大路一侧的麦田里，凝神屏
息。马许生在黑暗里仔细一看：是
一队伪军，约莫20来个。伪军从马
许生他们面前经过，到了渡口。一
个本地口音的伪军在黑暗中压低声
音喊叫船工摆渡，其他伪军就地散
开等待过河。马许生骤然想到：这
是歼敌的最好时机。于是，马许生
灵机一动，果断指挥游击队迅速分
成左右两翼，在黑暗中迅即向蹲在
渡口等摆渡过河的 20多个伪军包
抄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
人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枪声大起，
杀声震天。伪军被这突然的袭击，
弄得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
来了多少新四军、游击队，顿时乱了
套，他们胡乱地开了几枪，就是“撤，
赶快撤！快、快！”呼喊声。夜幕下
只见十多条黑影拼命地向古坝据点
方向逃窜。

马许生游击队在这场遭遇战
中，消灭伪军6个，缴获步枪7支，游
击队无一伤亡。是年10月，陶勇司
令员（新四军三纵队司令员）在苴镇
召开万人抗日动员大会上，赠给马
许生一支手枪，并亲切地称他为抗
日勇将“马‘张飞’”。从此，马许生
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更加勇猛顽
强。皋东抗日勇将“马张飞”的大名
也很快在民间流传。而盘踞在皋东
各乡镇的日伪军、汉奸等敌人对马
许生的勇猛顽强闻风丧胆，恨之入

骨。1943年 4月开始，日伪军在我
皋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运动，围
剿我抗日武装力量。盘踞在古坝集
镇的日伪军一直把马许生率领的一
支抗日游击队作为重点围剿对象。

1944年的农历九月初七日晚，
因对敌武装斗争的需要，马许生带
领 6名游击队员，从老桑庄一农户
家转移到曾是陶勇抗日队伍训练基
地——坞（倭）子港休整。由于日伪
奸细的告密，第二天凌晨，古坝据点
的日伪军两个小队，在汉奸的带领
下，到坞（倭）子港不声不响地包围
了马许生和几个游击队员休整驻
地。在游击队休整期间负责炊事工
作的杨春发，这天像往常一样，顶着
黎明前的黑暗起身为同志们做早
饭。当他端起装满草木灰的畚箕走
近田边垃圾堆，忽然觉得正前方有
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定睛一看，黑溜
溜的人影在晃动。

“有情况！”杨春发即刻大喊，向
宅子内战友们报敌情。

杨春发丢下畚箕，正转身飞奔
回屋。“叭、叭、叭！”几声枪响，杨春
发右腿中弹倒地。守卫在宅子门口
的马许生听到枪声立马跃起，看见
在30多米远的晨雾中，不少人头在
晃动。“敌人还不少。”马许生立马倚
门举枪“呯、呯、呯”几枪，撂倒冲在
前面的两个伪军，其他伪军卧倒在
地。马许生果断命令屋内的4个游
击战士破住宅后窗撤退。马许生守
在门口，顶住敌人的进攻。一群伪
军在其头目的指挥下，把游击队的

住宅团团围住。用密集子弹封住大
门。

“活捉马许生！”伪军头目声
嘶力竭地命令手下。“你爷爷等着
你！”“呯——”马许生又是挥手一
枪，一个匍匐在大门正前方断枪
瞄准的伪军随着马许生的枪响，头
一歪侧身倒地而亡。包围马许生
的伪军又向屋内一阵猛射。“马许
生你今天逃不了，还是投降吧。我
们乡里乡亲的，可为你说情，免你
一死。”为日伪军带路的汉奸也恬
不知耻的向马许生喊话。“你认贼
为父的狗汉奸，去死吧！”马许生抬
手一枪，正中狗汉奸的脑门，狗汉
奸应声倒地。就这样，马许生一人
把住大门，与敌人喊喊打打，持续
了半个多小时。这半个多小时的
战斗马许生为屋内的几个游击战
士成功脱险争取了时间。但是，马
许生的子弹也已耗尽，他的腿也受
了伤。马许生正后撤准备跨窗跳
出，不幸被破门而入的伪军一把按
住，马许生被捕。马许生和杨春发
两人被捕。杨春发因负伤重难行
走，在被押往古坝日伪军据点途
中遭杀害。敌人深知马许生在他
们心中的价值，把他押到古坝据
点。敌人迫切需要知道姚坞乡的
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队人员名

单。马许生一到据点，日伪军队
长就迫不及待地对马许生进行审
问。日伪军队长先用金钱美色、
封官许愿，诱骗马许生投降自首，
遭到马许生严厉拒绝和痛骂。敌
人又对马许生动用酷刑：用煤油
浇头点火，用铁钉钉头，用竹签戳
手指……

马许生被折磨得多少次死去活
来。刚直不阿、宁死不屈得马许生
回应敌人的就是一句话：“我是中国
共产党党员，只知道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新中
国。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今天要杀
就冲我来。”敌人的嚣张气反被马许
生坚贞不渝、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所震慑。“这种被‘赤化’了的人太可
怕了。”日伪军队长恼羞成怒，拔枪
向被五花大绑的马许生连开 6枪。
马许生就这样牺牲在日伪军审讯
室，年仅 31岁。抗日战争胜利后，
陶勇司令员得知马许生牺牲的消
息，迅速组织人员抓到 4个告密奸
细，并押回古坝姚坞村，交给人民审
判，为马许生报仇雪恨。姚坞乡人
民为永远纪念马许生和杨春发二位
烈士，将姚坞乡更名为马杨乡。将
当地于 1912年创办的桑观音堂小
学更名为马杨小学。

（岔河镇分会供稿）

1943年 5月 25日拂晓，一声清
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寂静。鬼子
来啦,鬼子来啦……，惊恐的人们边
跑边喊，互相示警。驻扎在苴镇西
十多里张家庄一带的新四军四分
区部分主力、如皋（东）县警卫团和
县政府机关人员听到枪声，发现有
备而来的日伪军部队已近在咫尺，
凭借 200 多米长的柿子园绿色屏
障，越过东边张家港，迅速转移。
使日伪军偷袭张家庄，企图消灭我
抗日主力部队和县政府机关的计
划落空。

拂晓的枪声，来自张家庄南边
的盛家港方向。25 日清晨，家住
港南的丁陈乡民兵大队长盛保林
像往常一样，一大早起来给牛洗汪
（就是把牛从汪塘中牵上来用清水
冲洗）。当他无意中抬头向北一
瞟，心中一惊，拉尿街、九关桥方

向一群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正在急
速向张家庄逼近。盛保林心知肚
明，敌人的目标是为驻在张家庄的
部队和县级机关而来，但部队岗哨
未示警，说明已遭不测，决不能让
敌人的阴谋得逞。于是，他当机立
断，毅然举起“三八式”步枪对着
日伪军就扣动了扳机。这一枪打
得非常及时，不仅打乱了敌人的部
署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更重要的
是给我方报了警。日伪军象一窝
疯狗似的顺着枪声迅速调整了扑
击方向，机枪、步枪声响成一片，
在原野上空回荡。当他们扑到盛
家港边，一条深水大港挡住了去
路，平静的河面腾起水雾，河中不
见了船只，隔河相望，人、枪匿迹，
寂静如初。日伪自知中了调虎离
山计，再返原路，战机已失。日军
南浦“快速纵队”首遒顿足捶胸气

得哇哇直叫。而此时的鸣枪人盛
保林，自已却在密集的枪林弹雨扫
射下，身中三弹倒在血泊之中，光
荣牺牲！牺牲时手中仍紧握着心
爱的“三八式”步枪。其实，从 5月
下旬始，日遒南浦就派出“快速纵
队”计划实施报复，扫荡苴镇地
区。24日白天，“快速纵队”及 100
多伪军入驻苴镇，寻找战机，与新
四军主力决战。四分区主力和县
警卫团避其锋芒，运用“麻雀战”
与敌周旋。狡猾的“快速纵队”及
伪军嗅出味道，尾随而至。盛保林
黎明的一枪，为保证四分区主力及
县警卫团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做出了巨大贡献。

盛保林，1916年 5月 3日,出生
于苴镇丁陈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41 年参加革命，历任民兵中队
长、大队长。走上革命道路后，由

于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受到新四
军一师三旅司令部奖励，荣获“三
八式”步枪一支。盛保林只身诱
敌，英勇牺牲的事迹，在苏中四分
区迅速传播。苏中四分区、如皋
(东)县委、县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
发扬他英勇献身的精神，在丁陈乡
盛家渡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时
任县长叶胥朝亲题“英勇牺牲”匾
额，以示褒扬，并将丁陈乡命名为
保林乡。新中国建立后，人们为缅
怀盛保林烈士，将建在卢家庄境内
的一所小学命名为保林小学。
1956年开挖东凌河，将横跨在东凌
河上的一座大桥命名为保林桥。
盛保林烈士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
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民族复
兴的大业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
煌业绩。
（苴镇分会供稿 撰稿人：刘书军）

袁庄镇境内曾有三所以革命烈士姓名命名的学校，它们
分别是桂林小学、达富小学和毅夫小学，随着近几年来学校
教育结构布局的调整，这三所学校都先后被撤并了，但几十
年来的办学情景，尤其是三位革命英烈的高大形象却依然深
深地植根于人民的心中，永志不忘。

桂林小学，原名中康庄小学，创办于1927年3月，首任校
长康重华，1936年发展为完全小学。1942年因反对日伪“清
乡”，坚壁清野，拆除校舍，坚持游击教学。解放战争中，时任
校长康景杜被泰东县政府表彰为对敌斗争的模范。1948年学
校迁至康庄观音堂办学，并易名“如东县桂林小学”，这是以烈
士毕桂林的名字命名的，毕桂林，又名毕云，1919年生于康庄
村，民国29年（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康庄乡第一任指
导员、区队长、连指导员、城郊武工队指导员、如皋县团一营教
导员等职。35年（1946）秋，在一次伏击战中奋勇作战，获一分
区司令部嘉奖。11月18日清晨，国民政府军队分4路奔袭石
庄区杨家埭，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毕桂林率领三连与敌激战
直至下午，完成掩护任务，最后在突围时身负重伤，率领5名战
士砸坏枪支，于敌搏斗，全部壮烈牺牲。家乡人民为缅怀烈士
毕桂林的丰功伟绩，故把康庄乡更名为桂林乡、把康庄小学易
名为“桂林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规模迅速扩
大，1958年发展到18个班级，千余名学生，成为如东县最大的
农村中心小学；1971年增设初、高中班，1987年撤去中学班，恢
复完小建制，2001年，随着教育结构布局的调整，学校被撤并。

达富小学，原名皂角树小学，创办于1935年8月，首任校
长俞属君，1948年易名达富小学，也是以烈士曹达富的名字
命名的。曹达富，又名曹贵明，生于1917年，袁庄孙庄村人，7
岁进私塾读书，10 岁时因家贫辍学务农。民国 29 年
（1940），新四军东进时参加革命，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民兵分队长、乡农抗会主任、连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在

“二五”减租运动中，他严词拒绝一个地主分子的贿赂，及时
揭露地主的阴谋。在抗日反“清乡”斗争中，他带领民兵神
出鬼没地打击敌人。1936年 1月 31日早晨，大批国民党军
队向县警卫团两个连及县、区政府机关驻地吴家埝一带包
抄过来。曹达富率领全连战士英勇阻击，掩护县、区机关转
移。在撤退时，敌方一发炮弹在曹达富身边爆炸，不幸中
弹、壮烈牺牲，年仅 30岁，家乡人民为了怀念他，把烈士生
前的徐曹乡更名为达富乡、把家乡的皂角树小学易名为达富
小学。1952年达富小学发展为完全小学，上世纪 70年代曾
戴过初中帽子，1997年学校异地搬迁，并在校园中央塑曹达
富雕像一座，以此作为镇区中小学生传统教育基地。2006年
因教育布局调整，学校被撤并，现为镇敬老院。

毅夫小学，又名新民小学，创建于1936年，校址袁庄蔡家庄。建校时开设
两个复式班，有学生八十余人，首任校长薛家盘。1943年，因日伪军清乡扫
荡，学校被迫解散，校舍全被拆除。1947年，又重新办起了新的学校，并易名

“毅夫小学”，同样是以烈士陈毅夫的名字命名的。陈毅夫生于1912年，广东
省文昌县人。民国25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半工半读，后考入上海法政大
学，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7月，受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派遣，到苏中区党
委保安处工作，11月，调任中共如皋（东）县委社会部部长兼县政府保安科科
长，33年，任中共城东区、掘东区区委书记；34年，调任如东县公安局局长、县
委社会部部长。35年8月，苏中战役正处于决战阶段，陈毅夫调任如东县警
卫团政治处主任。10月中旬，国民党军从如皋进攻如东，县警卫团接到阻击
任务，他正患疟疾，他不顾劝说赶赴前线。10月25日，他带领部队挺进到丁
堰镇北边的九条巷，亲临前线观察地形，不幸中敌冷枪，为国捐躯。为纪念烈
士，人民把他牺牲的地方命名毅夫乡、把小学易名毅夫小学。新中国成立后，
1956年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有学生252人，教师8人，校长薛汉。1999年荣
获“南通市模范学校”、”市十佳校园”的称号、校长冯明芳因此而获得“全心全
意依靠教职工办学的优秀校长”称号；进入21世纪后，毅夫小学办学水平不断
提升，多次获得市县奖励。2015年7月因生源不足被撤并到袁庄小学。

以烈士名命名的三所学校虽然随着教育结构布局的不断调整都被
撤并了，人们对几十年来学校的办学情况亦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
渐淡忘，但家乡百姓对为国捐躯的三位英烈的缅怀、景仰与崇敬之情定
会与日俱增。 （袁庄镇分会供稿 撰稿人：薛雨泉）

抗日勇将马“张飞”
——忆抗日烈士马许生英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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