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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以抢救、挖掘、整理新四军在盐都革命斗争史料为己
任，广泛走访、慰问抗战时期革命老同志，采访撰写鲜为人知的战斗故事，整理出版老同志
传记文稿，已编辑成集的《红色记忆》、长篇纪实小说《烽火蟒蛇河》等一批作品，在全区广大
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较好地发挥了“存史、育人、资政”的功能作用，对我们
重温抗战历史、弘扬铁军精神、宣传红色文化、牢记初心使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盐城是座英雄的城市，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承载了当年铁军浴血奋战的光荣历
史，也见证了新四军和盐阜人民的鱼水深情。盐城人民群众勤劳勇敢，疾恶如仇，有着高度
的革命自觉性。面对日寇入侵的罪恶行径，他们同仇敌忾，奋起反抗。多少人为了保家卫
国、民族独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生命，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盐都
人民时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军参战，不屈不挠，英勇抗战，直到抗战的最后胜
利。

成克翔同志是我区原中兴镇大成村人，青少年时代饱受黑暗旧社会的压迫和反动势
力的欺侮，过着吃不饱、穿不暖、受压榨的悲惨生活。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盐阜
大地后，他毅然参加新四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员，参加了大小战斗数百次，出色完
成了各项侦察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新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他转业到扬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离休后，他笔
耕不辍，念念不忘把自己及战友们的革命经历记录下来，从一名侦察员的视角，用饱满的
革命激情，写成了三册十五万多字的革命回忆录，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故乡的眷念，对苦涩
童年的追忆，对革命理想的向往，对敌人的痛恨，对昔日战友的思念，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以启发教育年轻一代勿忘革命事业成功和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激发人们的革命斗
志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信心。

《蟒蛇河枪声》是作者在老盐城县五年多来亲身参与抗击日寇的几乎所有战斗经历的
写实，如书中记载的：夜袭秦南仓，奔袭徐马庄，突袭贾家伙，攻袭日伪司令部，智擒日寇少
佐，活捉汉奸朱协和，经历的北堡阻击战、华判夺粮战、盐城光复战等，为我们研究盐城县抗
日战争历史，挖掘发生在盐都境内的抗日战斗史料，了解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抗战的艰巨性、
复杂性，尤其是搜集侦察军事题材的革命故事，提供了帮助和借鉴。这是一部填补了盐都

抗日游击战和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空白的珍贵史料，是一部用白描手法忠实记录和反映抗战侦察奇兵的史诗。蕴
含其中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抗战事迹，是永远值得全区党员干部和群众景仰和传颂的。出版此书，正是
体现人们这种心情和意愿。

纵观历史长河，在盐城五年多的抗战岁月里，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老人是难以写出这本厚重的回忆录。他对
当年许多战斗的时间、地点、战斗胜负及敌我伤亡、缴获多少，记忆犹新，如数家珍。这种极强的记忆力，来自他强
烈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心态，来自于无数次对过往战斗经历深情回忆的沉淀，体现出一个革命者无所畏惧、无怨无
悔、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树一座丰碑，圆百年梦想。在迎庆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在全国上下激情开启“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崭新篇
章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编辑出版这部回忆录，回顾抗战历程，重温激情岁月，心中不由升腾起对抗战英雄们无比
崇敬之情。我们一定要学习和发扬革命前辈英勇斗争的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倍加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阔步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信心百倍地去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盐都区政协原主席、盐城市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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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丛书红色丛书《《蟒蛇河纪事蟒蛇河纪事》》评述之二评述之二

《蟒蛇河枪声》记述内容是盐都抗战的缩影，作
者成克翔是盐都抗战时期众多走上革命道路人员的
缩影，作者所在的大成庄是抗战时盐都众多村庄的
一个缩影。

大成庄，这个盐都西乡普通的小村庄，一批农
民，丢下锄头，杠起了枪，跟着共产党，走上抗日除寇，
保家卫国，为革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征程。抗战
时期，大成庄是盐城县第一个民兵模范乡。大成乡民
兵中队采用一系列游击战术，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保卫人民群众安全，赢得老百姓信任和支持。1944年
冬，以成尔波为民兵大队长的盐城县第六区大成乡被
盐阜军分区评为民兵模范乡。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
从大成庄走出了一批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建国后，
大成庄不少人担任了县厅级的领导。如，曾获抗日民
兵英雄称号的民兵大队长的成尔波，建国后任南京轴
承厂副厂长，工艺装配厂厂长，离休后享受副厅级待
遇。成仞千，曾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去世时习近平总
书记送了花圈。成海波，大成乡民兵中队长，中共九
大、十大代表，曾任安徽农业厅长。钱万新，曾任中共
盐城地委副书记。钱万余，曾任盐城、东台副县长。
成玉华，曾任建湖县委书记。孙步祥，曾任盐城县委
书记。孙金红，曾任盐城市城区人大主任。成必渠，
曾任盐城市博物馆副馆长（主持工作）。成秀（刘阳生
（曾任盐城地委书记）夫人）曾任浙江省妇联副主任。
及成季元、成克翔等。

成克翔，这位大成庄参加革命中的一员，正是
1941 年初在民运工作中走上革命道路的。战争年代

他是一位侦察兵，建国后历任盐城县荣军科、江苏省
民政厅优抚科、江苏省第三康复医院组织科负责人，
江苏省第一康复医院指导员，省民政厅扬州五台山
医院行政科长，继续为新中国建设和地方荣军民政
优抚康复工作而鞠躬尽瘁。

作为侦察兵，要比其它战士承担更多风险，具备
更大的牺牲精神。战前，要潜入敌区摸取情报，为部
队制定作战方案提供依据。该书《军地联合夜袭秦南
仓》篇中，为侦察秦南仓日伪军据点的驻军分布、兵力
兵种、工事结构、武器配备情况，成克翔一行4名侦察
员，化装成挑粪的农民，驾船进入秦南仓据点，与日伪
军几经周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抓了两敌俘，还缴了
两个伪军谍报人员的枪，获取了重要情报，使我军根
据敌情制定相应作战计划。在夜袭秦南仓的战斗中，
取得了击毙伤日伪军 100 多人，俘敌 154 人的大捷。
侦察员还要灵活应变，个人有更高的能力素质。如

《缴获第一挺“功勋机枪”》篇中，成克翔一行发现一条
船上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撑船动作生硬，不时察看
张望，神情紧张，不合常情。截船检查后，果真不是普
通群众，终获一批武器，其中“功勋机枪”留在一连，在
多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侦察兵有时还要只身
或几个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执行特殊任务。如《尚
庄活捉叛徒严汉杰》，他们通过坚持不懈，跟踪追击，
终将叛变的严汉杰活捉正法。又如在《侦察兵智捕日
寇少佐》中，1942年5月我几名侦察员伪装成放鸭子，
捕捉了日军少佐松川荣南。在我党政策感召下松川
荣南后参加反战同盟，为抗战做出了积极工作。《攻袭
队夜闹日伪军司令部》中，1942年夏，成克翔等6名侦
察兵，混进盐城，成功夜袭了戒备森严的伪军三十三
师司令部。侦察兵风险极大，随时有牺牲的可能。
1943年8月，侦察兵李会全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不
幸牺牲，遗体被敌人拉回据点，成克翔他们《夜进南寺
据点巧夺战友遗体》。另外，《三探三捷战果丰》、《燕
子阁活捉汉奸朱协和》、《便仓据点捉汉奸》、《潜伏交
通线缴枪抓俘虏》等都向读者展现了侦察兵工作一次
次惊心动魄的惊险场景。

侦察兵也是一线战斗员。成克翔在《蟒蛇河枪
声》中回忆了他在盐城参加的一次次战斗。《奇兵突袭
徐马庄》记述了1941年10月28日，侦察员及早警戒到
龙冈据点获取了情报，当敌军扫荡进入徐马庄时，县

大队似天降神兵突袭敌伪，取得毙俘敌 100 多人战
绩，并擒获枪决了追杀潘克烈士的凶手徐栋等人。
1941 年 11 月 21 日县总队《贾家伙奔袭战》、1941 年 12
月《唐刘河战斗》，毙伤敌团长 1 人，营以下 150 多人，
俘敌团参谋长 1 人，营以下 60 多人。1942 年 4 月《大
团伏击战》毙伤日伪军150多人，我军无一伤亡。

1943年1月16日，《冬夜奔袭北宋庄敌税所》，用
了不到40分钟的时间，完成奔袭任务，缴获一批伪币
和紧缺物资，解决了部队一时财政难题。在1943年夏

《瓦屋庄以少胜多突围》中，2名侦察员冲破在30多个
伪军的包围，还打伤了一个敌人。1943 年 7 月《县总
队北堡庄阻击顽敌》，驻盐城、秦南、龙冈、兴化日伪军
1200 余人，集结向盐城五区北堡进犯，包抄县抗日民
主政府和县总队机关。盐城县总队五连和新四军老
四团一部奉命阻击。在北堡东桥击退了敌人四次立
体冲锋，掩护了政府机关转移。北堡东桥也因这次战
斗后被誉为盐城的“卢沟桥”。1943年秋《华判庄歼灭
抢粮伪军》，毙俘敌120人，粉碎了敌抢粮阴谋。其中
记述的最大的一场战斗是解放盐城的战斗。1945年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伪四军盘据盐城，我军兵临
城下。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赵云祥派人与新四军谈
判。11 月 11 日上午，伪军长赵云祥与四十师师长戴
心宽宣布反蒋起义。赵、戴联名签发了起义通电。盐
城和平解放。这是盐城自 1941 年 7 月日伪大扫荡以
来，第一次获得全面解放。这是盐城军民在党领导下
长期英勇奋斗的结果，使我军增强了实力，扩大了解
放区。盐城解放，标志着抗战胜利在盐城得到了实
现。抗日战争期间，盐城人民的革命斗争走过了艰难
曲折的路程。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主力部队帮
助支持下，盐城的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壮大；盐
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从无到有，逐步巩固；
抗日武装在战斗中产生、锻炼成长；盐城人民不屈不
挠，与侵盐日伪军的残酷扫荡、清剿、封锁、分割等军
事行动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自抗
日根据地建立后，盐城人民拥护抗日民主政权，积极
参加抗日武装；掩护干部和战士，站岗放哨巡查坏人，
辛勤生产、发展经济、支持抗日事业，涌现出大量英雄
模范人物，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无比生动的事迹，描
绘出盐城历史极其壮丽的画面。《蟒蛇河枪声》正是这
段生动战斗历史的部分真实再现。

《蟒蛇河枪声》还含泪记述了共同战斗中一个
个倒下的烈士。《一中队遭宋匪偷袭，王成德等壮烈
牺牲》，1941 年 7 月 5 日，一中队长王成德率部队在
楼王楼子头遭敌人偷袭，激战两小时，击退了敌人，
王成德不幸牺牲。《一个无法传达的命令》，1941 年
8 月 23 日，秦南伪营长朱协和带领 200 日伪军和龙
冈敌伪 200 多人到北蒋一带“扫荡”，县大队指导员
唐雨生率一大队与敌人激战，不幸牺牲。《奇兵突袭
徐马庄》记述了潘克牺牲。《唐刘河战斗郭猛政委光
荣牺牲》，1941 年 12 月 29 日，日军纠集 300 多人从龙
冈外出“清剿”。四团政委郭猛随即率部在唐刘河
西舍指挥阻击战。郭猛在指挥战斗时，突被流弹击
中光荣牺牲，时年 30 岁。为了纪念郭猛烈士，中共
盐城县委将他牺牲地护东乡改名郭猛乡（今郭猛
镇)。《夜进南寺据点巧夺战友遗体》，一同侦察的李
会全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县总队北堡庄
阻击顽敌》，此次战斗，团参谋刘树寰，特务连副连
长王本清牺牲，两位烈士的名字被刻在盐阜抗日战
争纪念塔上。在完成狙击任务，渡河撤退的途中溺
水牺牲 11 人，杨启华等 14 余人被捕牺牲，建有秦南
抗日烈士纪念塔以表纪念。北堡建有北堡战斗纪
念碑。革命战争中盐都牺牲了 2000 多名烈士。盐
城县内先后以烈士名字命名或为纪念烈士命名的
乡、村有 100 多个。1983 年成立郊区时，区内仍有
52 个。目前盐都境内有 22 个以烈士名命名的镇
村。有为了纪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在战斗中壮
烈牺牲的新四军团政委郭猛而命名的郭猛镇；为了
纪念除奸杀敌而先后遇难的潘克、黄炜而命名的潘
黄镇；为了纪念面对敌人屠刀宁死不屈的杨学富而
命名的学富镇；有为了纪念抗日名士、被陈毅元帅
称为“苏北鲁迅”的宋泽夫而更名的泽夫中学；此
外，还有丁晏、福才、刘朋、书楼、凤楼、同桂、宝才、
兆泉、明朗、留璜、杨斌、岐山、佳富、宝奎、楚九、雨
生、新祥、龙海、健仁等以烈士名字命名的村（居），
以及曾命名的村巷：光荣、忠烈、文广、徐严、融和。
这些以烈士命名的地方，都是一个个红色印记、一
座座烈士的丰碑，诉说了一个个红色故事。《蟒蛇河
枪声》一书使这些烈士的英名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使烈士的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作者系盐都区委党史办主任）

盐都抗战的缩影
——读《蟒蛇河枪声》

□ 王长江

日前，我荣幸地收到了由盐城市盐都区新
四军研究会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蟒蛇
河纪事》丛书。捧读这套丛书，特别是其中我景
仰的成克翔爷爷撰写的回忆录《蟒蛇河枪声》
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因为这本书，不仅记述
了许多我儿时即从爷爷那里听闻的故事，让我
看到了爷爷青年时代的英勇身影；更是让我从
家乡抗战的历史剪影里，深刻感悟到今天美好
生活的来之不易。

我的爷爷卢栋，就是《蟒蛇河枪声》作者成
克翔在书中多次提到他当年抗战时期新四军侦
察排的战友。他出生在北蒋乡一个贫寒的农民
家庭。他 17 岁的时候，在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号
召下参军。那时的家乡，既有日寇侵凌，还有伪
军帮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日伪的罪行罄竹难
书。我党领导的盐城地方武装部队，紧紧依靠
广大人民，对敌开展殊死斗争。依稀记得我从
小时候起，就常听爷爷讲过许多“打仗”的故
事。那时候，因为小，听了也就是觉得好玩。到
了初、高中时，听爷爷讲故事，已认识到爷爷讲
的是红色历史。再到大学、工作时，听爷爷讲故
事，已懂得爷爷讲的不再是故事，而是对他来说
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对我们来讲，就是要不
忘红色历史，发扬革命传统。在爷爷耄耋之年，
我已把主动和爷爷聊故事、听他讲故事作为自
己的一项任务，一方面，是想通过这样的交流，
让他的心灵深处不断燃烧革命烈火；另一方面，
也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他的那段经历战火和硝烟
的岁月、那些和他曾经一起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的战友。

我就是从爷爷的故事里“认识”成克翔爷
爷的。成爷爷比爷爷小两三岁，因年轻、机敏、
勇敢，参军后不久，就被组织上挑选到县总队
侦察班当侦察员，自此成为爷爷的亲密战友。
据爷爷讲，那时，日伪军频繁扫荡，不断围剿我
武装力量；敌特疯狂反共、四处活动；还有小撮
汉奸、叛徒，为虎作伥、残害人民。为了侦察敌
情，收集情报，保障部队战斗和安全，他们经常
一起执行侦察任务，一天跑几十里路，甚至一
个晚上转移几个宿营地，都是家常便饭。有时

他们还要化妆成挑粪的农民、外来的小贩、生
病的叫花子等，深入到敌人的后方驻地去侦
察。成爷爷最为胆大，有时化妆为卖鱼的，孤
身一人一枪深入敌人据点，从容往返，自诩“黑
三爷”什么地方都敢去。在抓舌头、捉叛徒、除
汉奸等过程中，遇到顽抗的敌人，还要与之殊
死搏斗。但他们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是
危险，凭着对党的忠诚、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战
无不胜的大无畏精神，他们不仅一次次出色地
完成了任务，更是留下了许多让我们后人倍感
自豪的传奇故事，如活捉叛徒严汉杰、抓捕伪
营长朱协和、智擒日寇少尉分队长松川荣男，
夜袭盐城日伪军司令部、突袭徐马庄、奔袭敌
税所等等，充分展现了我党我军在艰难时局下
领导广大人民抗击日寇的英雄形象。

但是与敌斗争是残酷的，和爷爷、成爷爷一
起的许多战友，就牺牲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爷爷
生前，每当讲起过去的历史，总不忘那些曾经和
他一起战斗不幸牺牲的战友，那些璀璨的生命，
英勇的形象，永久地留在爷爷的记忆里。在成爷
爷的回忆录中，一样饱含深情地记录了许多为保
家卫国、民族独立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他们之
中，有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如团政委郭猛、作战
参谋唐雨生、教导员李初九、中队长王成德等；有
普通战士，像侦察员刘会全；也有许多不及记名
的抗日英烈。正是他们以平凡血肉之躯，为我们
夺取盐城抗战的胜利，铸就了钢铁长城，树立了
不朽丰碑。

捧读《蟒蛇河枪声》，让我更加由衷地敬佩
成爷爷。成爷爷在离休之后，不及享受应该的
怡然生活，每日笔耕不辍，即便身体有恙，也不
拖延。他是以一种强烈的家乡情怀、历史的责
任担当撰写这本回忆录。这本 15 万余字的心血
之作，不仅是一部反映家乡抗战的英雄赞歌，让
我们从更多的视角深入了解了盐城的抗战史；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记忆，给我们以无尽的
沉思和启迪。

感恩成爷爷，您的《蟒蛇河枪声》，是我永
远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亭湖区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永远的精神财富
——读《蟒蛇河枪声》有感

□ 卢志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