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华东子弟兵团三团三营十二连通
讯员、昆嵛县王家泊村人林治明：

1948年11月上旬一天上午，我们昆
嵛县（1945年1月文西行署撤销，成立昆
嵛县）支援淮海战役华东子弟兵团三支队
三团，在铺集村（现属威海市文登区）召开
了誓师大会，大会一结束，我们就在红旗
的指引下，穿过锣鼓喧天、口号阵阵的欢
送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西出发了。

我们村这次参加支前的有4人，属于
三团三营十二连，我被安排在连部任通讯
员。来铺集村集合的前一天，我们到区委
接受任务。区委书记问我们有没有困难，
我们都表示：“没有，保证完成任务！”那年
我18岁，父亲早逝，家中只有多病的母亲
和12岁的妹妹，生活全靠我一个人，能说
家中没有困难吗？但我是共产党员，又是
俺村民兵指导员，为了支援解放军打胜
仗，家中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我母亲是
妇救会员，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去吧，家
里有我！”她把家中唯一的一床带补丁的
灰毯子取出来交到我手里，又随干部群众
一起把我送到村头。

我们千里远征全靠步行，朝行夜宿，
每日百里。那时生活条件很艰苦，睡觉铺
的是高粱秸，一床旧毯子铺一半盖一半，枕
的是砖头或石头，夜里冻得直打颤。吃饭，
好一点的是玉米面饼子，多数是高粱面和
谷子面饼子，谷子不脱皮，糠全在里面，又
硬又粘牙，中午饭带的饼子，往往冻成“冰
干”，啃不动咽不下。但大家情绪都很饱
满，为了解放全中国，再大的苦也不怕。

经过半个月的急行军，到达济南，再
向徐州方向出发。打这以后天气开始变
坏。一路上雨雪连绵，遍地泥泞。我们
无雨衣，也无水鞋，任凭风吹雪打雨淋。
更难受的是在铁路上行军，一步跨一根
枕木，非常累人。有些铁路桥，距水面有
数丈高，大家都是战战兢兢地沿着铁轨
爬过去的。遇到被国民党军队炸毁的桥
梁，我们就从水中渡过，爬上岸经寒风一
吹，浑身直打颤，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很快
便皲裂了。

又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跋涉，我们经过
徐州，到达河南省永城县。几天后，也就
是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告捷。在
一个月色昏暗的夜晚，我们接到命令，到
陈官庄附近接受押送俘虏任务。那里是
一片开阔地，聚集着数以万计的俘虏，我
们十二连点齐了2000名俘虏，排成四列
纵队，连夜向山东藤县出发。从陈官庄到
藤县有400里路，为防止发生意外，我们
不敢中途休息，几乎是狂奔了两天两夜，
直达离藤县18里的刘家庄。这一路，我
们没有睡觉，只在路上的“民站”吃了两顿
饭，但是看着那些被押解的垂头丧气的

“战利品”，我们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饿
啊累啊早就抛在脑后。

在藤县，我们执行了一个月的看押训
练战俘（到藤县后改称俘虏为学员）任务，
主要是站岗放哨，保证战俘不叛乱、不逃
跑、不自杀，总之不能出一点纰漏。经过
一个多月的训练，战俘的思想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除极个别坚持反动立场的和老
弱病残者外，都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我们的任务圆满地完成了。

这时我们又接到上级指示：支前延
期，随“三野”参加渡江战役。

又是急行军。我们从藤县出发，经徐
州、宿县、蚌埠、合肥、巢县，到达长江北
岸，驻在沈家巷。经过一个阶段的军训，4
月22日傍晚，随解放军强渡长江，在震耳
欲聋的炮声中，我们华东子弟兵团三支队
三团全部顺利过江。到达彼岸，我们又接
到押送俘虏的任务。我们连队押着分配
给我们的100多名俘虏，经过芜湖朝宣城
和誓节渡方向进发，目标：向上海挺进，支
援上海战役。

每天大路上挤满了行进的部队和支
前民工，浩浩荡荡，奔流不息，夜晚沿路

村庄都被先头部队住满了，我们在离开
公路10多里之外才找到村庄住下。此
时的江南正是梅雨季节，三天两头下雨，
给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
顾雨淋路滑、烈日蒸晒，日行百里，天天
如此。走了几天，我们到达头天刚解放
的安徽省宣城，在此休息了一天，第二天
起早冒雨行军，一会儿就全身淋透，个个
成了落汤鸡。中午，我们找到一个村庄，
刚把稀饭熬好，紧急集合的哨子就响了，
我们毫不犹豫，背起背包就出发。一会
儿，雨停了，但风大了，很冷。我们拧了
拧衣服上的雨水，加速前进。傍晚，我们
循着泥泞小路去找宿营地。天黑得对面
不见人，路很滑，几步一摔跤，人冻得浑
身打哆嗦。饥饿、寒冷、劳累，人人身虚
无力。大家怕行军跟不上而落伍迷路，
更怕俘虏趁机逃跑，“跟上，跟上！”“小心
路滑！”的喊叫声便成了大家的联络信
号。走着走着，忽听三排长林福钧喊叫：

“快来救我！”原来他滑到一条很深的水
沟里去了。指导员李广才让我解下腿绑
带，硬是把他从沟底拖上岸来。刚走不
远，我被路上的什么东西绊了个嘴啃泥，
爬过去一看，原来是炊事员大老王（王其
俊）躺在地上。我们拖他起来，他有气无
力地说：“别让俘虏跑了，快，不要管我！”
指导员和我搀着他走了一段路，因为要
指挥全连奔向宿营地，便把他交给三班
长孙立兴和一个战士扶着。

我们看到远处有火光，估计是村庄，
便喊：“同志们，朝着前面有火光的方向前
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将近半夜，我们
才好不容易到达宿营地——安徽省广德
地区誓节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大家刚
安顿下来，外面又下起瓢泼大雨，每个人
都累得筋疲力尽，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嗓
子干的说不出话来，浑身冻得直打哆嗦，
特别是几个体力较弱的，刚到宿营地便昏
过去了，我们几个还能勉强支持住的人，
急忙找来柴草生起火，大家围着火堆取
暖、烤衣服。这样的阴雨天气，找把干柴
十分不易，指导员要炊事员于先会设法做
饭，每个人从沾满污泥的的干粮袋中倒出
些大米，从屋檐接些雨水淘米，白米成了
黄泥饭，尽管肚子饿的咕咕叫，还是难以
下咽。

天快亮了，雨还没有停，此时清点
俘虏，一个不少，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此时得到报告，大老王下落不
明。原来在我们走后，孙立兴二人也滚
到沟里去了，他们爬上岸来到处摸索，
并不住声地喊叫，既摸不到大老王，也
听不到他的回答，二人只得往前急赶，
找连队报告。他们走走爬爬，好不容易
在天亮前找到连队宿营地。我们得知
情况，顾不得吃饭，立即分头去找，结果
在稻田里找到大老王，只见他半个身子
浸泡在污泥里，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大
家轮流着把他背回宿营地，擦净了他的
身子，借了条被子给他盖上，他渐渐地
苏醒过来了。

雨住了，东方泛白，鲜红的太阳冉冉
升起，万道金光普照着美丽的水乡泽国，
大家心里乐开了花，满以为出现这样少有
的好天气，定能休息整理一天。我们正在
如此议论着，营部传来命令：“紧急集合，
立即出发。”大家一听哨音，立即抖起精
神，拔脚就走。行进中，大家你看看我，我
望望你，都笑指对方成了泥人，浑身的疲
劳也忘记了。一会儿，半干半湿沾满污泥
的衣服，经太阳一晒，像个蒸笼，蒸的人暑
热难耐。行军之前，我们安排担架把大老
王送回宣城，由县政府负责治疗。后来得
知，大老王的两条腿摔断了，治疗好后提
前复员了。

我们又经长途跋涉，经过广德、吴县、
嘉兴、松江等地，终于到达离上海市区五
六十里处住下，按上级要求，开始做准备
工作，迎接上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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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烟台地方史》载：解放战争时

期，在胶东人民的支前大军中，有129个

由烟台市各县基干民兵组成的子弟兵团，

其中10个子弟兵团近3万人，跟随胶东

和山东主力部队转战山东各战场和华东

部分战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

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当年

华东子弟兵团在支前运动中的几个故事，

再次领略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烟台人民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抛家舍业、不惧困苦、

无畏生死，对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质和勇

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无惧苦累
风雨兼程奔战场

发挥优势
各显神通修车站

原牙前县子弟兵团担架队战士、
观水镇刘家村人唐学川：

从1945年7月开始，我们牙前县
子弟兵团（1946年 2月底，支前大军
中的基干民兵换上军装、改称子弟兵
团）先后参加了省内即墨、昌邑、高
密、莱芜、安丘、鲁南、孟良崮等几十
次战斗战役和省外徐州、蚌埠、淮海、
渡江、上海等战役。我们遇到过无数
次艰难险阻，然而，最让我难以忘记
的是1947年6月那次保护解放军伤
员的苦行军。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结束后，
我们观水子弟兵团担架队300名队员
刚转移到五莲山坊子村休整，就接到
命令：到临沂城转移一批伤员。我们
立即整装出发，经过三昼夜300里急
行军，来到临沂城，在指定地点接到
100多名伤员，马不停蹄继续前行，经
过两个城镇，顺利地将伤员送达目的
地——诸城县高乐镇。任务完成了，
大家松了口气，在离高乐镇十几里路
的大莱疃村开总结大会，演节目庆
贺。谁知刚演了一个节目，就传来情
报说一支国民党部队正向高乐镇移
动。敌情就是命令，担架队立即行动，
快速跑步来到高乐镇，抬上伤员就
走。果然，敌人从后面追来了，这时天
又下起大雨，道路泥泞，有时烂泥没过
小腿，路旁蒺藜子（一种带刺的草）丛
生，踩在脚上又痛又痒，可情况紧急，
什么疼痛也顾不上了。一天傍晚，来
到一条一里多宽的大河边，只见浑浊
的河水波涛汹涌，水流湍急。后面敌
兵渐渐逼近，大家心急如焚。这时刘
家村民兵刘延训二话不说，“扑通”一
声跳进河里，一步一步往前探着走，河
水慢慢没过了胸部，到了嘴巴，再往前
走，水越来越浅了，他在水中走了个来
回，探知只有5尺多深。兵团领导一
见，立即下令涉水过河，要求大家宁肯
牺牲自己，也要保住伤员；高个队员两
个人一副担架，矮个队员四个人一副

担架，走到深水处，都要把担架高高举
过头顶，仰起脸，屏住气，尽量少呼吸，
避免呛着水，摔了伤员。

大队人马在湍急的水流中涉水过
河了，人人感到肩上的担架千斤重，个
个屏住气，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在探
索前进，“抬高”“放低”等呼喊声此起
彼伏，即使是这样也没少喝河水。好
不容易过了河的，都急急忙忙放下担
架，蹲在河边往外呕吐刚喝进的河
水。看到此情景，不少伤员都感动地
流下了眼泪。等全体人马一个不少地
过了河，敌人也追到河岸，他们望河兴
叹，放枪为我们送行。

第二天敌人又追了上来，离我们
只有五六里地。兵团领导边走边向大
家喊话：“同志们，敌人就在我们后面，
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只能甩开
大步，用双脚跑赢敌人，大家有没有信
心？”“有！有！”大家嗷嗷地响应着，边
走边喊，喊着喊着就不由自主地跑了
起来。是啊，大敌在后，正是考验我们
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老区人民丢脸！

想不到的是，这股敌人像狗皮膏
药一样，一直粘在我们后面，怎么甩也
甩不掉。为了和敌人拉开距离，我们
歇人不歇担架，轮流上阵，中午也不停
歇。打前站的，搞来食品，先让伤员在
担架上吃饱，然后大家轮换吃饭，边吃
边走。幸亏后面那股蒋匪兵很摆谱，
中午吃饭必定停下，这给我们赢得了
一些时间。这也苦了那些随军医护人
员，为了赶路，他们只能边走边治疗，
他们比我们更辛苦。

接下来的情形是：我们抬着伤员
马不停蹄地围着五莲山转，随军医生
边走边给伤员疗伤换药，敌人如影随
形紧跟其后穷追不舍。谁也没有想
到，这一走就是四十多天，行程三千多
里，直到七月中旬来到马蹄夼，才彻底
摆脱了敌人的纠缠，好多伤病员的伤
是在担架上治好的。我们创造了“医
院在路上”的奇迹。

历尽艰险
三千里行军护伤员

原华东子弟兵团某部三营九连八
班班长、牟平县下费格庄村人费云坤：

我们牟平县子弟兵团三营于
1948 年 11 月 27 日至 1949 年 7月 9
日，参加了华东支前委员会组织的支
前服务，先后在藤县俘管处完成了淮
海战役押解、教育俘虏任务，在苏南
一带完成了看守仓库押运粮食、稳
定上海市场等任务。那时条件艰
苦，我们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
难，然而苦中有乐，有的经历虽然
苦点累点，但却是一辈子也忘不
掉的，如我们营在渡江战役之前

突击抢修蚌埠火
车站就是其中的一件。

1949年底我们在藤县完成了
教育俘虏的看押任务，过了正月十

五日，团里单独交给我们三营一个
特殊任务——去安徽蚌埠抢修火车
站，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做
准备工作。领导指示说，蚌埠是长江
北岸紧靠淮河的一座军事重镇，南北
铁路线都由此通过，是我军渡江战役
军供物资的重要转运站，当时蚌埠火
车站被敌人在撤退前破坏殆尽，我们
需抢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把车站、
仓库、铁路全部修好，确保不耽误解
放军渡江。

我们又喜又忧。喜的是这么重要
的任务交给我们三营，说明上级领导
对我们三营的信任。忧的是我们三营
都是牟平南部山区人，要不是这次支
前，好多人连火车都没看见，至于火车
站是什么模样，就更不用说了，能否完
成任务我们心里还真没底。不过我们
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我们革命老
区来的人，天生就有一股子拼劲，天大
的困难也不怕。

我们一路急行军赶到蚌埠，现场
一看，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原来蚌埠有大蚌埠小蚌埠之分，火车
站也有大小两处，大蚌埠是小车站，小
蚌埠是大车站，两座火车站全都毁于
战火，一片狼藉，说是修建，倒不如说
重建。再是原来车站的火车司机、检
修工、信号员、调度员等工作人员早就
跑得无影无踪。因此地刚刚解放，地
方工作人员人手不够，领导把寻找原
车站工作人员的任务也交给了我们。

我们当时就想，领导把这个任务
交给我们算是选对了对象。一则我们
来自农村，队伍里有不少瓦匠、木匠等
能工巧匠，大工小工也都是棒劳力，只
要不是盖楼房，短时间内建个把车站
不是问题；二则1941年3月许世友司
令员率胶东军区机关十多个部门进驻
与我们毗邻的埠西头乡达四年之久，
当年军区机关工作人员做群众工作的

方法，我们耳濡目染也学到了许多，这
对于我们深入群众之中寻找火车站工
作人员绝对有帮助。

时间紧迫，说干就干。我们兵分
两路，能工巧匠和身体健壮的兵团战
士去修建火车站、仓库和整修铁轨及
路基；善做群众工作的，去农村寻找火
车站工作人员。那时伙食已经改善
了，大家吃饱了饭，有的是力气，特别
是那些抢修工程的战士，豪情满怀、干
劲冲天，吃住在工地，白天拼命干，晚
上挑灯夜战，只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时
间，所有工程就被一一完成了，两处车
站焕然一新，路基和铁轨也被整平。

我被分在“找人”的队伍里。我
们三四个人一组，分散到车站周围
村子里挨家挨户去找人。那时蚌埠
刚解放，老百姓人心惶惶，经常有人
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

“打老蒋的。”他们将信将疑，不敢和
我们接近。有的我们明知他在国民
党时期的车站干过，可是要求他回
车站做事，他不说不去，硬是说：“不
懂那个，做不得。”我们在头几天里
一无所获，后来就学着当年八路军
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给群众扫院子、
挑水，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和群
众拉近关系。慢慢的，老百姓开始
接近我们了。大概是一个星期之后
吧，老乡们帮我们找到了一个赋闲
在家的火车司机。他姓刘，40多岁，
家中有老娘和妻子儿女，当时已无
米下锅了。我们立即给他送去了大
米和白面，动员他出来开车，刘师傅
见我们待人和气，不像国民党军队
那样粗暴野蛮，很快就消除了恐惧
心理，答应出来为我们工作。他又
主动去动员原来车站的那些司机和
车站职员，出来为人民做事。很快，
他就找到几位火车司机，又经互相
串联，检修工、维修工、道叉工、信号
员、挂车工等车站的原班人马基本
找齐了。上级领导和当地政府见我
们工作效率这么高，直夸我们，说我
们真不愧是革命老区来的人。

这时上级派来的车站管理人员也
相继到达，车站正式运转起来了。在
新来的工作人员里有一位姓蔡的女同
志，原是我们班在藤县看押的一个女
学员，这倒让我想起了一段趣事。刚
到藤县的头几天，每到开饭时间，男女
学员都混在一起排队去大缸里挖饭，
男学员经常把女学员用胳膊拐到一
边，有的女学员两三天吃不上饭。后
来上级下达指示，将男女学员分开吃
饭，并给带孩子的学员以优待。女学
员中有文化的人多，一经教育，基本上
都弃暗投明了。过去的敌人，现在成
了同志，大家见面都非常高兴。

车站恢复正常之后，离渡江还有
一段时间，我们就在这里装卸车，帮
助转运物资。1949年4月20日接到
命令，向江苏瓜州进军，去支援渡江
战役。

费云坤的支前服务证。

费云坤的支前服务证。

转移伤员。（资料图）

淮海战役中的支前小车淮海战役中的支前小车。。
（（来源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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