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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钩沉

70年代，我在北京延庆海字151部政治处宣传股当兵。按部队安排，
于 1972年 6月回如东休探亲假。那个年代，从延庆回趟家真不容易。部
队用吉普车或三轮偏斗摩托车送我到康庒乘火车，经八达岭到北京站才
能买到至上海的火车票。火车开到江苏浦口站，还要登上一艘长长的渡
轮开到长江南岸，在南京站下、上客后才能直达上海。再到十六浦码头买
至南通港的江轮船票。

但是，一到上海，真有点晕头转向，生怕走错路。等开船有点空余时
间，只能从外白渡桥至 16浦码头，沿着江边遛哒遛达，看看黄浦江景色。
心想，在上海如有个亲戚家歇歇脚那该多好呀？

这天夜里 11时才登上江轮，第二天抵达南通已近中午。我提着行
李，来到离船码头不远的四海饭店吃午饭。进门一看，人不多，大部分桌
子空着，第二张桌边一位穿黄色旧军装的小伙子站起身说：“来，解放军同
志，坐在一起吃热闹！”我正看贴在墙上的菜谱，他又建议说：“我点了一盘
清蒸眉豆鱼、一盘卷心菜烧粉丝、一碗西红柿榨菜鸡蛋汤，觉得挺好的。”
我说：“谢谢！你点的菜，正合我意！我也点一份，”一边说一边叫服务员
送来两瓶“大富豪”啤酒，拿了一瓶放在他面前，他连忙摆摆手：“谢谢，不
会喝。”

这个小伙子很健谈，我边吃边喝边听他拉起了家常：我叫黄德富，老
家浙江黄岩人。1956年底应征入伍，在南京军区0099部队当枪炮修理兵
至 1960年服役期满退伍，由部队直接转业到上海高桥化工厂，先后任机
器设备修理员、管理员、采购员等，现在家住黄浦区复兴东路349弄21号，
离城隍廟和小东门很近……

我喝光啤酒，饭吃一半，要赶紧去长途汽车站买票回掘港，于是抢过
话头说：“你与我几乎同年同月同日生，你比我大19天，我该叫你大哥！这
次回如东休探亲假，时间30天……”我话没说完，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
笔记本，让我把老家地址、部队住址和总机号码写在上头；又撕下一页纸，
把他家地址、传呼公用电话号码及单位总机号码写得清清楚楚递给我说：

“咱俩都当过兵，是战友，从今以后是朋友。你这次休假结束前，提前一周
打电话，我帮你买上海至北京的火车臥铺票，顺便认识一下我的家门。”

时间过得真快，一月假期一晃而过。我提前挂长途请他买到一张至
北京的14次特快下铺火车票。

我提前一天，带了点梳子蟹，蚊蛤、昌扁鱼等海鲜，来到黄德富家。一
进门，他的夫人和岳父母，象见到亲人一样，热情欢迎我的到来。

他住两间小房，面积不大，连同约一米高的小角楼，一共只有38平方
米。我想上街找旅社，他们全家人说什么也不让我走，非叫住在他家角楼
上过夜。

一间卧室外头有个小客厅，一张八仙桌，一张两用三人沙发，白天坐
人，晚上拉开当床睡觉。东墙边竖放一个约两米高脚梯子，上走几步，就
登上角楼睡觉。

我躺在角楼上，怎么也难以入睡。睡在楼下的老黄，听我翻来复去的
动静，问长向短，又拉起了家常。使我对他的人生经历，有了进一步了解。

解放前，他家里很贫穷，靠租种地主土地和打短工为生。生活艰苦，
吃了上顿没下顿。解放后翻了身，分得地主土地，才过上了幸福生活。

他1956年应征入伍，在南京军区炮兵部队担任枪炮修理员。因工作
积极、不怕苦累，园满完成战备值勤任务，年年当标兵，多次受嘉奖，并荣
立三等功。1957年秋天，应家乡浙江省黄岩县人民政府邀请，作为军人代
表，岀席全县军人和军烈属代表大会，受到表彰。

1960年 3月服役期满，转业到上海高桥化工厂，担任二车间保全组
长，1970年，调任机修车间设备管理员及机械设备物资采购员等工作。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他陪我逛了南京路、大世界和城隍廟等景点。晚
上，他帮我拿着行李，送我到上海火车站北站，买了一张站台票，把我送到
卧铺车上。直到开车的汽笛声响起，他才急忙下车，站在站台上，频频挥
手，欢送我离开了上海。

从此之后，我连续四年回家探亲，途经上海时，每次都在这位朋友家
里吃住一两天。进了他家门，就有回到自己家的感觉。

他中等个头，瘦瘦的身体，精力旺盛。虽不会骑摩托车、电瓶车和自
行车，但走路很快，我在他身后跟着走，怎么也跟不上趟，老是掉队。他天
天上班，还要照顾家庭，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挺辛苦的，似乎有股用不完的
劲。他是上门女婿，婚后无房，与岳父母一起居住。妻子和岳父母为人忠
厚善良，一家人和睦相处，生活幸福美满。他每天4点半起床，从16铺市
场买回蔬菜，再返回江边坐渡轮到浦东坐公交车到高桥镇上班，来回耗时
4个多小时，晚上六点多才能回到家。

多年来，我从上海至南通的长江轮船票和返回北京的火车票，都是这
位朋友帮助代买。事实验证一句话：“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绿对面不相
识。”与黄德富绿分的基础，因为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人。

解放军部队是一座大熔炉，所有当兵的人，不管是什么军兵种，不管
当兵时间长短，不管级別高低，都被熔炼成一个个巨大的“同心圆”，从这
个“同心圆”里转业或退伍回到地方的人，有一种特殊的军人情缘，容易产
生曾似见过面、相识恨晚之情感。

上海黄德富，与我从素不相识到相识、相处多年以后，不是亲人胜似
亲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他们家从年迈老人至少年儿童，对我有个一
样的称呼：“老任同志。”

70年代末，我转业回到如东工作后，与上海朋友黄德富，仍保持着亲
密的关系，互相之间，常来常往。我的儿子结婚和两个女儿出嫁，分别去
上海购买金银首饰、床上用品等，每次都是去找黄德富，吃住在他家。亲
戚朋友与我一起到上海办事或旅游，也都在他家吃住，同样热情接待和招
待。我的亲戚朋友赞美说：老任上海有位好朋友，胜似拥有“半个家”。

1996年10月，我过60岁生日，他全家九人，带着丰盛的生日礼品，亲
临如东县城掘港为我庆寿。

2000年初秋，他与两个女儿女婿一起，开自家车来掘港看望我，在碧
霞如东大饭店宾馆，开了一个二人标准间，我俩同住一间房，谈心拉家常
至深夜难以入睡。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俩每天保持微信联系，互致问候。
近日，我与上海老朋友黄德富有个约定：等待新冠疫情彻底结束后，

我俩进行一次互访。他来如东，我请他吃海鲜、陪他下海跳沙滩“迪士科”
踩蚊蛤；我去上海，他陪我去浙江横店参观游览按照1900年8月14日，被
八囯联军抢光烧光的北京园明园原图重建的新园明园。

在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爭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爭胜利 70周年的日子
里，我们几次访问参加过抗日战爭和
解放战爭的离休老干部顾明。顾明
听我们说明来意后，热情接待我们。
他在战爭年代失去右腿，拄着拐杖行
走，虽年届米寿（八十八岁），但精神矍
铄，记忆力强，聊起抗战的风雨历程、
斗爭故事，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声若
洪钟，我们为之动容。顾老抗战期间
一直工作、战斗在掘南、马南一带，他
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把我们带进
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抗战岁月。

抗日烽火炽燃的地区
1938年 3月，南通城沦陷后，日

军铁蹄数次踐踏皋东地区，飞机也几
次轰炸掘港。1940年 10月底，新四
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
挥师东进通、如、海、启地区，开辟苏
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各级中共组
织、抗日民主政权、抗日群众团体、抗
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
火如荼地开展抗日斗爭。1941年 8
月 13日，日军南浦旅团及伪军 5000
余人对苏中地区大“扫荡”，占领如皋
（东）县掘港、马塘、岔河、双甸、栟茶、
丰利等集镇，修筑公路，设立据点，封
锁、分割抗日根据地。中共如皋（东）
县委领导全县军民全面开展反“扫
荡”斗爭。为了摧毁中共组织、抗日
民主政权，日、伪军从1943年4月起，
对苏中四分区实施残酷的“清乡”，沿

“清乡”区边缘构筑竹篱笆封锁线100
多公里，调集兵力 1.5万人左右。如
皋（东）县内，从丁堰向东经双甸、岔
河、马塘、掘港、南坎，直到黄海之滨
的鲍家坝，沿着公路和河道，构筑竹
篱笆封锁线 50多公里，竹篱笆两旁
的高秆农作物全被砍光。县内串场
河以南的汤园区、掘马南区（1943年
初由掘南区和马南区合并）、掘东区
就被划在“清乡”区内。

抗日老战士顾明说，掘马南区的
反“清乡”斗争非常尖锐残酷。这里
分布着碧霞、盐垣、余荡、芳泉、银杏、
童甸、洋岸、新生、华丰、上漫、下漫、
堤南、曹埠、孙窑、三河诸乡、镇，东西
长 20余公里，南北宽 10公里，在 2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及其周围，敌人
盘踞着掘港、虹桥、环镇、七里镇、马
塘、孙窑、曹埠、周家店、童甸、莫家
园、蔡家园、二窎、北兴桥、兵房、大
豫、南坎、七总等十几个梅花桩式的
据点，鬼子、二黄、黒老鸦（当时群众
分别对日军、伪军、伪警的鄙称）及特
工、“清乡”人员共三四千人，经常多
路出动“扫荡”“清剿”，采取梳篦拉
网、分进合击战术，给抗日民主政权
和人民武装力量的生存造成极大的
困难。

日、伪军精心策划的“清乡”是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综合行
动。继大规模军事“清剿”之后，接着
进行政治“清乡”，编查保甲，即以户
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
十甲为保，设保长，并规定联保连坐，

各户互相监视，一户“犯法”，十户同
罪。妄图以此限制、消灭抗日军民的
活动，达到全面伪化的目的。掘马南
区各级党组织发动广大军民开展反
伪化斗争。当敌人下乡编查保甲时，
民兵四处埋伏进行“麻雀战”，打保甲
指导员，群众乘机一哄而散。有个保
甲指导员被打死后，不少编查保甲人
员吓得不敢下乡，只好在据点内闭门
造车，应付差事。有时保甲指导员下
乡编查保甲，青壮年都跑光，家中小
孩哭闹不休，老人装聋作哑，故意拖
延时间，敌人害怕久留乡间会遭到抗
日武装的袭击，便慌忙缩回据点。

1943年 9月，在编查保甲受挫的
情况下，日、伪军出动大批人马“扫
荡”，大肆杀害干部、民兵及其家属，
妄图迫使抗日军民就范。全区抗日
军民同仇敌忾，针锋相对进行斗争，
敌人编查保甲始终难以顺利推进。
11月，伪军在洋岸乡抓到无辜百姓
13人，其中有洋岸乡乡长黄仁刚的父
亲。伪乡长以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
立即传信逼迫黄仁刚编造户口册，以
此作为交换人质的条件。黄仁刚大
义凛然地声称：情愿冒不孝之名，决
不愿让全乡民众遭殃！充分彰显了
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

在日伪军的高压下，据点附近地
区编查保甲一时得逞。区委立即采
取对策，给伪乡、保长发出警告，要他
们不要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命，给自
己留一条后路；布置“两面派”乡、保
长暗中将户口册交给游击队烧掉，然
后谎报军情，说是户口册被游击队抢
走。1944年 2月初一天夜里，区委组
织银杏、洋岸等 3乡 48名基干民兵，
迅速将余荡乡 21个保刚制好的保甲
门牌全部毁掉，给敌人的伪化阴谋以
沉重打击。

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阴谋，
日、伪摊派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有

“给养捐”“制服捐”“被单捐”“枪械
捐”“炮楼捐”“乡保开办费”“自卫费”

“门牌费”等不下 20种，民众不堪承
受。还有一种名为借实为勒索的“指
借捐”，交多交少没商量。田赋更是
年年加码，成倍上升，农民生活雪上
加霜。敌人还在“扫荡”时疯狂抢掠
粮食、棉花、衣服及猪、羊、牛、鸡、鸭
等，很多人家被洗劫一空，倾家荡
产。区、乡党组织发动区队、民兵和
群众，开展反伪捐、反抢掠斗争，把经
济上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如在
敌人下乡抢劫前，搞好坚壁清野，把
猪赶到麦田、玉米田，把粮食装进缸
里埋在地下；在庄稼成熟季节，区、乡
地方武装挺进到边缘地区，一面监视
敌人，阻击抢粮之敌，一面协助农民
快收、快打、快晒、快藏。

穷凶极恶的敌人在掘马南区无
恶不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们
抓到中共党员、干部和民兵，严行拷
打，手段毒辣，令人发指，除常用“灌
肚肺”“坐老虎凳”“上夹棍”“电刑”等
刑罚外，还挖空心思地采用“呛虾儿”

“捣蟹渣”（一个敌人用刺刀将我同胞
刺倒后，多个敌人再用刺刀乱戳）“军
犬舞”“剥皮抽筋”等酷刑。驻莫家园
的日军把我同胞抓去后，用烧红的鱼
叉戳其手臂。掘港镇某茶食店一个
学徒被抓后，日军放出军犬将他撕咬
而死，竟称之为“军犬舞”，以此取
乐。马塘附近一个姓郑的同胞被抓
后，日军将烧红的铜板烙在他胸前、
后背，顿时吱吱作响，皮肉上出现圆
形烙印，被叫作“煎油饼”。接着将他
戳死。曹埠据点的日军小队长朴田
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遭他残杀
的同胞有五六十人。他常将被捕的
抗日军民绑于矮木桩上，只穿一条短
裤，暴晒于烈日下。接着逼他们自掘
土坑，挑水倒进土坑，打成泥浆，然后
将其栽进泥浆，窒息而死，被称为“呛
虾儿”。这个暴徒却在一旁狂笑，残
忍至极，真正禽兽不如！

全区干部、民兵和群众，同气焰
嚣张的日、伪势力进行毫不妥协的搏
斗。顾老向我们讲述了顾金山毁家
明志的故事：1944年 2月，三乡联防
大队长顾金山逮住一个刺探我方情
报的汉奸。伪乡长为救这个汉奸，抓
走顾金山的祖母，提出以她交换那个
汉奸，否则就要处死她，并烧掉顾家
房子。抗日意志坚定如钢的顾金山，
不仅处决了那个汉奸，还主动烧毁自
家房屋，同时请顾明写信给伪乡长，
义正词严地警告他：“汉奸罪大恶极，
应该严惩，我已把自家房子烧掉了，
如果你们胆敢伤害我的祖母，我将给
你们以十倍百倍的惩罚。”伪乡长见
信吓破了胆，第二天就派人送回他的
祖母。

抗日英雄辈出的热土
掘马南区涌现出很多抗日英

雄。白桐本是其中的典型人物，是群
众最景仰的抗日英雄。年青时做过
白桐本通讯员的顾老，深情地向我们
讲述白桐本抗日故事。

1941年 7月，白桐本被分配到如
皋（东）县栟茶、丰利地区做群众工
作，不久，先后担任如皋（东）县抗日
自卫总队（后改为县警卫团）二连指
导员、丰西区区队长，年底又调任马
南区区队教导
员。经过一两
个月的努力，马
南区区队由 30
多人迅速扩展
到 60 多 人 。
1943 年 1 月起，
他任掘马南区
区 长 兼 区 队
长。他遵循毛
主席的人民战
争思想，不断发
展壮大群众性
的 抗 日 武 装 。
掘马南区区队
发展到 90多人、
80多支步枪和 1
挺轻机枪，各乡
民兵也很快发
展到 2000多人。他带领区队和民兵
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灵活机
动地进行游击战，采取各种斗争方
式，弄得敌人坐卧不宁，闻风丧胆。

1943年 2月 25日（一说 23日），
新四军苏中军区教导团攻打曹埠据
点，白桐本率领区队伏击孙窑出援伪
军，接着到曹埠配合主力部队打扫战
场。

后来，曹埠又被伪军占领。在敌
人构筑碉堡等工事时，白桐本化装成
老百姓，扛着钉耙，混在敌人强征来
的民伕中间来到曹埠据点，花了几天
工夫，一边做工，一边把敌人人数、武
器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白桐本经常深夜潛入到曹埠据
点，面向碉堡进行政治喊话，宣讲中
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和我方优待
俘虏的政策。宣传攻势很奏效，动摇
了伪军军心，受到感化的伪军带枪向
我方投诚，有一次，十几个伪军反正。

曹埠据点的伪情报站站长勾结
伪乡、保长，专门刺探我方情报。一
天，白桐本得知他窜到环镇一带活
动，便带领十几名区队队员来到他
从环镇返回曹埠的必经之地花子
街。白桐本打扮成伪军军官，队员
们穿的是伪军服装。当身着百姓服
装的伪情报站长出现时，白桐本上
前通过几句对话，便让他露出狐狸
尾巴。队员们捆着这个汉奸，随同
白桐本凯旋而归。

曹埠镇有个叫张汉的剃头匠，明
里装好人，暗中专门刺探我方情报向
敌人报告。一天深夜，白桐本率几个
队员，以要张汉带路为名将其诓至曹
埠十字街头刺死，并在尸体上扎了写
有“做汉奸的下场”的布条。第二天
大早，消息传开，那些为敌人卖命的

伪乡、保长胆战心惊，害怕如此下场
降临到自己头上。

即使在大白天，白桐本也敢闯进
敌据点抓敌人。一天早晨，一身木匠
打扮的白桐本带着区队几个装扮成
卖菜人、卖草人的队员，混进孙窑据
点，看见一个伪军官进肉店买肉，他
们不动声色地跟进去，白桐本出其不
意地用肉店的斧子对着伪军官大喝
一声：“不准动！动，就砍死你！缴枪
不杀！”吓得呆若木鸡的伪军官被他
们活捉带出据点。

日、伪势力对智勇双全的白桐本
又恨又怕，便在马塘、孙窑、曹埠等地
挂牌悬赏伪币 40 万元，妄图捉拿
他。由于白桐本与群众心连心，帮助
群众克服困难，所以群众非常爱戴
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群众
说：“金子堆成山，也休想从我们这里
找到他。”敌人悬赏牌挂出不久，就被
群众砸碎了。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白桐本夜
以继日地工作，患严重的疟疾也不休
息。1944年 3月初，堤南乡乡长张发
春被捕牺牲。区委在华丰乡开会讨
论讨论如何恢复堤南乡工作，考虑到
白桐本正患半日疟，打算另派人去那
里抓恢复工作。但白桐本认为堤南

乡是自己分管的，坚持要自己去。3
月 14日晚，他在途中发高烧，只得在
曹埠乡徐家高桥住下。第二天清晨，
他与另一个同志冒着浓雾，赶往堤南
乡鲍家墩一曹姓人家，与当地干部谈
工作。不料午后疟疾发作，未及时转
移。曹埠伪军得到奸细密报，下午 4
时左右，从三面包抄白桐本驻地。他
突围时头部等处中弹，昏倒后被捕。
3月 16日，他被送往南通苏北清乡公
署。敌人威逼利诱，白桐本大义凛
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3月
23日，在当地江北中央病院，为抗日
伟业献出宝贵生命。

5月 17日《苏中报》和 5月 23日
延安《解放日报》均载文并冠以醒目
大标题“人民领袖白桐本”，浓墨重
彩地报道他的光辉事迹和革命精
神。“人民领袖”，是党和人民给予白
桐本的最高褒奖。10月 10日，苏中
行政区第四专员公署发出通令，表
彰白桐本的斗争精神和革命气节，
并将掘马南区更名为桐本区。白桐
本永远活在广大人民心里，他的英
雄业绩和高贵品格必定世世代代薪
火相传。

离开顾老后，他的话语时时在我
们耳边回响，我们感悟到：有一种记
忆不可忘却，这便是抗战!

附记：顾明是享受地、厅级政治
生活待遇的受人尊敬的离休干部。
1927 年 3月 20日出生于掘港下漫乡
（今童西村），1942年7月23日加入中
国共产党，11月参加新四军，1950年
转业，历任南通专区监狱署主任、如
东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县文教局副局
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政法委员会
常务副书记等职务。2020 年 2 月 28
日逝世，享年93岁。

抗战，不可忘却的记忆
——抗日老战士顾明访谈记

□ 吴洁云 徐长福 沈春华

上海有我“半个家”
□ 任乃朋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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