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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昌是汝南县张楼镇老屯村
白庄寨人。在抗日战争中，他经历大
小战斗57次，身体7处受伤，9次荣立
战功。因战功卓著，他先后升任排
长、连长、营长、郑州市警卫团长。新
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地方工作。

1936 年 6 月，年仅 16 岁的史文
昌被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抓壮丁入
伍。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史文昌所
在部队被日军打散，退至山西娘子
关时被八路军收编，从此走上了革
命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著名的
百团大战、血战陵川、上党战役等，驰
骋疆场、奋勇杀敌，展现了八路军战
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英
雄气概。

阻击战中显本色

1939 年 9 月，日军调集重兵分
两路对八路军驻陵川团部进行夹
击，妄图歼灭我军主力部队。在敌
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如果与敌人
硬拼会造成重大伤亡。上级命令主
力部队迅速撤离，用部分力量钳制
敌人。史文昌作为尖刀连连长，担
负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他向首
长表示：“就是搭上性命，也要保证
主力部队安全转移。”他率领全连
指战员在有利地形处埋伏，以逸待
劳，等待敌人到来。

战斗打响后，子弹雨点般落在
阵地上。史文昌既是指挥员又是战
斗员，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困难就
出现在哪里。战斗异常惨烈，敌众
我寡，加上敌人拥有先进的武器装
备，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战士一
个个倒下，最后全连战士都倒在了

战场上。
当史文昌从昏迷中醒来时，隐

约听到叽里呱啦的说话声，他知道
这是日寇在清扫战场，便一动不动
地趴在地上，就连敌人的马蹄子踏
在身上也没吭声。日寇清扫战场走
后，史文昌又听到当地群众挑水的
声音。他用尽全身力气喊道：“老
乡，我是八路军。”当地群众把他送
到八路军医院进行救治。因为这次
阻击战任务完成出色，他个人荣立
一等功。

深入虎穴探敌情

1941年上半年，在对日作战中，
部队作战计划外泄，给部队造成重大
伤亡。部队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肃清运动，但收效甚微，一度引起部
队的思想混乱。首长把抓“内鬼”的
任务交给了史文昌。史文昌精心安
排、细心观察，巧施“敲山震虎、引蛇
出洞”之计，使“内鬼”现出了原形。

1943 年 7 月，情报部门透露日
军将调重兵对驻守在陵川县的八路
军 团 部 进 行 扫 荡 ，妄 图 一 举 歼 灭
之。为了抓住有利战机，团长派史
文昌深入敌后侦察。史文昌扮作农
夫潜入敌人内部，利用自己的聪明
才智赢得了敌人的信任，摸清了敌
人兵员数量、武器装备、弹药储备、
兵力部署等情况，保证部队取得决
定性胜利。

让官兵过个快乐年

1944年深冬，风雪漫舞，天寒地
冻。日军烧杀抢掠，加上天灾，致使
晋察冀一带民不聊生，也给八路军

后勤保障造成很大困难。春节临
近，驻守在陵川县的八路军仍坚守
阵地，随时准备歼灭来犯的日寇，但
粮油危机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战斗
力。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筹集粮
油是部队建设的头等大事。团首长
将筹集粮油的任务交给了史文昌，
要他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筹集粮油
及过年物品。他带着一个班的战士
下山了。担任多年侦察连长有着丰
富工作经验的史文昌，对当地地形
地貌、人文社情非常了解。他找到
当地几名进步商人和财主，讲部队
面临的严峻形势，讲军民团结的鱼
水深情，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理解和
信任。3天时间筹集 2头肥猪、20多
只羊、2000 多斤粮食，还有一些油
料，他向群众写了借条后返回部队。

解放汤阴受重伤

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刘邓大军南
下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最让他难忘的
是解放汤阴县的战斗，因为在这次战
斗中他的左眼被打瞎了。

人称“东陵大盗”的孙殿英，既
做过抗日猛将，也做过卖国贼，更
做过掘墓的盗贼、军阀的鹰犬。他
带领国民党军队 3 个师及反动地方
武装近万人盘踞在汤阴县与解放军
对抗。

汤阴城墙高三丈、厚七八尺，城
坚池深，易守难攻；加上孙殿英在这
里盘踞多年，修筑了 3 层坚固的城
防工事，称之为“固若金汤”毫不为
过。

1947 年 5 月的一天，史文昌结
婚的第二天，解放汤阴县城的战斗
打响后，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史文

昌作为敢死队队长负责轰炸城垣东
北角城墙，为部队进攻打开一条通
道。这里是敌人重点防守的地方，
火力很猛，相继牺牲 40 多名敢死队
队员，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史文
昌的左眼，史文昌忍住剧痛拉响炸
药包。随着一声声巨响，城垣东北
角炸开了 20 多米长的缺口，解放军
顺利攻进汤阴城，近万人的反动武
装束手就擒。战后，史文昌被送进
医院治疗，不幸的是，他的左眼从
此失去了光明。

地方建设当劳模

朝鲜战争爆发后，身体多处负
伤的史文昌不能亲临战场杀敌，负
责到全国各地征兵送往朝鲜，为抗
美 援 朝 做 一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工 作 。
1954 年，组织上安排他到新郑县任
武装部部长。他谢绝了组织上的照
顾，回家乡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他
把组织发的安家费全拿出来为生产
队买了 2 匹骡马及车辆，带领群众
大力发展生产。他发扬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
光荣传统。1956 年，他被评为河南
省劳动模范，参加了全省首届劳动
模范表彰大会，受到省委主要领导
的接见。

史文昌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
经常给子女讲抗日故事，教育子女
要用自己的辛勤努力创造幸福生
活 。 他 的 6 个 子 女 有 在 部 队 工 作
的，也有在地方工作的，但不论从
事什么工作，个个都很出色。谈到
这些，他的儿女深有感触地说：“没
有父亲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③2

汝南县韩庄镇是一片红色的热
土，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里就有王富贵等共产党员进行革
命活动。这里是“王楼之战”“地母娘
庙伏击战”“韩庄惨案”的发生地，是
北伐军讲习所、解放确山战役后方医
院故址，19名无名烈士墓至今犹存。
杨靖宇、王国华、李鸣岐、王克新、周
骏鸣、张星江、徐子荣和吴君孝等革
命先辈在这里留下了英雄的足迹。
对于我的家乡汝南县韩庄镇西肖屯
的村民来说，抗日战争时期，“地母娘
庙伏击战”之后的“老日田”，是一个
充满勇敢而又自豪的名词，它所包含
的民族气节，已成了西肖屯村一代代
人珍贵的回忆。

田，在我的家乡，无疑是一块块
平整的土地，而“老日田”的“田”，原
来却是一片洼地。它在今天西肖屯
小学的南侧，至今仍保留着差不多原
来的大小，究其这个名字的由来，还
要回到上世纪40年代。

1943 年春，侵华日军占领了中
原大多城镇，封锁了平汉铁路沿线，
在驻马店东南塔桥设立临时兵营。
为了强化对沦陷区的管制，日军经
常派骑兵小队从塔桥附近向四周据
点巡逻，而向东南韩庄、官庄据点巡
逻，必经驻马店往东南的官道韩庄
镇西肖屯一段。侵华日军的巡逻兵
每次出巡都是骑着东洋大马，荷枪
实弹，耀武扬威，所到之处奸淫掳
掠，无恶不作。只要一听到日本鬼

子的风声，百姓都纷纷弃家跑反、四
处逃命。

1944年夏，西肖屯一带民间的抗
日自卫队悄悄壮大起来，他们几十号
人秘密联合起来，已拥有近20杆长枪
和短枪。在地下党员和抗日人士的
谋划下，准备在日军经常中途歇息的
地母娘庙设伏，袭击日军的巡逻骑兵
小队，抢夺日军的枪支和东洋马，以
打压日军的嚣张气焰。农历七月十
五这天，天气闷热，上午，日军骑兵小
队一路烧杀抢掠到韩庄集，抗日自卫
队得知日军下午返回，会沿韩庄至驻
马店的官道在地母娘庙歇息饮马，遂
在离地母娘庙不足百米的肖屯和王
庄村头设伏，突袭日军，日军若骑马
逃跑，再由接应的郭庄、秦庄、赵庄和
顾刘庄埋伏的队员追击，在八岔路以
东的空旷地带消灭或打垮日军。

下午 3时许，日军的骑兵小队果
然出现在韩庄到肖屯的官道上，到了
地母娘庙，他们得意扬扬地下马休
息。这时，埋伏在地母娘庙东西两侧
的抗日队员占据有利地势，向庙内日
军开枪射击，日军猝不及防，骑马夺
门而逃，抗日队员快步追击，一名日
军中弹落马，其余日军一边还击，一
边打马北逃。北边村庄埋伏的队员
听到枪响，也纷纷出击，一时枪声四
起，杀声震天，接着又有 2 名日军中
弹落马，日军弃马藏进高粱地里顽
抗，被抗日队员团团包围。傍晚时
分，3 名日军骑兵被消灭，抗日自卫

队收缴了日军的枪支，3匹战马中的
2匹被秦庄和郭庄的村民逮住，交给
了抗日自卫队，另 1匹据说跑回了日
军兵营。

还没等抗日自卫队员喝上庆功
酒，当晚，日军 300 多人就向西肖屯
一带的赵庄、郭庄杀来，幸亏秦庄的
地下党员提前派人报信，附近村庄百
姓才幸免于难。侵略者屠村未成，为
报复抗日自卫队，放火烧了赵庄村，
抓住了帮自卫队逮战马的一郭姓村
民，五花大绑扔进村南的池塘里，用
刺刀活活捅死。日军还从地窖里搜
出了秦庄一耿姓地下党员，把他捆在
大槐树上，四周围上木材活活烧死。
由于气温高，3名日军尸体没法运走，
侵略者就地把3名日军的尸首埋在郭
庄西南洼地的东南角。日军投降后，
家乡人就把埋日本鬼子的那片坑洼
地称作“老日田”。

新中国成立前后，家乡人民出于
对侵略者的仇恨，“老日田”被称为

“不成庄稼”的地方。1971年春，西肖
屯大队党支部决定，把原在地母娘庙
的肖屯小学整体搬迁到“老日田”北
侧，“老日田”周边一部分荒地被平整
为预制厂场地和操场。随着时间的
推移，“老日田”的历史也渐渐不被人
提起。每逢雨后，“老日田”里积了 1
米多深的水，但见青蛙浮水、小鱼嬉
戏，课后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976年春，西肖屯大队党支部书
记赵希福在“老日田”北边茅草地的

露天电影场上宣布，全大队13个生产
队齐动员，开挖“老日田”，彻底改变

“老日田”的旧貌，消除侵略者给西肖
屯人心理上造成的阴影。

开工那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西肖屯村 13个生产队派代表列队宣
誓，大队还把广播站设在工地旁，不
间断播送各生产队“出大力，流大汗，
革命路上加油干”的典型事迹。经过
1个多星期的开挖，1个百米见方、深
达丈余的蓄水塘宣告完工，水塘隶属
郭庄生产队，供集体抗旱取水，也能
放养一些鲢鱼、草鱼，一到过年，郭庄
家家能分到几条鱼，还是挺让其他生
产队羡慕的。

如今，“老日田”的四周分布着学
校、店铺和酒楼等，原来荒凉的北侧
也新建了百姓大舞台，白墙红瓦，小
楼挺秀，一派农村气息。而围在中间
的“老日田”，像一幅浓重肃穆的油
画，默默注视着那片日出星没、风来
云往的天空。

前些天，我回老家，约几位儿时
的同学小聚，推窗而望，昔日的“老日
田”，依然静幽幽、水汪汪的。我想，
无论就历史或现实意义来说，“老日
田”这个名字都不能从西肖屯的记忆
中抹去，这里应该竖块石碑，路过的
人们，看到石碑上的字，耳边也许会
再次响起那荡气回肠的声音——土
是我们的土，田是我们的田，西肖屯
的男儿不平凡，斗天斗地斗鬼子，御
侮自强保家园……③2

“老日田”的今昔
□ 肖永成

史文昌的战斗生涯
□ 朱合顺

中共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故居。⑥5

泌阳县马谷田镇孙庄村打碾石中国工农红 28军五道岭会议旧址。⑥5

泌阳县铜山乡焦竹园鄂豫边革命纪念馆。⑥5

中共鄂豫边省委“张楼”旧址。⑥5

（以上图片由程新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