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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南：身经百战建奇功
记者 王锦春 张志新 王吉城 文/图

核心提示：提起张笑南这个名字，或许现在很
多周口人并不熟悉， 但在鹿邑县和郸城县老一辈
人心中，这个名字却始终很亲切，一直给予他们无
限的力量和温暖。

民主县长张笑南，率领鹿邑独立团。
打倒地主和恶霸，领导穷人把身翻。
这是解放初期流传在鹿邑一带广大人民群众

中的一首歌谣，至今还在传颂。
这首歌谣直接见证了张笑南这个人物在创建

和保卫鹿邑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以及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的崇高威望。
那么，张笑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又做过什么

样的事？ 又怎能让人民群众以歌谣的形式颂扬至
今呢？

下面，就让我们先略识一下张笑南，然后再穿
过历史烟云，摘取他的精彩片段，全面认识这样一
位一生认定党 、一生追随党、一生相信党，把一生
奉献给党的豫东汉子吧！

张笑南，1921年 1月 24日出生于河南鹿邑县
郸城西（今郸城汲冢镇）寨后张村，1939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8岁时，张笑南在鹿邑参加魏凤楼举办
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后经张爱萍、魏凤楼推荐，彭
雪枫司令员批准，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
业后被分配到晋冀鲁豫边区部队， 历任边区某部
指导员、营长、武工队长兼政委、团政治部主任等
职，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等。

解放战争时期， 张笑南受党组织委派回豫东
开辟新区，组织武装斗争，先后被任命为太（康）南
游击支队政委，淮太西边区县县长兼县委书记，鹿
淮太边区县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 鹿邑县民主政
府县长、 县独立团团长兼豫皖苏军区第二军分区
四团团长。

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张笑南曾供
职于二野 18军后勤部。 1949年，张笑南因遭人诬
陷从渡江前线回河南接受审查，后经组织调查，认
定所告事由“属于虚构”，12月被撤销处分，任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组长。

后因再次遭到诬陷，受到不公正待遇，1973年
12月 15日病逝于夏邑县人民医院，终年 52岁。

风华正茂：学生时代跟定党
1921年 1月 24日，张笑南出生在鹿邑县一个

杏林世家，在他 10 多岁的时候，与其父亲相识的
中共党员邵子奇因躲避国民党的追捕逃到他家避

难。
就在与邵子奇接触的两年时间里， 张笑南懵

懵懂懂地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1934年，13
岁的张笑南以优异成绩从鹿邑县第二完小 （即宁
平完小）考入淮阳成达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共产
党的活动非常活跃， 这就给了张笑南进一步接近
党、认识党的土壤。

1935 年底，“一二·九” 运动的影响传播至淮
阳，淮阳进步师生联合发起成立“抗日救国会”，声
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此时，不满 15 岁的张笑南
便以淮阳成达中学学生领袖的身份，组织本校 300
余学生参加淮阳“抗日救国动员大会”。 至此，张笑
南已经萌生了认定党、跟随党的决心和理想。

不幸的是， 淮阳县国民党出动警察逮捕了包
括张笑南在内的 40多名学生。 后来，其父张永福
花费家中所有积蓄，才把张笑南从狱中搭救而出，
并让其继续在校读书至毕业。

毕业后的张笑南，经党组织安排，担任从开封
来到豫东工作的共产党员杨春芙的工作员和警卫

员，俨然已经成为革命的一分子。
随后不久， 张笑南报考鹿邑抗日青年干部培

训班，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在这里，张笑南
认识了彭雪枫、张爱萍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聆听
他们的革命教诲，进步很快，写下了“救国救民岂
能待，改造社会是我责”的豪迈诗句。

1939年 1月， 鹿邑县汲水区举行人民誓师抗
日大会后，张笑南等 50位同学被安排到彭雪枫新
四军游击支队。 不久之后， 张笑南加入中国共产
党。

出类拔萃：太行山上建奇功
1939年 2月， 已在彭雪枫新四军游击支队任

排长的张笑南和王明英等 5人被彭雪枫、张爱萍、
魏凤楼、李子木等人集体研究决定，送往革命圣地
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

来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以后， 张笑南在这里
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刘伯承等党
的领袖和高级指挥员，并聆听他们授课，学到了一
整套干部政策和军事理论，开拓了眼界和视野，成
为其日后领导和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法宝。

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 张笑南到八路军总部
工作，被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新一旅，任一团一营
一连指导员。

张笑南被编入新一旅后， 参加的第一仗便是
打退逼迫抗日部队退出壶关的国民党部队第 27
军的进攻。

而张笑南第一次立功的时候， 便是和日军进
行的 “白晋战役”。

在“白晋战役”前，当大家商讨如何圆满完成
对敌任务时，张笑南提出了自己的军事观点，就是
这场战斗的“关键”在于将敌人死死“咬住”，但是
要“咬住”敌人，就要把敌人打得起 “火”，然后向敌
人由强示弱，边打边撤，最后将敌人引至有利地带
围歼。

果不其然，大家按照张笑南的办法，不但成功
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还消灭日军 300余人。 最
终，“白晋战役” 取得胜利， 张笑南因此役组织得
力，英勇机智，被记二等功一次。

令人拍案叫好的是，张笑南在一次战斗中，与
日军一名中队长进行肉搏战， 还缴获了一把日本
指挥刀。为此，他和全体官兵受到旅长韦杰和师长
刘伯承的表扬。

自 1940年开始， 张笑南在参加 “百团大战”
中，相继完成攻打安阳车站、袭击安阳北侧铁路、
牵制日军等任务。 张笑南也因出色的工作和指挥
能力，晋升新一旅一团一营营长。 其后，张笑南在
太行战斗的 6年里，多次被评为八路军 129师“模
范党员”“模范干部”等。

1943年， 张笑南出任太行武工队的队长兼政
治委员后，他按照邓小平“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
又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战绩。

其中， 张笑南和倾向于共产党的一个镇长韩
彪联手智斗日军的事，堪称太行传奇。

一次， 日军让韩彪抓捕 500名差役去河南境
内的道清铁路两侧挖掘防护壕沟。 韩彪一边表现
得十分积极， 一边暗中接纳张笑南武工队的战士
充当差役，大半天时间，500人就已凑齐。

当日军集合这 500人进行训话的时候， 差役
中一个头上扎着羊肚手巾， 与当地农民一样打扮
的高个子青年，疾速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砰”的
一声枪响， 将一颗子弹打入了正在训话的日军小
队长的脑袋中。

这时， 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八路军游击队
来了，快跑啊！ ”剩下的 9名日军见状不妙，急忙逃
窜，被张笑南带领的战士打死 7人。

那位对着日军第一个开枪的高个子青年就是

张笑南。从此，张笑南领导的武工队在上党地区声
威大震。

1945年， 张笑南又参加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
役， 并被编入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 因表现出
色，升任十七旅四十九团政治部主任。

有勇有谋：豫东大地显身手
1946年 3月，经组织决定，张笑南被派往冀鲁

豫军区开展工作，并执行中央军委“控制水东”战
略任务，进入水东地区开辟创建农村根据地。就这
样， 张笑南离开了太行这片曾经为之流血和奋战
的土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946年 5月，张笑南回到家乡后，找到水东地
委书记王其梅，接任太南游击支队政委，并带上王
其梅的警卫员贾书齐， 两个人前往鹿邑逐步向敌
占区开展工作。

当时的水东地区强敌盘根错节， 除了国民党
张岚峰部、李慎言部外，还有解东江等地方武装，
他们有时联合起来，积极执行蒋介石“剿共”秘密
会议指令，时时窥视共产党活动。

另外一些拉杆为匪的土顽， 在鹿邑县境内也
有 50支之多，他们与官府、地主老财互相勾结，横
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

张笑南回到鹿邑后，经一个月的侦察，摸清了
敌人在水东及水东周围地区的活动情况， 并秘密
做着发展革命武装的准备。

由于张笑南工作能力出色，相继发展张新发、
丁兴国、田文仲、傅恒修等 40多名革命分子，并以
黑河岸边的芦苇荡作掩护开始集中训练。

开展革命离不开经费，而党的经费十分紧张。
张笑南的父亲为支持儿子革命，将家中的 40亩土
地卖掉，筹措大洋让张笑南购买枪支弹药，使张笑
南正式拉开了在鹿邑开展武装革命的序幕。

1946年 10月， 鹿淮太边区县民主政府成立。
为巩固民主政权，打击敌人，张笑南率领县大队经
常出击。12月，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将
水东东部由张笑南着手领导和创建的鹿邑革命根

据地，选作新组建的豫皖苏边区的中心根据地。
为什么张笑南在鹿邑开展武装革命的过程

中，取得这么骄人的成绩呢？ 有两件事情，可以彰
显出张笑南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斗争技巧。

时至 1947 年春节，晋冀鲁豫野战军执行“控
制水东”战略步伐加快，最先解放水东腹地城市柘
城。 柘城解放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解放鹿邑。

在解放鹿邑之前，张笑南先后发动大小战斗 4
次，其中有一次战斗，张笑南化装成国民党军官，
骑着高头大马， 带着打扮成国民党士兵的游击队
战士大摇大摆来到土顽张豁子驻地， 将敌人 132
人全部俘虏，并收缴机枪 1挺、长枪 96支、短枪 30
支、子弹 800余发、手榴弹 20枚，令人拍案叫好。

在攻打鹿邑县城时， 虽然有张笑南奠定的革
命基础，但是鉴于鹿邑县城敌驻军数额大、战斗力
强悍等特点， 组织决定由刘邓军队下属的两个纵
队配合鹿邑人民武装担负攻城任务。 但在攻城之
前，必须要先拿到鹿邑县城的城防图，这个任务就
落在了张笑南身上。

张笑南于是化装一番， 带领两名同志潜入鹿
邑县城，期间虽多次遇到国民党士兵盘问，都化险
为夷。 最终，张笑南等人通过一边爬城墙，一边摸
着砖缝一层层数到顶层的方法， 并又跪地对城墙
的宽度进行了手测， 只用 6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侦
察鹿邑城防的任务。

1947年，解放鹿邑县城的战役正式打响，张笑
南率鹿邑县人民武装配合攻城行动。最终，经过激
烈战斗，鹿邑县城第一次解放。 此役，歼敌 4000余
人， 生俘伪商丘专员公署保安二团团长汲钱荪等
1000余人。

而另一件张笑南深入虎穴瓦解“红枪会”的传
奇故事，将其高超的斗争技巧展现得淋漓尽致，至
今还在鹿邑县老一辈人中传颂。

所谓的“红枪会”属于会道门组织，依附于国
民党。 后来，“红枪会”以“群众自卫组织”为名，一
直威胁着鹿邑县民主政权。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948 年 8 月 2 日，《鹿邑
县民主政府取缔冯桥会道门组织（“红枪会”武装）
的通知》下发，并张贴宣传。

而会道门组织头目庄抚琴知道此事后， 为了
达到把持政权、炫耀武力的目的，派人向民主政府
递交“邀请函”，点名请张笑南县长前往冯桥“商讨
相关事宜”。

原以为张笑南不敢赴约， 谁知当庄抚琴信使
将“邀请函”送达张笑南手中时，张笑南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

张笑南按时赴约，仅带着 4名警卫人员。 一到
冯桥，就看到了庄抚琴摆出的长蛇阵，气势肃杀森

严，杀气腾腾，不可一世。
但是张笑南却临危不惧， 义正辞严地向不明

真相加入会道门组织的群众宣讲中国共产党的主

张和政策， 以及中国共产党正在率领解放军取得
的辉煌战果和有利形势。

就这样，张笑南一口气讲了个把小时，最后坦
然离开会场，对“红枪会”起到了良好的心理瓦解
作用。

后来， 豫苏皖二地委、 二分区执行张国华命
令， 在魏凤楼统一指挥下， 带领张笑南等地方武
装，一起用武力解决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 “红枪
会”少数顽固分子，当场毙伤俘虏“红枪会”300 余
人，其中击毙骨干分子 5人，彻底解决了“红枪会”
把持的涡北政权，解放了 8万人民群众。

从 1946年 5 月到 1949年初， 张笑南率领鹿
邑革命武装，进行大小战斗 100余次，缴获各种枪
炮数千支（门）。 在他的领导下，鹿邑地区的人民武
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和
发展，从而结束了国民党的压迫和专制统治，实现
了人民当家做主。 因而，鹿邑人说到张笑南时，总
是称“我们的民主县长”。

张笑南对待敌人有勇有谋，绝不手软，但是对
待革命同志却如春天般的温暖。一次，身为鹿邑独
立团团长的张笑南和一位副团长在执行战斗任务

时，副团长不幸中弹，张笑南冒着危险将这位副团
长救出。

由于受伤严重，副团长不幸牺牲。
当晚， 张笑南把这位副团长暂放在一座破庙

中， 陪着这位副团长睡了一夜。 张笑南说：“老伙
计，咱俩再睡一晚上吧！ ”场面令人为之动容。

一门忠烈：六亲属献身革命
自 1946 年 5 月，张笑南被派往水东，接受依

托淮太西（简称太南）向东部敌占区推进发展革命
任务后，时刻不忘使命，使鹿邑地区人民武装力量
不断发展壮大， 为野战部队输送兵员 4000余人。
其中， 在张笑南影响下， 自己所在的村庄就有 40
多人参加革命，包括近亲属 10多人。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 张笑南一门有 6位亲人
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他们分别是：张
笑南的父亲张永福，叔爷张新发，堂叔张永贞、张
永功、张永海、张永兴。

1949年 1月 28日，在鹿邑县中学隆重召开的
鹿邑各界慰问烈军属暨支前英模表彰大会上，张
笑南父亲张永福等“一门六烈士”精忠报国的感人
事迹受到特别表彰。时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原
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的吴芝圃为“六烈士”亲书挽
联献给大会和张永福诸烈士：

居乡蒙难，就地坚持，一门六烈士永垂典范，
老先生领袖群伦，骂贼而死大节殊荣称鹿邑。

腰铡残罚，断手酷刑，千载数英灵长留壮烈，
诸同志效忠革命，为国捐身丰功伟绩炳中州。

在张笑南“一门六烈士”中，就让我们看看其
父亲张永福和其叔爷张新发这两位为革命牺牲的

英烈故事吧！
张笑南的父亲张永福， 字备五，1894年生，其

祖上行医多代，累积家传骨外科治疗经验。张永福
18 岁时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外科疾病行家里
手，为众多劳苦大众解除了病痛。 行医中，张永福
结交了同是出生医学世家的中共党员邵子奇，并
接纳邵子奇在家避难两年。

后来，张永福凭借高超医术，秘密医治豫苏皖
军区第二军分区受伤战士， 挽救了很多战士的生
命。

1947年 8月， 敌人将张永福绑架到一座破庙
里打成重伤。在张笑南营救其返回营地途中时，因
伤势过重死去，年仅 53岁。

而张新发， 是张笑南爷爷同父异母的弟兄，
1906年出生，比张笑南大 15 岁，年轻时在柘城一
家糕点铺谋生， 后来与中共党员邵子奇有过密切
接触。

张笑南回到鹿邑开展革命后， 张新发第一个
追随张笑南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革命后，张新发
在历次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多次出色完成
党交给的任务，历任警卫班长、警卫排长、警卫副
连长等职。

1947年 11月，离家一年多在外革命的张新发
回到村中看望妻儿，被敌人盯上并逮捕。张新发被
捕后，受尽敌人残酷折磨，却始终咬紧牙关没有透
露党的半点消息。最终，张新发被恼羞成怒的敌人
推入铡刀，英雄就义，年仅 41岁。

1949年 2月， 张笑南领导下的鹿邑县独立团
及新参军人员 3500 余人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第十八军。张笑南被
调任第十八军运输部运输科科长，4月， 在筹备接
管江西九江拟任九江市军管会主任时， 发生了一
件改变其人生命运的事。

时任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对张笑南说， 有人
告发他，要求他回到河南说明问题。

就这样， 张笑南在渡江战役的前夕和时任第
五十三师政治委员王其梅一起回到河南说明问

题。回到河南开封后，大家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
了。有关部门根据揭发信提供的材料，决定给予张
笑南“隔离审查、留党察看一年半，分配一定工作，
以观后效”的政治处分。

最后，组织上对张笑南重新审查，最终给出的
结论是：所告“属于虚构”，党组织撤销对他的全部
处分。

1950年，张笑南再次遭到诬陷，受到不公正待
遇。 之后，一直在商丘永城、夏邑等农场工作。

1973年 12月 15日， 张笑南在商丘夏邑县王
岳楼苗圃场工作期间，因突发疾病，于夏邑县人民
医院去世，终年 53岁。

弥留之际：留儿破旧空皮箱
2020年 5月 22日，记者一行来到商丘市见到

了张笑南的年过七旬的儿子———张树人。
初见张树人时， 其高大的个子和面带笑容的

脸庞， 与张笑南曾经照片上高大威武的样子颇为
相似。在对张树人采访的过程中，他讲述了父亲曾
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他说，父亲是一位乐观豁达的人，性格豪爽，
爱管闲事，尤其对社会上一些不公平之事，总是看
不惯，特别对待下属十分严厉，有时候在原则问题
上，还会指着下属鼻子“骂”，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但他对老百姓却再好不过，很少发脾气，总是尽力
给予帮助。

张树人说，父亲在“文革”期间被人揪到鹿邑
县进行批斗时，老百姓纷纷拿起鸡蛋、土坷垃砸向
揪斗父亲的人员， 并纷纷替其喊冤：“要是张笑南
是坏人，那天下就没有好人了！ ”

“我父亲被关押在鹿邑一间屋子的时候，当地
老百姓纷纷为父亲送吃的、喝的、穿的，足足堆了
半间房子那么多。 ”张树人讲起这件事时，大家深
深感觉到张笑南在鹿邑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

谈起张笑南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张树人
说，父亲是一位乐观豁达的人，不论在什么岗位，
都一心为老百姓做事，并始终相信党、跟随党、认
定党。

张树人清晰地记着父亲曾经多次给他说过的

这样一句话：“我相信组织、相信党，我的问题一定
会得到正确解决的。 ”张树人回忆说，有一次，组织
上给他来一封信，开头写到“张笑南同志”。 他看后
非常高兴，大声说：‘我还是同志，我相信共产党。 “

张笑南对儿女要求十分严格， 从来不让沾党
的半点光。 张树人说，他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进
入一机械厂工作后，由于工作岗位在一线，又脏又
累，长时间身体吃不消，便想让父亲想想办法，换
一个工作岗位。

然而， 当张树人向父亲提出这个小小的要求
时，张笑南一拍桌子，厉声呵斥道：“别人可以干的
工作，你为啥不可以干？ ”从此以后，张树人再也没
有给父亲提过任何过分要求。

令张树人想不到的是，其父亲病重弥留之际，
他正在商丘一中学读书， 急忙赶到夏邑县人民医
院时，其父亲已经离开人世，只留给他一只破旧帆
布箱，里面仅有一顶单帽……

采访札记：对于张笑南，记者本来知之甚少，
之所以采写张笑南的事迹，源于《丰碑在人间———
张笑南传》一书。

这本书为张光亮、张德兴、王明银、丁儒仁等
人花费多年心血所著， 目的是为了纪念和缅怀张
笑南这位传奇人物。

张德兴说，每次回到老家和人谈起张笑南时，
很多人都觉得张笑南为党和人民作出过如此大的

贡献，人们不能忘记张笑南这样的英雄。
为此，张德兴等出于让更多人了解张笑南、记

住张笑南、缅怀张笑南的心愿，不辞辛劳，东奔西
走，终成此书。

记者感慨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 张笑南和众多仁人志士
怀着为解放劳苦大众的理想，坚定地跟着党走，一
心为民，从来没有想过要升官发财，青史留名。

后来， 虽然张笑南因种种原因遭受过一些不
公正的待遇，但他无怨无悔的是，自己曾跟随党走
过一程。

就这样，张笑南始终在一生认定党、一生追随
党、一生相信党之间，完成了把自己一生奉献给党
的初心使命。 ①2

张笑南在领导创建鹿邑根据地时与他的战友合影,前排左四为张笑南。张笑南在领导创建鹿邑根据地时与他的战友合影,前排左四为张笑南。

张笑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丰碑在人心———张笑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