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月飞

神出鬼没，战斗在南京近郊

1937 年“八一三事变”，让当时正在上海读
书的陈乐扬目睹了日寇的残暴。国民党军打得
很顽强，但仍不敌敌人。御外侮、救中国的希望
在哪里？其实就在陈乐扬身边。

在上海，陈乐扬借住在叔父家，叔父长子、
中共地下党员陈立民成了他参加革命的引路
人；就读的麦伦中学里，不仅不少教职员工是党
员，以学校公民课教员身份为掩护的时任江苏
省委书记刘晓也向学生们传播进步思想。受他
们影响，陈乐扬参加了党领导的上海市学生界
救亡协会，在协会组织下到医院看望伤兵、慰问
撤到租界的“八百壮士”、为新四军筹集“寒衣
捐”，还读到了《论持久战》等书籍。

1940 年 8 月，年仅 16 岁的陈乐扬在“学协”
安排下，瞒着父母悄悄去常熟投奔新四军。“协
会干部让我在上海平安大戏院那里跟一个女同
志接头。告诉我那个女同志穿什么衣服、拿什
么报纸，某月某日几点钟接头。”有接头人带路，
陈乐扬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去昆山，下车后买了
去常熟的船票迷惑敌人，实际半路在东塘市就
下了船。“过了巴城据点，离东塘市近了，有个情
况我感到非常奇怪：本来大家规规矩矩坐着不
走动、也不交谈，这时突然活跃了起来，人们走
来走去不停看外面。”后来陈乐扬才知道，这些
人一半是在党安排下来参加新四军的。

参军之初，组织分配陈乐扬去地方工作，陈
乐扬却想去战斗部队，半个月后如愿以偿加入
江南抗日救国军。该部是在常熟等地坚持斗争
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撤离后留下的 36 名伤病员
基础上，重新“星火燎原”组建起来的抗日武装。

苏南是敌伪统治腹地，敌人频繁“扫荡”
“清乡”，新四军却一直极为活跃，甚至进抵敌
伪华中统治中心南京。“我们基本在南京郊区
活动，江宁、溧水都沾边，句容我们活动比较频
繁，打鬼子也比较频繁，侦察员还经常去南京
麒麟门等地活动。瞅准机会新四军就给敌人
来一下，零敲碎打让敌人不得安宁。句容小衣
庄有汪伪军一个连，我们一位副团长个儿矮矮
的，拿着一把缴获的鬼子军刀，冒充鬼子军官，
里应外合，把这个连全解决了。”这些故事，陈
老至今记忆犹新。

1944 年 4 月 18 日，时任新四军 16 旅 47 团
侦察参谋的陈乐扬和一个短枪班，乔装打扮成
抬花轿接新娘的；一个步枪班化装为伪警卫师
的，一路吹吹打打，接近公路边的句容二圣桥据
点。据点守敌一看是“自己人”的迎亲队伍，纷
纷出来看热闹、索喜钱。新四军战士趁敌不备
突入据点，伪军无一漏网，缴获机枪1挺、枪榴弹
发射器 1 个、步枪 26 支，据点工事全部被焚毁，
我军只消耗驳壳枪子弹数发。

鬼子投降时，在南京近郊的新四军开始大
反攻，陈乐扬所在部队解放了溧阳和高淳。

没有神机妙算，打胜仗靠知己知彼

新四军建立苏浙军区期间，国民党就已经暴露
出假抗日、真内战的面目。我军北撤苏北后，国民
党军又随之而来。我军用三次天目山反顽战斗和
苏中七战七捷的以少胜多，沉重打击了敌人气焰。

以寡敌众对指挥艺术的要求极高。时任团
侦察参谋、作战参谋的陈乐扬记得，最初中央意
图是华中野战军北上配合山东野战军到淮南作
战，粟裕认为外线陌生地域没有群众基础，在苏
中内线熟悉的地方打几仗把握较大。果然，粟
裕指挥我军一个半月内七战皆捷，歼灭国民党
军5.3万人。

参加了七战中宣泰攻坚战等战斗的陈乐扬
回忆，我军只有 3 万余人，主要靠机动战让敌人
左支右绌，不断露出破绽。“当时很累，要跑来跑
去。不跑，你调动不了敌人；跑起来，敌人多你
也可以分割包围他。”

我军获胜另一原因是战场“单向透明”。作
为侦察参谋，陈乐扬说战前侦察只能看到表面
敌情，内情则要靠群众做我军眼线，加上截获和
破译敌人电报的“空中侦察”，“我们好多仗之所
以能成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哪有什
么神机妙算总能算到？”

高超的指挥艺术还需英勇善战的部队配
合。陈乐扬所在的新四军 16 旅及后来的华野 6
纵，首长是后来的开国中将王必成，“王老虎”绰
号威名赫赫。陈乐扬回忆，王必成打仗经常身
先士卒。“打天目山，我们部队还在摆开阵势，准
备火力压制一下再冲锋。旅长带了五六个人已
经直接冲过去了，真是非常勇敢。”

“王必成有勇有谋。他不大讲话，经常把地
图挂在墙上，坐在那里很认真地看。”陈乐扬回
忆，王必成下到营里指挥战斗，有时看到部队光
从正面打，就把营长找来要求侧面迂回，马上解
决了战斗。“打仗，是需要动脑子的事。”

在王必成率领下，6纵成为华野“叶王陶”三
大主力纵队之一，也是小说《红日》参与歼灭国
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 74 师的我军部队原
型。这部小说重点反映了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
役，前者正是陈乐扬印象最深的一仗。

莱芜战役中，6 纵负责攻克并坚守吐丝口，
防敌李仙洲部逃回济南。口镇一仗，打得颇为
困难。“过去我们部队一打进去，基本上可以比
较快地解决了，口镇打进去很快，但是敌人收缩
后却很难‘啃’。”在付出不小牺牲后，6纵攻破敌
核心阵地，成功封闭包围圈。敌见突围无望，兵
败如山倒，“敌人从莱芜回退后，我们看到满山
遍野好多散兵。”此战我军歼灭国民党军 5 万余
人，6纵一个纵队就歼灭2.4万余人。

打整编 74 师，6 纵也是向敌人“宣判死刑”
的部队。陈乐扬记得，当时敌人齐头并进攻向
山东解放区，我军步步后撤拉动敌人，此时 6 纵
在哪呢？“我军在敌后方西南 100 多里，隐蔽在
敌重兵集团身后的徐州贾汪。首长要求我们飞
兵前进、不要休息，一昼夜赶 100 多里路直接打

下垛庄，封死了包围圈。”
接下来的战斗极为惨烈。整编 74 师被围

后，外围敌人又试图展开反包围聚歼华野主力。
我军既要攻孟良崮，又要阻敌进攻。陈乐扬所在
的6纵16师参与防守的天马山阵地，打得极为激
烈。“天马山阵地没有什么工事，黄百韬的整编25
师非常积极进攻，他拼命地打，我们拼命地守，差
一点敌人就连起来了。”最终，还是我军棋高一
着，整编74师全部就歼。此战又是6纵特务团攻
上孟良崮、击毙张灵甫，立下了大功。

最终，国民党悍将黄百韬也没有跑掉。淮
海战役中，6 纵从西面参与碾庄圩攻坚，黄百韬
兵团在此覆灭。淮海一战基本消灭江北的敌军
主力，渡江战役很快来临，此时已改编为 24 军
的 6 纵从安徽铜陵渡江，向东驱赶溃逃敌人，于
郎溪、广德参与围歼敌 5 个军后，进入南京担任
卫戍任务，终于杀回了南京。

戍边9年，听党指挥不讲条件

1952 年 9 月，转行为炮兵的陈乐扬随志愿
军24军入朝作战。1955年，他作为代表参加志
愿军回国观光团，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
国庆阅兵。60年后，他成了受阅对象，光荣参加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 周年阅兵式，接受全国人民致敬。在陈老
看来，他既是新四军老战士群体代表，也是代替
牺牲的战友参加了这次阅兵。

朝夕相处的战友昨天还共享仅有的一床毛
毯，也许一场战斗后就长眠沙场。陈老沉痛地
说：“直到牺牲前一刻，他们都在诠释什么叫不
忘初心。比起他们来，我还是很幸运的，能为革
命事业努力工作。”陈乐扬是这么说，也是这么
做的。1962 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后，为巩固边
防，陈乐扬毫不犹豫从北京奔赴数千公里外的
西藏那曲，担任军分区参谋长。“听党指挥，决不
允许拖拖拉拉。西藏每个地方都很艰苦，但是
为革命工作、为边防事业，我们以艰苦为荣。”

在西藏，平均海拔超过 5200 米的那曲是最
艰苦的地方之一，终年缺氧和严寒是江浙出生的
陈乐扬从未面对过的。“刚到那里，我不敢跑步，
一跑步气就接不上来。”陈乐扬告诉记者，那里连
高原常见的青稞都长不好，“我们衣服洗好刚在
外面晾出来，还没来得及拉平，就冻硬了。”

考虑到高原医疗条件不足，陈乐扬出发前专
门做了阑尾切除手术。由于严重缺氧导致的红
细胞代偿性增加，陈乐扬常年脸色发黑。最后，
组织上考虑到陈乐扬体内红细胞长期畸高对身
体非常不利，调他去海拔低一些的西藏山南军分
区担任副司令员，但仍然在边防一线服役。

在西藏一守就是9年，陈老不以为苦。在他
看来，艰辛的付出和烈士献出生命相比根本不
算什么。“过去广播里经常播放‘五月的鲜花开
遍了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
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每每听
到，我都想起牺牲的烈士，也鼓励我为革命奋斗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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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 彤

位于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北望村的郝
家大院，由汉王望族郝家在 19 世纪初兴
建，院中三进房屋依山而建，厚重的大门背
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

1999 年 3 月，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函，
唤醒了这里沉寂许久的历史记忆。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因需要编写“邓小平年谱”，
来函至徐州市，希望有关部门提供北望村
的相关情况。经过当地文史工作者缜密的
研究、考证，最终确定：1949年1月15日至
3 月 21 日，渡江战役总前委、华东局、华东
军区、第三野战军机关就设在铜山县（现为
铜山区）汉王镇北望村郝家大院。

1949 年的 1 月 10 日，历时 66 天的淮
海战役落下帷幕，此时徐州城内，国民党特
务活动猖獗，大北望（现为北望村）因地处
近郊，位置相对隐蔽，靠近津浦、陇海两条
铁路，成为战役指挥中枢的理想场所。
1949年1月15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移驻
郝家大院。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复电淮海
战役总前委：在淮海战役期间由刘伯承、陈
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
委，在渡江战役期间“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
作战的职权”。2 月 14 日，遵照中央军委
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曾山与刘伯承、
邓小平到达大北望郝家大院，至此四大机
构共聚郝家大院，共商渡江大计。

渡江南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把
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渡江战役
总前委在郝家大院驻扎期间，进一步酝酿
完善了渡江战役作战方案、作战部署、作战
设想，积极开展渡江战役部队整训工作、进

军江南的接管准备工作、支前后勤准备工
作、两大野战军的整编工作。2月20日，陈
毅、粟裕、谭震林、张震联名签发《第三野战
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京字第1号）。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邓小平、陈毅、谭
震林等人到济南看望了正在养病的粟裕，
一起商谈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邓小平随
总前委、第三野战军指挥部离徐南下的8天
后，亲自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渡
江作战的具体部署、计划向中央军委作正
式报告。《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对百万大
军渡江作战作出周密细致的安排部署，对
保证京沪杭战役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大北望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陈列馆馆
长王兴田曾走访村里老人，记录老人们亲历
的总前委驻扎大北望的点滴往事。毛朱氏
是大北望出了名的巧媳妇，华东野战军进驻
大北望期间，毛朱氏一直帮忙照顾陈毅的大
儿子陈小侉。1949年过年前，毛朱氏准备
了炒花生分给陈小侉，陈小侉只愿拿几粒，
任毛朱氏怎么塞，他都不愿再多拿，张茜同
志看到后对毛朱氏说：“他随爸爸，不贪心。”

作为大北望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郝
家大院的历史价值不断被发掘，2006 年 4
月，郝家大院被列为铜山区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 6 月，被江苏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今年 6 月 29 日，重新修复布展
的大北望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陈列馆面向
公众开放，日均接待游客超 300 人次。汉
王镇党委书记姚忠表示，大北望渡江战役
总前委旧址陈列馆已经成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课堂，让红色血脉和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扬起渡江战役的胜利之帆，凝聚起人们心
中强大的奋进力量。

□ 本报记者 魏 琳

宜兴市太华镇曾是抗日战争后期苏浙
皖边区的革命根据地，是苏南抗日根据地
党政军指挥中心，被称为“苏南小延安”。
在太华镇龙珠湖南面，苍山翠竹环抱之中，
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十
分引人注目，这里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以
太华山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斗争和新四军
根据地建设的峥嵘岁月，已成为宜兴红色
教育的一张名片。

走进纪念馆大厅，映入眼帘的便是以
“凯旋”为主题的新四军指战员群像雕塑，宏
伟大气。1943年底，新四军十六旅旅部、苏
皖区党委、苏南行政公署机关迁驻宜兴太华
山区，粟裕、叶飞、王必成、江渭清等百余名
将领先后在太华领导苏南抗日斗争，谱写了
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详实的图文资料、具
有历史厚重感的一件件实物，将日本侵略军
在苏南大地上的暴行和苏南人民的英勇武
装反抗，新四军挺进苏南、建立抗日救国统
一战线，新四军十六旅开展反“清乡”反“扫
荡”的浴血战斗等一段段历史一一揭开。

纪念馆内，一门按照 1:1 比例复制的
九二式步兵炮格外醒目，这是十六旅在杭
村战斗中缴获的重要战利品。1944 年 3
月29日，旅长王必成率部于安徽广德杭村

（牛头山）歼灭了日军一整个中队，缴获大
量武器，其中就包括这门威力大、便于拆分
携带，且十分适用于山地作战的九二式步
兵炮。杭村战斗是十六旅在苏浙皖边区作
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据统计，十六旅在苏

南战场作战1242次，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
的士气。

“军民是胜利之本”。在抗日战争和新
四军留守苏南的解放战争中，新四军和苏南
人民鱼水情深，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1941年，太滆地区连降暴雨，2000多亩滩外
田遭水淹，地方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迅速
派员抢救，1000多人在齐胸深的水中奋战3
天，抢救出稻谷3000余担。新四军是人民
的子弟兵，老百姓待新四军也如亲人一般。
在太华山区，流传着被战士们称作“亲娘”的
汤大娘陈盘金的故事。她亲自送儿子参加
抗日，家里也成为抗日干部的工作地。因为
战争艰苦，新四军希望把两个小孩寄养在陈
盘金家中，虽然家中已有六口人，生活非常
拮据，陈盘金还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始终
以两个孩子为先，春荒之时，宁愿自己挨饿
也要把粮食让给两个孩子吃。

纪念馆内还集中展出了在太华工作、生
活、战斗过的功臣、先烈们的英勇事迹。自
2018年开馆以来，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
日根据地纪念馆共接待参观者40万人次，
人们在这里重温烽火岁月、追忆英雄豪杰。
馆内还先后开设了党课讲座、太华抗战故
事、重温入党誓词、新农村考察等红色课程，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早在2011
年起，太华就开始挖掘保护红色文化资源，
33处新四军遗址遗迹被确定，得到了分类修
缮保护。今年以来，多个红色资源已串点成
线，形成了多条红色文化旅游线路。“红色太
华山，苏南小延安”，新四军铁军精神在这片
革命沃土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听党指挥，决不允许拖拖拉拉”
——专访南京警备区原司令员陈乐扬

寻访江苏红色地名

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扬起渡江战役的胜利之帆

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苏南小延安”薪火永相传

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

（铜山区汉王镇供图

）

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纪念日。6年前的这一

天，南京警备区原司令员陈

乐扬作为新四军老战士代

表，坐车通过天安门，接受祖

国和人民检阅。近日，记者

在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三十离

职干部休养所专访97岁高

龄的陈老，听他回忆苏南敌

后巧妙设计打击敌人、孟良

崮歼灭国民党军整编74师

以及在西南边疆戍边9年的

峥嵘岁月。

▶上接 1 版 会议指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切实加
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持续推动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加快建设更加绿色低碳的美丽江苏；
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统筹抓好大运河文
化带、“江苏文脉”等标志性工程建设，促进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

“四化”同步发展，系统谋划推进苏北农房改善
和苏南苏中农村现代化建设，更好展现“新鱼米
之乡”的时代风貌。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
作经验交流会精神，要求全省政协系统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
作领导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努力成为坚持和
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
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
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
识的重要渠道，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提高政协党

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会议听取了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

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督查情况汇报，强调
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着力提高机关党建
质量，推动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为全
省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证。

会议传达学习了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
发展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指出遏制“两高”项目
盲目发展是能耗双控、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当
务之急和重中之重，要深化思想认识、强化刚性
落实、压实各方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不折不扣抓好“国之
大者”，切实以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扎实
成效践行“两个维护”。

会议听取了我省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情况汇报，
强调要从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高度对待“双减”部
署，把落实“双减”部署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
具体行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

满意度。要系统施策全面落实“双减”任务，结
合实际加快完善我省《实施方案》，疏堵结合、标
本兼治。要压紧压实各方“双减”工作责任，加
快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推动“双减”部署早
见成效。

会议就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等工作提出要
求，强调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局面
来之不易，但风险依然存在，决不能掉以轻心。
要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始终把常态化疫情防
控作为各项工作开展的前提基础，常抓不懈、慎
终如始，切实做好防输入、防反弹各项工作。要
抓紧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对照此次疫情暴露出的
问题，逐个环节深入分析，逐条逐项抓好整改。
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检查，各地各行业要从
实战出发健全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全面
提高应对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水平。

会议就做好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筹备工作进
行了研究部署。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王悦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