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2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三

Ｅ－ｍａｉｌ ／ 2278898715@qq.com 组版编辑 韩瀚

55人物

李发明：血战台儿庄的敢死队员
□记者 王锦春 田亚楠

������1986 年一个夏天的晚上，月光如银。 电影《血战台儿庄》正在周
口市商水县一个乡村放映。 说话声、蟋蟀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很少有人注意，在观影的人群中，一位老人默默流下了眼泪。老
人身材高大，笔直地坐在板凳上。虽上了年纪但依旧精神矍铄，微微
下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好似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老人名叫李发明，曾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军拼过命，赢得全村人
的尊重。 电影情节不断进展，演到中国军队组织敢死队冲锋片段的
时候，李发明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引来其他人的关注。有人知道他的
经历，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上前安慰，但老人依旧大哭不止，哭声凄
惨，让人动容。 在影片最后，老人抬起颤抖的手指着影片哽咽地说：
“敢死队里就有我……”

30 多年前银幕下的那一幕，仍深深镌刻在李杰的记忆里。 父亲
李发明生前并不愿意过多讲述当年的事情。不过，作为家人，李杰兄
妹几个还是或多或少地知道了父亲的故事。2022 年 4 月的一天，我
们走进李发明的老家，听他的家人拾起当年记忆， 还原李发明血战
台儿庄的经历。

������1917 年，李发明出生在商水县
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靠给地主种
地为生。 随着年纪的增长，家里生
活越来越困难。 1937 年，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 “上战场是战死，不上战
场是饿死 ，横竖都是死 ，那我宁愿
抗日战死。 ”李发明主动投军，将那
少得可怜的补贴留给父母，只身走
上了抗日的战场。

在军队里，身高一米九的李发
明格外显眼 ，他机灵能干 ，浑身充
满了力量 ，因肺活量大 ，李发明成
为吹冲锋号的司号员。 每次战斗，
他都用雄厚有力的号声指挥战士

们冲锋，为奋战在一线的战士们鼓
舞士气。

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 李发
明的部队多次被打散，每次李发明
都会第一时间寻找部队。 在一次战
斗中 ，李发明被俘 ，遭受日军难以
想象的折磨 ， 被日军打得昏了过
去，再被一盆水泼醒继续打。 一个
漆黑的夜晚，奄奄一息的李发明侥
幸逃脱，捡了一条命。 这次被俘，给
李发明内心带来极大触动，加深了
他对日军的憎恶，他发誓要将日本
人赶出中国。

宁愿抗日战死

������“卢沟桥事变 ”后 ，平津沦陷 ，
北方大城市相继失守。 在南方，上
海、杭州等大城市全部落入倭寇之
手。 1937 年 12 月 7 日，日军攻占南
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南京大屠
杀”。 之后，日军直扑徐州，企图打
通津浦线，为南北日军成功会师创
造条件 。 而台儿庄恰位于徐州东
北，是徐州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 为此，我国军队决定：在台儿
庄展开会战，阻击日军西进。

进攻台儿庄之敌，是日军坂本
支队和濑谷支队两个师团。 这两支
部队是日军精锐，装备精良 、气焰
嚣张，扬言要一举踏平台儿庄。 而
中国应战军队，大多是晋绥 、淞沪
战场撤下来的疲惫之师 ， 装备极
差。

根据部署， 中国军队第 27 师
在以台儿庄以东黄林庄一带布防，
采取定点打援的积极防御阵地战。
作为第 27 师 157 团 3 营 7 连的战
士， 李发明同战友来到台儿庄前
线，准备与日军决战。

3 月 27 日， 第 27 师向刘家湖

发起猛攻。 师长黄樵松亲自督战。
李发明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战场上已是满城焦土、 断壁残垣，
尸横遍野。 多次上过战场，经历过
生死离别，见到眼前的场景 ，李发
明还是不由得浑身发抖。

敌人新一轮的进攻开始了。 李
发明立即拿起冲锋号， 背上步枪，
随军奔赴一线应敌。 炮声轰鸣，机
枪猛烈，火药味、血腥气扑面而来，
脚边尸体叠加堵塞，压抑的环境让
人透不过气。 李发明只觉胸口嗵嗵
直跳，血往上涌，心里升腾起一种
前所未有的悲壮感。

敌人嗷嗷叫着冲上来，李发明
站在一个土坡之上，吹响那雄浑的
号声 ， 中国守军战士有的端起步
枪，有的手持大刀 ，个个奋不顾身
向敌人冲锋。 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
开火，弹雨交织，一片火网。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傍晚，日军
暂时撤退，中国守军也受到严重创
伤。 看着昔日的战友和老乡们一个
个倒下， 李发明愈发悲壮和愤怒，
决心要为他们报仇。

台儿庄吹响冲锋号

������从 3 月 24 日开始， 日军在飞机、
坦克、大炮的配合下 ，向台儿庄发起
连番进攻。 之后几日，中日两军在台
儿庄展开激烈的攻防拉锯战。

两次进攻失利后，得到增援的日军
对台儿庄发到了第三次攻击。 日军炮轰
台儿庄围墙，北墙被炸塌。300多日军突
入城内，同中国守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对这次巷战
作了报道：巷战经验告诉了士兵们，本
日作战，飞机不如大炮可怕，大炮不如
机枪，而进入街市战之后，机枪不如手
榴弹，手榴弹又不如大刀了……

3 月 30 日清晨，敌军猛烈的进攻
突破中国守军西北防线 。 军情急似
火，敌寇如魔。 紧急之下，第 27 师前
来增援。 李发明所在连的连长王范堂
决定组织敢死队，从侧面绕到敌人背
后出其不意。

敢死队， 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称
呼，预示着危险，预示着有去无回。

听说要成立敢死队， 战士们纷纷
报名参加。他们不怕牺牲，不恋荣誉，他
们只想将鬼子全部消灭， 过上和平的
生活。经过筛选，最终选出 57名健壮有
力的战士组成敢死队， 由连长王范堂
担任队长，李发明也位列其中。

敢死队队员们装备齐全， 每人一
顶钢盔、一把步枪，一把大刀，腰挂手
榴弹。 在准备装备时，人高马大的李
发明特地领取两把大刀，一把拿在手
上，一把背在身后。 日后的岁月里，李
发明曾经多次给子女讲 ，“我为啥要
背两把大刀？ 想多杀鬼子，一把刀用
坏了，用另一把。 明晃晃的大刀长约
70 厘米， 刀片长度 50 厘米， 重约 4
斤，拿到手上极具分量。 由于大刀刀
片过长 ，刀身较重 ，在磨刀的时候特
别费力 。 聪明的李发明找来两根绳
子，分别吊在大刀的两头 ，把大刀吊
在树枝上， 让树枝承担大刀的重量，
这样前后磨起刀来就轻松多了。 这一
做法受到连长王范堂的夸奖，于是全
连照做效仿起来。

傍晚时分， 在敌军大炮的轰鸣声
中，57 名敢死队队员穿好装备， 迅速
集结， 连长王范堂带领大家宣誓：“为
国杀敌！ ”出征前夕，师长宣布每名队
员赏 30 块大洋， 却没有人为之动容。

队员们说，我们打仗，命都不要了，还
要钱干什么。 我们牺牲了， 只要立块
碑，说我们是为抗日牺牲的就行了。

一人，两人……57 人 ，大家几乎
异口同声念着一声诗：

昨夜梦中炮声隆，朝来榴花满地红。
英雄效命近咫尺，榴花原是血染成。
石榴树是山东鲁南的一种特产。

每年春末夏初繁花怒放， 灿如云霞。
那时，这是敢死队员们上战场之前必
要朗诵的一首绝命诗， 出自第 27 师
师长黄樵松之手。

炮场隆隆中， 敢死队员们其声悲
壮，其情激昂。

在台儿庄战斗的最后几天，几乎所
有的士兵都是默念着这首诗冲向敌人。

入夜，中国军队组织炮火，猛轰突
入台儿庄西北角阵地的日军， 并命令
两翼策应。王范堂把 57人编成 6个小
组，每组携云梯一架匍匐前进。三月的
夜晚还是有些寒冷，或许是因为寒冷，
或许是因为冲天的炮火， 身着单薄的
李发明趴在地上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很快来到城墙之下， 李发明的心提到
了嗓子眼，握紧大刀的手攥出汗来。

中国军队炮火一停 ，6 架云梯同
时竖了起来。 王范堂先攀上城头，李
发明紧随其后。与战士们一起向城下
鬼子阵地狠狠地投掷手榴弹。敌人没
想到会有敢死队从后面城墙爬上来，
瞬时被炸得血肉横飞。 随即，队员们
手舞大刀， 从城墙斜坡上冲下去，一
阵猛打狠劈，消灭了大部分敌人。 围
城部队上前策应 ，进展较快 ，给日军
以沉重打击……战至天亮，阵地全部
被夺回， 被日军撕开的口子又被重新
封上。 最后敌军遗尸 60 多具，而敢死
队牺牲 44人，只活下来 13人！

被日军打得像筛子一样的台儿庄

古城，中国守军杀红了眼 ，坚守着最
后的阵地。 4 月 7 日，凌晨，中国军队
吹响了反攻的号角，中日双方再次展
开惨烈的巷战和肉搏战。 一时间，台
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 最终
日军全线撤退，中国军队猛追。 至此，
台儿庄战役结束。 此战，中国军队用
伤亡三万多人的代价，歼灭日军王牌
部队一万多人，是中国抗战以来取得
的一次重大胜利。

入选敢死队 肉搏日寇

������在这次战斗中，李发明浑身是伤，
脚踝被射穿 ，无法正常行走 ，他只得
从一线退下来养伤。 后来，李发明从
军队中退役，回到家中。

回到家中的李发明结婚生子，生
活依旧清贫困苦， 后来分了土地，生
活才渐渐有了好转。

他历经过九死一生， 从尸山血海
中爬出来过。 他曾亲眼看到无数兄弟
和战友血肉横飞地死在他跟前。 李发
明很少和他人讲述自己在军队的生

活， 更少提及台儿庄战役参加敢死队
的经历，因为那一段经历痛苦而惊险。
他只是觉得，能够活下来就是万幸。 但

时间长了，村民们都知道李发明在抗日
战场上打过鬼子，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
道，作为曾经的 57名敢死队成员之一，
李发明为阻击日军立下过战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痕迹渐渐
抹去，李发明仅剩一把从战场带回来的
军号和一枚银圆。 铜色的军号做工精
致、厚重有力，历经 70余年依旧不掩其
色。 20世纪 80年代，李发明去世。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今天我们能
够享受到和平的环境，离不开李发明
这一辈人的付出。 屈辱的历史一去不
返，当下的中国盛世太平，国富民强。
我们仍需勿忘国耻，要牢记历史。③11

负伤返乡 平淡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