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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在山西战场上
的解放军战士应该很纳闷：抗
战胜利都几年了，怎么还会在
战场上遭遇到日本鬼子？

回溯历史，这一怪事，是
几种邪恶力量纠合在一起才
产生的……

“

日本投降 4 年后，解放军又全歼了一支日军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渠渠宏宏卿卿

2200世世纪纪三三四四十十年年代代，，除除了了埃埃德德加加··斯斯诺诺，，还还有有
很很多多外外国国青青年年向向往往着着延延安安。。

来来自自美美国国的的寒寒春春、、阳阳早早夫夫妇妇想想看看看看中中国国共共产产
党党领领导导的的队队伍伍是是否否像像《《红红星星照照耀耀中中国国》》里里说说的的那那么么
神神奇奇。。

近近日日，，《《寒寒春春 阳阳早早画画传传》》由由中中国国机机械械工工业业出出
版版社社出出版版。。打打开开此此书书，，就就像像来来到到时时光光机机前前。。330000 多多
张张宝宝贵贵照照片片和和一一连连串串故故事事就就像像一一个个个个““沙沙、、沙沙””而而
过过的的历历史史瞬瞬间间，，讲讲述述了了这这对对美美国国夫夫妇妇在在中中国国经经历历
的的如如歌歌岁岁月月。。

相约来华

11993399 年年，，1188岁岁的的寒寒春春进进入入美美国国本本宁宁顿顿学学院院。。
在在大大学学里里，，寒寒春春深深深深地地迷迷上上了了原原子子轨轨迹迹。。11994422 年年
夏夏天天，，寒寒春春考考入入威威斯斯康康星星大大学学读读研研。。11994444 年年，，她她发发
现现身身边边的的同同学学一一个个个个都都““消消失失””了了。。没没有有人人知知道道，，也也
没没有有人人说说发发生生了了什什么么事事情情。。有有一一天天，，寒寒春春收收到到了了来来
自自康康奈奈尔尔粒粒子子回回旋旋加加速速器器小小组组的的信信，，说说他他们们正正忙忙
于于一一个个军军事事项项目目，，问问她她是是否否有有兴兴趣趣参参加加。。寒寒春春把把收收
到到的的表表格格填填好好后后寄寄回回，，不不久久，，收收到到了了录录用用通通知知，，到到
新新墨墨西西哥哥州州的的洛洛斯斯阿阿拉拉莫莫斯斯((LLooss AAllaammooss))国国家家实实
验验室室从从事事科科学学研研究究，，著著名名核核物物理理学学家家费费米米是是研研究究
团团队队总总负负责责人人。。

11994455 年年 88月月 66日日，，美美国国在在广广岛岛扔扔下下原原子子弹弹。。33

天天后后，，长长崎崎遭遭到到了了与与广广岛岛同同样样的的命命运运。。参参与与研研制制的的
科科学学家家们们感感到到震震惊惊，，洛洛斯斯阿阿拉拉莫莫斯斯国国家家实实验验室室也也
掀掀起起轩轩然然大大波波。。有有些些科科学学家家想想从从美美国国军军方方手手中中““夺夺
回回””他他们们创创造造的的这这个个““怪怪兽兽””；；有有些些科科学学家家主主张张再再次次
使使用用原原子子弹弹；；有有些些科科学学家家回回避避政政治治问问题题，，想想继继续续他他
们们的的科科学学研研究究。。

之之后后不不久久，，寒寒春春看看到到美美国国核核物物理理领领域域越越来来越越
封封闭闭和和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秘秘密密。。当当年年一一起起奋奋斗斗的的科科学学家家
们们，，都都忙忙于于发发表表自自己己署署名名的的论论文文，，而而且且互互相相嫉嫉妒妒；；
接接着着又又发发现现自自己己的的课课题题经经费费原原来来是是美美国国海海军军提提供供
的的，，这这让让她她难难以以接接受受。。在在动动荡荡的的 2200世世纪纪 4400 年年代代，，
这这些些从从来来没没有有想想到到的的事事，，使使她她献献身身纯纯核核物物理理的的理理
想想彻彻底底动动摇摇了了。。

11991188 年年出出生生的的阳阳早早，，生生活活就就不不像像寒寒春春那那样样光光
鲜鲜了了，，他他的的父父母母最最初初带带着着孩孩子子们们在在纽纽约约州州靠靠一一个个
租租的的农农场场来来续续写写家家庭庭梦梦想想。。阳阳早早很很小小就就要要参参加加劳劳
动动，，因因为为早早晚晚挤挤奶奶和和喂喂牛牛都都在在天天不不亮亮和和天天黑黑时时进进
行行，，他他的的第第一一份份工工作作就就是是每每天天提提两两次次灯灯笼笼照照亮亮牛牛
棚棚。。

阳阳早早对对学学校校教教的的东东西西很很感感兴兴趣趣，，1155岁岁时时开开始始
关关心心俄俄国国革革命命，，然然而而当当时时反反苏苏论论调调在在美美国国达达到到了了
顶顶点点，，大大多多数数人人在在政政治治上上不不赞赞成成他他的的想想法法。。11993366
年年高高中中毕毕业业时时，，他他已已经经成成为为具具有有左左翼翼倾倾向向、、赞赞赏赏苏苏
联联革革命命的的人人士士。。

11993388 年年，，阳阳早早进进入入伊伊利利诺诺伊伊州州立立大大学学学学医医。。

他他始始终终怀怀念念农农场场生生活活，，觉觉得得养养牛牛才才是是自自己己的的理理想想。。
于于是是一一年年后后转转到到康康奈奈尔尔大大学学农农学学院院学学习习。。

在在康康奈奈尔尔大大学学，，阳阳早早租租的的房房子子可可以以住住两两个个人人。。
寒寒春春的的哥哥哥哥韩韩丁丁————这这位位哈哈佛佛大大学学的的转转校校生生无无意意
中中向向他他求求合合租租，，于于是是两两人人成成了了室室友友。。周周末末时时，，韩韩丁丁
常常去去阳阳早早家家干干农农活活，，有有时时会会带带着着寒寒春春一一起起去去。。一一来来
二二去去，，为为素素昧昧平平生生的的寒寒春春与与阳阳早早搭搭起起了了日日后后的的““鹊鹊
桥桥””。。阳阳早早没没有有想想到到自自己己此此后后““人人生生的的前前途途””都都将将与与
寒寒春春紧紧密密相相连连，，更更没没有有想想到到两两人人未未来来将将到到中中国国西西
北北的的窑窑洞洞中中举举行行婚婚礼礼。。

此此时时，，从从遥遥远远的的东东方方————中中国国传传来来的的消消息息让让
阳阳早早、、寒寒春春感感到到新新鲜鲜好好奇奇。。一一番番曲曲折折之之后后，，他他们们先先
后后抵抵达达心心中中的的圣圣地地————延延安安。。

寻找真理

阳阳早早被被安安排排去去了了延延安安郊郊区区的的光光华华农农场场。。农农场场
有有 3300 来来头头牛牛，，每每天天产产些些牛牛奶奶。。自自从从离离开开美美国国，，第第一一
次次用用手手挤挤上上牛牛奶奶，，脚脚上上又又沾沾着着牛牛粪粪，，阳阳早早感感到到格格外外
惬惬意意！！在在随随后后一一年年的的时时间间里里，，阳阳早早翻翻山山越越岭岭，，与与敌敌
人人周周旋旋，，保保护护了了牛牛群群安安全全。。

平平常常工工作作中中阳阳早早发发现现，，他他们们路路过过的的农农村村早早已已
进进行行了了土土改改。。一一路路上上都都可可看看到到从从地地主主剥剥削削中中解解放放
出出来来的的农农民民子子弟弟入入伍伍、、给给解解放放军军运运输输补补给给、、送送粮粮食食
给给部部队队的的场场面面。。阳阳早早感感叹叹：：““土土改改被被证证明明是是红红军军的的

脊脊梁梁、、腿腿和和心心脏脏，，共共产产党党获获得得的的支支持持必必定定呈呈指指数数
级级增增长长！！””

在在山山西西和和陕陕西西的的某某些些地地区区，，由由于于战战争争和和自自
然然灾灾害害，，农农民民忍忍饥饥挨挨饿饿。。为为了了解解困困济济贫贫，，中中国国
共共产产党党设设置置了了一一条条由由河河北北往往山山西西、、陕陕西西运运送送粮粮
食食的的路路线线。。农农民民挑挑着着粮粮食食穿穿越越两两个个省省，，一一站站接接
一一站站地地把把粮粮食食运运到到最最需需要要的的地地区区，，救救灾灾济济民民。。
由由于于路路途途遥遥远远和和人人力力运运输输，，每每 110000斤斤救救济济粮粮，，
在在路路上上被被吃吃掉掉 4400斤斤。。此此刻刻，，阳阳早早想想起起在在救救济济
营营里里国国民民党党对对饥饥民民的的冷冷酷酷无无情情，，每每天天有有数数以以百百
计计的的人人死死去去，，而而成成袋袋的的面面粉粉还还放放在在仓仓库库里里，，感感
慨慨良良多多。。

一一年年来来，，阳阳早早和和大大家家一一起起翻翻山山越越岭岭，，与与敌敌人人
周周旋旋，，保保护护了了牛牛群群的的安安全全。。阳阳早早实实现现了了自自己己想想看看
看看中中国国革革命命的的梦梦想想，，他他亲亲眼眼所所见见毛毛主主席席、、共共产产党党
指指挥挥的的人人民民战战争争使使敌敌人人成成了了瞎瞎子子、、聋聋子子，，小小米米加加
步步枪枪的的人人民民军军队队化化险险为为夷夷、、游游刃刃有有余余，，打打败败了了美美
式式装装备备的的国国民民党党机机械械化化部部队队。。巨巨大大的的反反差差、、不不可可
思思议议的的事事实实，，震震撼撼了了阳阳早早的的心心。。他他思思考考着着：：为为什什
么么共共产产党党在在人人民民群群众众中中能能获获得得压压倒倒性性的的支支持持？？
甚甚至至被被俘俘的的大大多多数数国国民民党党士士兵兵也也选选择择加加入入人人民民
军军队队？？为为什什么么不不识识字字的的农农民民、、青青年年知知识识分分子子、、中中
老老年年领领导导干干部部，，都都那那么么信信心心坚坚定定、、不不怕怕艰艰苦苦、、聪聪
明明肯肯干干？？

阳阳早早的的世世界界观观、、人人生生观观在在潜潜移移默默化化中中开开

始始了了崭崭新新的的升升华华旅旅程程。。他他迫迫切切想想着着向向寒寒春春倾倾
诉诉自自己己在在延延安安的的亲亲身身经经历历和和感感受受，，他他给给寒寒春春
写写了了一一封封又又一一封封热热情情洋洋溢溢的的信信，，期期待待着着她她的的
到到来来。。

寒寒春春被被说说动动了了。。然然而而好好事事多多磨磨，，她她乘乘船船从从
美美国国抵抵达达上上海海后后，，多多次次尝尝试试突突破破国国民民党党的的封封锁锁，，
但但都都未未成成功功，，随随后后她她来来到到了了北北平平苦苦苦苦等等待待。。

终终于于，，11994499 年年春春天天的的一一天天，，一一个个声声音音对对寒寒
春春说说：：““你你可可以以去去延延安安了了！！””寒寒春春听听后后兴兴奋奋地地在在床床
上上翻翻了了个个跟跟头头！！向向延延安安进进发发让让她她兴兴奋奋不不已已。。在在负负
责责运运输输的的卡卡车车上上，，寒寒春春站站起起来来，，看看着着前前方方的的风风
景景，，大大声声地地唱唱起起了了歌歌。。

跨跨越越太太平平洋洋的的追追寻寻，，何何止止八八千千里里路路云云和和月月。。
寒寒春春终终于于见见到到了了宝宝塔塔，，见见到到了了梦梦中中的的、、书书中中的的、、
信信中中的的、、讲讲述述中中的的神神话话般般的的延延安安！！令令她她感感到到惊惊愕愕
的的是是，，经经历历了了战战火火洗洗礼礼的的延延安安被被国国民民党党炸炸得得一一
塌塌糊糊涂涂，，但但这这里里的的人人们们却却团团结结一一致致、、意意气气风风发发、、
乐乐观观自自信信，，决决心心要要重重建建一一个个崭崭新新的的社社会会、、解解放放全全
中中国国，，创创造造一一个个新新世世界界。。

新新中中国国成成立立前前夕夕，，在在陕陕北北的的窑窑洞洞中中，，阳阳早早和和
寒寒春春，，就就像像两两条条不不同同的的小小溪溪流流经经延延安安，，猛猛地地一一下下
汇汇合合了了。。

时时光光飞飞逝逝，，此此后后他他们们结结合合生生产产实实际际，，采采用用世世
界界先先进进技技术术，，改改良良奶奶牛牛品品质质和和研研制制奶奶牛牛场场机机
械械，，在在陕陕北北光光华华农农场场、、西西安安草草滩滩农农场场、、北北京京南南
郊郊农农场场和和沙沙河河农农技技站站研研制制风风车车、、水水车车、、马马车车、、青青
饲饲收收割割机机、、管管道道挤挤奶奶机机具具，，推推广广胚胚胎胎移移植植技技术术，，
为为我我国国畜畜牧牧业业发发展展和和奶奶牛牛场场机机械械化化做做出出了了突突出出
贡贡献献。。

一对美国“红色夫妻”的东方选择书书话话

关山远

今今年年是是““七七七七事事变变””爆爆发发 8811周周年年，，““七七七七事事变变””
标标志志着着中中国国全全民民族族抗抗战战的的开开始始，，在在民民族族存存亡亡的的紧紧
急急关关头头，，国国共共联联手手，，一一致致抗抗日日。。经经八八年年浴浴血血奋奋战战，，曾曾
经经在在中中国国土土地地上上横横行行肆肆虐虐的的侵侵华华日日军军放放下下了了武武
器器，，中中华华民民族族取取得得了了中中国国近近代代史史上上最最伟伟大大的的全全民民
族族反反侵侵略略战战争争。。

11994455 年年 88月月 1155日日，，日日本本无无条条件件投投降降后后，，侵侵华华
日日军军就就从从中中国国大大陆陆消消失失了了吗吗？？并并非非如如此此，，一一直直到到
11994499 年年 44月月，，中中国国人人民民解解放放军军在在解解放放山山西西太太原原一一
役役时时，，最最后后一一支支成成建建制制的的日日军军部部队队才才被被歼歼灭灭。。也也就就
是是说说，，在在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领领导导的的抗抗战战武武装装八八路路军军、、新新四四
军军、、东东北北抗抗日日联联军军等等改改称称为为解解放放军军之之后后，，在在解解放放全全
中中国国的的洪洪流流中中，，在在新新中中国国成成立立前前夕夕，，解解放放军军顺顺带带着着
收收拾拾了了最最后后一一支支侵侵华华日日军军。。

一

说说起起抗抗战战结结束束，，有有几几种种说说法法：：
一一是是““远远东东最最后后一一战战””。。
11994455 年年 88月月 99日日至至 2277日日，，苏苏联联红红军军与与日日本本

关关东东军军在在完完达达山山余余脉脉、、黑黑龙龙江江省省虎虎林林县县的的““虎虎头头要要
塞塞””，，进进行行了了一一场场残残酷酷的的搏搏杀杀。。虎虎头头要要塞塞规规模模庞庞大大，，
结结构构复复杂杂，，设设施施齐齐全全，，被被日日本本关关东东军军自自诩诩为为牢牢不不可可
破破的的““东东方方的的马马奇奇诺诺防防线线””。。战战役役期期间间，，日日军军虎虎头头要要
塞塞司司令令部部通通过过无无线线电电接接收收机机收收听听到到了了日日本本天天皇皇宣宣
布布无无条条件件投投降降的的““玉玉音音广广播播””，，却却拒拒不不相相信信，，命命令令关关
掉掉收收音音机机，，自自恃恃要要塞塞坚坚固固，，继继续续顽顽抗抗。。但但苏苏联联红红军军
仅仅用用 1188 天天就就摧摧毁毁了了虎虎头头要要塞塞，，近近两两千千名名关关东东军军，，
除除 5533人人突突出出苏苏军军包包围围逃逃走走外外，，全全部部被被歼歼灭灭。。史史载载，，
““日日苏苏虎虎头头决决战战的的结结束束，，既既标标志志着着第第二二次次世世界界大大战战
的的结结束束，，也也宣宣告告了了中中国国人人民民历历经经 1144 年年浴浴血血奋奋战战最最
终终迎迎来来了了抗抗战战的的最最终终胜胜利利。。””““第第二二次次世世界界大大战战的的
最最后后枪枪声声在在这这里里终终止止。。””

一一是是““对对日日寇寇最最后后一一战战””。。
日日军军宣宣布布无无条条件件投投降降后后，，高高邮邮城城仍仍然然被被日日伪伪

军军占占领领。。高高邮邮城城四四周周为为湖湖泊泊河河流流所所环环抱抱，，城城墙墙高高
厚厚，，工工事事坚坚固固。。城城内内有有日日军军独独立立混混成成第第 9966 旅旅 22个个
营营和和伪伪军军第第 4422师师 77个个团团防防守守，，武武器器精精良良，，拒拒不不投投
降降。。11994455 年年 1122月月底底，，华华中中野野战战军军司司令令员员粟粟裕裕亲亲
自自部部署署指指挥挥，，发发动动了了一一次次重重大大战战役役————高高邮邮战战
役役。。经经浴浴血血奋奋战战，， 1122月月 2266日日凌凌晨晨 44时时，，新新四四军军
攻攻进进日日军军司司令令部部，，迫迫使使日日军军高高邮邮警警备备大大队队大大队队长长
岩岩崎崎大大佐佐率率部部投投降降，，当当天天举举行行了了受受降降仪仪式式。。 33 天天
后后，，粟粟裕裕接接见见缴缴械械的的日日军军军军官官，，岩岩崎崎大大佐佐将将祖祖传传
的的紫紫云云刀刀献献给给了了粟粟裕裕，，以以示示敬敬服服。。是是役役歼歼灭灭日日军军
11110000人人，，其其中中俘俘日日军军大大队队长长以以下下官官兵兵 889911人人；；
歼歼灭灭伪伪军军 33660000 余余人人，，其其中中俘俘第第 4422师师师师长长以以下下官官
兵兵 33449933 人人，，缴缴获获各各种种炮炮 6611 门门，，各各种种枪枪 44330088
支支。。高高邮邮成成为为中中国国军军队队从从日日寇寇手手中中解解放放的的最最后后一一
座座县县城城，，人人们们也也说说：：这这场场战战役役是是中中国国抗抗日日战战争争中中对对
日日寇寇的的最最后后一一战战。。

但但是是，，仍仍然然有有侵侵华华日日军军并并未未放放下下武武器器。。
《《萧萧克克回回忆忆录录》》中中，，萧萧克克将将军军回回忆忆了了 11994477 年年 44

月月 99日日开开始始到到 55月月 1100日日结结束束的的““正正太太战战役役””，，是是役役
共共歼歼敌敌 33 .. 55 万万余余人人，，使使晋晋察察冀冀、、晋晋冀冀鲁鲁豫豫两两大大解解
放放区区连连成成了了一一片片，，不不仅仅孤孤立立了了国国民民党党战战略略要要地地石石
家家庄庄，，而而且且切切断断了了固固守守太太原原、、榆榆次次两两地地的的阎阎锡锡山山部部
与与石石家家庄庄之之敌敌的的联联系系，，使使人人民民解解放放军军在在华华北北取取得得
了了战战略略上上的的主主动动。。在在““正正太太战战役役””中中，，还还有有意意外外的的收收
获获，，《《萧萧克克回回忆忆录录》》中中写写道道：：““日日本本投投降降时时被被阎阎锡锡山山
收收编编的的一一个个日日本本保保安安大大队队 550000 余余人人，，也也向向我我军军投投
降降。。这这是是日日本本军军队队侵侵华华以以来来向向我我军军投投降降的的最最后后一一
支支军军队队。。””

当当时时这这支支 550000人人的的日日军军，，编编号号是是阎阎锡锡山山的的““保保
安安第第五五大大队队””，，镇镇守守在在阳阳泉泉城城内内的的狮狮脑脑山山，，55 月月 33
日日下下午午，，在在解解放放军军的的强强大大攻攻势势下下，，他他们们被被迫迫下下山山投投
降降，，阳阳泉泉全全境境解解放放。。当当时时日日军军““保保安安第第五五大大队队””与与解解
放放军军代代表表谈谈判判接接洽洽投投降降的的照照片片，，留留存存至至今今。。值值得得一一
提提的的是是，，55月月 44日日，，中中共共冀冀晋晋区区党党委委决决定定：：在在阳阳泉泉
建建市市，，并并正正式式组组建建了了首首届届中中共共阳阳泉泉市市委委和和阳阳泉泉市市
人人民民政政府府。。阳阳泉泉成成为为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亲亲手手创创建建的的第第一一
座座人人民民城城市市。。

这这支支在在阳阳泉泉投投降降的的日日军军保保安安大大队队，，隶隶属属于于阎阎
锡锡山山麾麾下下、、主主要要由由侵侵华华日日军军组组成成的的““暂暂编编独独立立第第十十
总总队队””，，他他们们的的全全部部覆覆亡亡，，要要等等到到 11994499 年年 44月月解解放放
军军打打下下太太原原的的时时候候了了。。

二

遥遥想想当当年年，，在在山山西西战战场场上上的的解解放放军军战战士士应应该该
很很纳纳闷闷：：抗抗战战胜胜利利都都几几年年了了，，怎怎么么还还会会在在战战场场上上遭遭
遇遇到到日日本本鬼鬼子子？？

回回溯溯历历史史，，这这一一怪怪事事，，是是几几种种邪邪恶恶力力量量纠纠合合在在
一一起起才才产产生生的的：：中中国国军军阀阀根根深深蒂蒂固固的的““实实力力为为王王””
““实实用用至至上上””心心态态，，罔罔顾顾民民族族情情感感；；““山山西西王王””阎阎锡锡山山
精精明明的的商商人人算算盘盘，，迷迷信信日日军军的的武武力力；；日日本本军军人人不不甘甘
失失败败妄妄想想东东山山再再起起的的梦梦呓呓————他他们们看看中中了了山山西西丰丰
富富的的煤煤炭炭资资源源，，幻幻想想等等到到第第三三次次世世界界大大战战爆爆发发时时，，
留留在在山山西西的的日日军军，，将将成成为为日日本本复复兴兴军军的的先先头头部部队队。。

历历史史就就是是如如此此复复杂杂却却真真实实。。
““七七七七事事变变””后后，，山山西西成成为为抗抗战战主主要要战战场场，，抗抗战战

期期间间，，山山西西战战场场战战役役战战斗斗之之频频繁繁，，战战争争区区域域之之广广
大大，，敌敌我我斗斗争争之之残残酷酷，，都都是是十十分分罕罕见见的的。。日日本本人人在在
山山西西无无恶恶不不作作，，老老百百姓姓对对他他们们恨恨之之入入骨骨。。但但抗抗战战胜胜
利利后后，，太太原原城城里里的的日日本本人人，，依依然然气气焰焰嚣嚣张张。。当当时时任任
阎阎锡锡山山军军第第 4433军军暂暂编编 3399师师师师长长兼兼新新绛绛警警备备司司令令
贾贾宣宣宗宗回回忆忆说说：：““((日日本本投投降降后后))日日本本大大小小汽汽车车、、摩摩
托托车车，，依依然然在在街街上上横横冲冲直直撞撞；；日日军军官官兵兵牵牵着着狼狼狗狗，，
在在人人群群中中乱乱咬咬，，也也没没人人管管。。””《《晋晋系系军军阀阀全全传传》》一一书书
中中还还写写了了一一个个细细节节：：11994455 年年 99月月初初，，在在太太原原桥桥头头
街街，，一一位位老老汉汉卖卖醪醪糟糟，，日日本本人人喝喝了了两两碗碗，，扬扬长长而而去去。。
老老汉汉说说了了一一句句：：““这这不不是是你你们们的的天天下下了了！！””那那日日本本人人
竟竟然然拿拿出出刀刀子子在在老老汉汉的的腿腿上上刺刺了了两两刀刀。。老老汉汉晕晕倒倒
地地，，却却无无一一人人敢敢出出来来说说话话…………

战战败败后后，，日日本本人人胆胆子子为为何何还还如如此此之之大大？？贾贾宣宣宗宗
在在回回忆忆中中说说得得很很清清楚楚：：““阎阎回回太太原原后后，，日日伪伪不不分分，，敌敌
我我共共处处，，错错综综复复杂杂，，乱乱成成一一团团。。日日军军认认为为他他们们被被留留
用用，，要要替替阎阎打打共共产产党党，，所所以以还还是是耀耀武武扬扬威威。。””

阎阎锡锡山山年年轻轻时时毕毕业业于于日日本本陆陆军军士士官官学学校校，，自自
诩诩““日日本本通通””，，素素来来亲亲日日，，抗抗战战胜胜利利后后，，他他回回到到太太原原，，
首首先先想想到到的的不不是是缉缉拿拿日日伪伪战战犯犯，，而而是是为为了了反反共共豢豢
养养投投降降日日军军。。与与日日军军接接触触之之后后，，弄弄出出了了一一个个日日军军
““寄寄存存武武力力于于山山西西””的的方方案案。。这这一一计计划划的的日日方方重重要要
参参与与者者城城野野宏宏，，多多年年之之后后写写了了一一篇篇回回忆忆长长文文《《保保卫卫
山山西西————日日籍籍部部队队太太原原战战役役亲亲历历记记》》，，刊刊于于《《山山西西
文文史史资资料料》》，，他他回回忆忆道道：：

““阎阎锡锡山山回回到到太太原原第第四四天天，，即即召召集集留留在在太太原原的的
日日本本人人数数百百名名在在省省府府大大礼礼堂堂发发表表演演说说，，其其中中有有谓谓：：
‘‘君君等等如如愿愿留留在在山山西西与与予予合合作作，，则则不不仅仅给给以以生生命命财财
产产之之保保障障，，在在经经济济上上亦亦必必给给以以适适当当报报酬酬。。’’这这是是他他
提提出出日日人人留留在在山山西西计计划划的的第第一一着着…………((双双方方))举举行行
谈谈判判，，商商讨讨驻驻晋晋日日军军善善后后问问题题，，这这项项谈谈判判，，每每天天在在
半半夜夜十十二二点点开开始始，，谈谈到到凌凌晨晨四四时时，，阎阎方方代代表表赵赵瑞瑞便便
披披星星戴戴月月，，赶赶去去报报告告，，据据他他说说：：阎阎锡锡山山在在早早上上四四点点
半半便便到到办办公公厅厅听听取取他他的的报报告告。。

““经经过过五五天天谈谈判判，，双双方方获获得得结结论论如如下下：：一一、、日日军军
中中如如有有自自愿愿留留在在山山西西者者，，可可向向其其原原属属部部队队日日军军司司
令令申申请请复复员员，，脱脱离离日日本本军军籍籍，，此此后后加加入入新新的的日日军军部部
队队，，归归由由阎阎长长官官指指挥挥。。二二、、阎阎长长官官同同意意，，所所有有留留用用之之
日日本本军军人人，，全全体体给给以以军军官官待待遇遇，，并并照照原原来来军军阶阶连连升升
三三级级。。三三、、给给以以宿宿舍舍，，并并许许在在军军营营以以外外地地区区居居住住。。
四四、、薪薪酬酬照照应应聘聘者者资资格格从从优优议议定定之之。。五五、、服服务务合合同同
为为期期两两年年，，期期满满如如愿愿返返日日，，一一切切由由阎阎负负责责代代办办。。六六、、
一一俟俟对对日日交交通通恢恢复复，，将将协协助助办办理理申申请请各各日日人人家家属属
来来晋晋居居住住或或汇汇款款返返日日接接济济家家人人生生活活事事宜宜，，日日人人如如
愿愿与与中中国国人人结结婚婚，，甚甚表表欢欢迎迎。。””

史史载载，，经经阎阎日日合合谋谋，，抗抗战战胜胜利利前前盘盘踞踞山山西西的的日日
军军骨骨干干基基本本都都留留了了下下来来，，11994477 年年 66月月，，阎阎锡锡山山将将残残
留留日日军军改改编编为为““陆陆军军暂暂编编独独立立第第十十总总队队””，，总总编编制制人人
数数 99772266 人人。。其其中中有有日日系系军军人人 22444477 人人、、华华系系军军人人
77229977人人。。但但从从总总队队长长到到各各团团团团长长，，领领导导骨骨干干基基本本是是
日日本本人人。。十十总总队队有有着着明明确确的的纲纲领领，，他他们们为为““复复兴兴皇皇
国国、、恢恢弘弘天天业业””而而奋奋斗斗。。日日军军骨骨干干还还成成为为阎阎军军的的““导导
师师””，，山山冈冈道道武武、、澄澄田田睐睐四四郎郎先先后后主主持持阎阎的的绥绥靖靖公公署署
总总顾顾问问室室，，每每天天进进出出绥绥署署作作战战组组，，参参与与军军事事筹筹划划。。
其其他他各各级级军军官官则则大大量量担担任任阎阎军军各各兵兵种种的的教教官官，，阎阎
军军各各部部队队师师以以下下军军官官全全要要经经过过日日本本顾顾问问的的轮轮训训，，
如如阎阎军军的的亲亲训训师师，，就就是是留留驻驻日日军军训训练练出出来来的的。。

这这段段诡诡异异而而隐隐秘秘的的历历史史，，散散见见于于各各类类史史料料，，除除
了了城城野野宏宏外外，，还还有有一一位位历历史史亲亲历历者者奥奥村村和和一一拍拍摄摄
了了一一部部《《蚂蚂蚁蚁部部队队》》的的纪纪录录片片，，还还原原这这段段鲜鲜为为人人知知
的的历历史史。。中中国国作作家家、、《《中中国国远远征征军军》》作作者者罗罗学学蓬蓬也也专专
门门挖挖掘掘过过这这段段历历史史，，出出版版了了著著作作《《蚂蚂蚁蚁部部队队：：八八一一
五五后后滞滞华华日日军军覆覆灭灭记记》》一一书书。。

““蚂蚂蚁蚁部部队队””，，是是当当年年这这支支残残留留山山西西的的日日军军的的
自自称称，，得得名名于于他他们们在在山山西西““杀杀人人与与被被杀杀””““像像蚂蚂蚁蚁那那
样样被被战战争争铁铁蹄蹄肆肆意意践践踏踏””。。

历历史史证证明明：：这这个个名名字字很很贴贴切切，，只只是是他他们们并并没没有有
蚂蚂蚁蚁那那般般顽顽强强的的生生命命力力。。

三

毫毫无无疑疑问问，，如如此此规规模模的的日日军军在在战战后后仍仍然然全全副副
武武装装残残留留山山西西，，不不仅仅严严重重伤伤害害了了作作为为战战胜胜国国的的中中
国国的的民民族族情情感感，，也也严严重重违违反反了了关关于于日日军军全全部部解解除除
武武装装的的《《波波茨茨坦坦协协议议》》。。

并并不不是是所所有有的的日日本本人人都都愿愿意意留留下下来来，，他他们们并并
没没有有““复复兴兴皇皇国国、、恢恢弘弘天天业业””的的梦梦呓呓，，只只想想早早日日返返回回
日日本本。。

城城野野宏宏回回忆忆说说，，他他当当时时想想尽尽各各种种方方法法劝劝说说名名
义义上上已已经经成成为为战战俘俘的的日日军军及及在在华华侨侨民民继继续续留留在在中中
国国，，极极力力宣宣扬扬所所谓谓复复活活军军国国主主义义的的可可能能性性、、日日军军残残
留留山山西西的的目目的的和和意意义义，，要要日日本本人人““卧卧薪薪尝尝胆胆，，为为了了
复复国国而而残残留留””。。他他甚甚至至派派人人到到河河北北和和北北京京，，煽煽动动那那
里里的的日日本本人人残残留留山山西西。。确确实实有有效效果果，，聚聚拢拢了了一一批批死死
硬硬分分子子，，比比如如臭臭名名昭昭著著的的战战犯犯、、亲亲手手策策划划刺刺杀杀张张作作
霖霖的的日日本本关关东东军军高高级级参参谋谋河河本本大大作作。。

为为把把侵侵略略者者留留下下来来，，阎阎锡锡山山也也煞煞费费苦苦心心，，他他不不
仅仅派派人人到到各各部部队队游游说说，，甚甚至至亲亲自自到到日日军军军军营营中中演演
讲讲，，鼓鼓动动日日军军加加入入晋晋军军，，并并许许以以各各种种优优厚厚待待遇遇，，对对
日日军军军军官官更更是是极极力力拉拉拢拢。。并并成成立立““第第二二战战区区司司令令长长
官官合合谋谋社社””，，下下设设军军事事处处、、经经济济处处、、总总务务处处以以及及文文化化
处处，，均均由由日日本本人人负负责责。。

但但更更多多的的日日本本人人是是被被胁胁迫迫留留下下来来的的，，““合合谋谋
社社””放放出出风风声声：：““如如果果留留守守人人员员总总数数达达不不到到阎阎长长官官
要要求求的的 11 .. 55万万人人，，就就将将在在山山西西曾曾犯犯有有杀杀人人、、掠掠夺夺、、
强强奸奸等等罪罪行行的的日日军军官官兵兵作作为为战战犯犯判判刑刑，，复复员员回回国国
毫毫无无希希望望。。””有有的的日日本本兵兵还还受受到到上上司司威威胁胁————不不服服
从从命命令令者者，，格格杀杀勿勿论论。。

老老兵兵奥奥村村和和一一在在《《蚂蚂蚁蚁部部队队》》纪纪录录片片中中愤愤怒怒地地
控控诉诉：：他他们们当当年年听听从从长长官官命命令令，，要要求求留留在在山山西西执执行行
任任务务，，等等待待某某一一天天日日本本军军队队重重返返中中国国，，继继续续他他们们侵侵
略略和和征征服服中中国国大大陆陆的的野野心心。。但但最最终终九九死死一一生生回回国国
后后，，却却被被告告知知他他所所参参加加的的这这支支部部队队已已在在参参战战当当地地
解解散散，，战战后后第第二二年年就就被被撤撤销销编编制制。。因因此此，，他他不不能能像像
其其他他日日军军官官兵兵那那样样领领取取军军人人““补补助助””…………深深感感不不平平
的的奥奥村村和和 1133 名名同同部部队队的的官官兵兵于于 22000011 年年起起诉诉日日本本
政政府府，，要要求求给给予予补补偿偿。。法法庭庭的的判判决决令令他他们们绝绝望望而而愤愤
怒怒————““自自行行决决定定滞滞留留继继续续战战争争””。。

简简而而言言之之：：这这是是一一群群被被出出卖卖、、被被遗遗忘忘、、被被践践踏踏
的的““蚂蚂蚁蚁””。。

阎阎锡锡山山自自然然不不希希望望外外界界知知道道““合合谋谋社社””的的合合
谋谋，，他他一一再再否否认认侵侵华华日日军军编编入入了了晋晋军军，，还还让让这这些些日日
军军穿穿上上了了国国民民党党军军装装，，并并为为他他们们配配发发国国民民党党军军队队
的的武武器器装装备备。。这这是是一一群群很很““敬敬业业””的的““演演员员””，，残残留留日日
军军甚甚至至都都起起了了中中国国名名字字，，元元泉泉馨馨叫叫元元全全福福，，岩岩田田叫叫
于于福福国国，，今今村村方方策策叫叫晋晋树树德德，，城城野野宏宏叫叫李李诚诚…………暂暂
编编十十总总队队是是国国军军的的正正式式番番号号，，这这些些在在编编人人员员的的名名
字字，，都都登登记记在在南南京京国国防防部部铨铨叙叙厅厅的的军军官官名名录录上上。。

但但纸纸岂岂能能包包得得住住火火？？
看看过过电电视视剧剧《《潜潜伏伏》》的的都都知知道道，，在在抗抗战战胜胜利利后后、、

国国民民党党大大规规模模发发动动内内战战前前，，国国共共一一直直摩摩擦擦不不断断。。
11994466 年年初初，，在在美美国国人人的的干干涉涉下下，，蒋蒋介介石石被被迫迫暂暂缓缓
对对解解放放区区的的进进攻攻，，双双方方共共同同成成立立““军军事事调调查查小小组组””
分分赴赴全全国国军军事事冲冲突突地地点点进进行行调调处处。。

33 月月，，共共产产党党代代表表陈陈赓赓、、国国民民政政府府代代表表邹邹陆陆
夫夫、、美美方方代代表表赫赫利利组组成成的的山山西西太太原原三三人人军军调调小小组组

开开始始视视察察。。然然而而，，蒋蒋介介石石虽虽公公开开下下达达停停战战令令，，但但
同同时时又又密密令令军军队队““抢抢占占战战略略要要点点””，，因因此此阎阎锡锡山山
并并未未从从此此收收手手。。就就在在三三人人小小组组抵抵达达太太原原前前，，阎阎锡锡
山山派派出出阎阎、、日日军军 33万万余余人人，，在在白白晋晋铁铁路路沿沿线线向向解解
放放区区大大举举进进犯犯，，还还让让日日军军旅旅团团长长指指挥挥作作战战。。八八路路
军军((此此时时还还未未改改称称““解解放放军军””))缴缴获获了了日日、、阎阎的的联联
合合作作战战命命令令，，揭揭露露他他们们勾勾结结日日军军挑挑动动内内战战，，阎阎锡锡
山山却却矢矢口口否否认认，，还还叫叫御御用用报报刊刊造造谣谣““增增援援之之共共军军
中中，，有有武武装装之之日日人人 330000 余余参参加加作作战战””等等。。

为为了了查查明明真真相相，，经经陈陈赓赓提提议议，，33月月 2233日日，，太太
原原执执行行小小组组乘乘火火车车来来到到白白晋晋铁铁路路北北段段祁祁县县境境内内
的的来来远远镇镇。。阎阎军军惧惧怕怕执执行行小小组组实实地地勘勘察察，，连连夜夜埋埋
了了地地雷雷，，企企图图恐恐吓吓阻阻止止。。执执行行小小组组才才走走出出镇镇子子
110000 米米，，就就踏踏响响了了一一颗颗地地雷雷，，炸炸伤伤 33人人，，陈陈赓赓纵纵
队队的的作作战战科科长长王王兰兰亭亭伤伤势势过过重重在在医医院院逝逝世世，，陈陈
赓赓也也险险遭遭不不测测，，引引起起一一些些人人的的恐恐慌慌。。

《《陈陈赓赓传传》》还还原原了了陈陈赓赓的的大大智智大大勇勇：：他他不不怕怕
恫恫吓吓，，拿拿着着军军调调部部的的旗旗帜帜，，冒冒险险走走到到阎阎军军炮炮兵兵阵阵
地地，，抓抓住住一一个个穿穿着着国国民民党党军军服服但但只只会会说说日日语语的的
日日本本兵兵，，举举起起相相机机就就对对准准他他““咔咔嚓嚓、、咔咔嚓嚓””按按了了几几
下下快快门门，，然然后后把把这这个个吓吓得得失失魂魂落落魄魄的的鬼鬼子子兵兵带带
回回来来远远镇镇，，作作为为阎阎军军留留用用日日军军进进攻攻八八路路军军的的证证
据据。。后后来来提提起起这这件件事事，，他他哈哈哈哈大大笑笑：：““其其实实我我的的相相
机机里里没没装装胶胶卷卷。。””

经经过过陈陈赓赓的的坚坚决决斗斗争争，，终终于于制制止止了了阎阎、、日日军军
的的进进攻攻。。执执行行小小组组回回到到太太原原后后，，44月月 11日日太太原原各各
报报发发表表的的《《太太原原小小组组答答中中央央社社记记者者》》新新闻闻稿稿里里，，
被被迫迫承承认认阎阎锡锡山山利利用用日日军军攻攻打打八八路路军军的的事事实实，，
说说““中中共共代代表表要要求求缴缴本本区区日日本本人人之之武武装装…………本本
区区日日俘俘在在 44日日内内将将可可完完全全集集中中于于太太谷谷县县””。。阎阎锡锡
山山迫迫于于压压力力，，公公开开处处决决了了几几名名罪罪大大恶恶极极的的日日军军
战战犯犯，，也也将将一一部部分分日日军军遣遣送送回回国国。。

其其余余日日本本军军人人更更隐隐秘秘地地潜潜伏伏下下来来，，他他们们被被
阎阎锡锡山山寄寄予予厚厚望望，，妄妄想想将将来来成成为为把把共共产产党党赶赶出出
山山西西的的““奇奇兵兵””。。

四

阎阎锡锡山山能能付付出出如如此此大大的的代代价价，，是是迷迷信信日日军军
的的战战斗斗力力，，他他曾曾多多次次表表示示：：与与其其要要 1100万万中中国国军军
人人，，不不如如要要 11万万日日本本兵兵。。日日军军也也颇颇为为自自信信，，城城野野
宏宏回回忆忆说说，，当当时时河河本本大大作作对对于于把把日日军军留留在在山山西西
一一事事，，举举起起双双手手赞赞成成，，他他说说：：““这这样样对对我我们们大大大大有有
利利，，因因为为一一个个中中队队的的日日军军便便可可在在中中国国横横行行阔阔步步，，
有有一一个个师师便便可可控控制制华华北北，，有有日日军军作作后后盾盾，，便便可可充充
分分开开发发山山西西的的资资源源。。””

日日军军在在晋晋军军中中颇颇受受重重用用，，他他们们也也算算得得上上卖卖
力力，，比比如如，，《《晋晋系系军军阀阀全全传传》》中中写写道道，，晋晋军军专专门门有有
一一个个““碉碉堡堡建建设设局局””，，留留用用了了日日本本军军事事技技术术人人员员
220000 余余人人，，作作为为各各碉碉堡堡区区构构筑筑钢钢筋筋水水泥泥工工事事的的
技技术术指指导导，，他他们们此此后后为为阎阎设设计计了了对对付付解解放放军军的的
““没没奈奈何何碉碉””，，这这种种碉碉堡堡全全部部用用钢钢筋筋水水泥泥筑筑成成，，在在
其其枪枪眼眼孔孔内内安安设设了了一一个个水水泥泥球球体体，，中中心心留留有有枪枪
眼眼，，可可以以随随意意旋旋转转，，射射击击时时将将枪枪眼眼转转向向正正面面，，停停
射射时时将将枪枪眼眼转转到到侧侧面面，，外外面面枪枪弹弹射射不不进进去去。。确确实实
很很有有日日本本风风格格。。

这这支支““蚂蚂蚁蚁部部队队””多多次次与与解解放放军军交交战战，，他他们们
的的战战斗斗力力确确实实高高过过晋晋军军，，但但在在解解放放军军面面前前，，表表现现
如如何何？？

11994488 年年 66月月，，解解放放军军发发动动晋晋中中战战役役，，先先在在
平平遥遥歼歼灭灭了了阎阎锡锡山山的的精精锐锐““亲亲训训师师””，，这这是是他他的的
王王牌牌军军，，由由日日本本军军官官担担任任顾顾问问和和教教官官。。但但被被解解放放
军军用用 33个个小小时时全全部部消消灭灭，，共共歼歼敌敌 77000000人人，，其其中中
打打死死近近 33000000人人，，俘俘虏虏中中还还发发现现几几个个日日本本人人。。阎阎
锡锡山山又又急急又又气气又又心心疼疼，，急急令令野野战战军军总总司司令令赵赵承承
绶绶和和副副总总司司令令原原泉泉福福((日日本本人人，，原原为为日日军军驻驻长长治治
的的中中将将旅旅团团长长))赴赴祁祁县县统统一一指指挥挥作作战战。。除除当当时时已已
在在各各地地驻驻守守的的三三十十四四、、三三十十三三军军及及暂暂编编第第九九总总
队队等等部部队队外外，，随随同同的的机机动动部部队队，，派派出出了了他他的的““奇奇
兵兵””暂暂编编第第十十总总队队，，大大部部为为原原泉泉福福旧旧部部，，总总队队长长
为为日日本本人人晋晋树树德德，，用用来来保保卫卫野野战战军军司司令令部部。。《《徐徐
向向前前传传》》记记载载说说：：其其他他同同志志担担心心敌敌人人占占有有优优势势，，
但但徐徐向向前前却却高高兴兴地地说说：：““来来了了才才好好！！日日寇寇战战犯犯原原
泉泉福福一一贯贯骄骄傲傲自自大大，，赵赵承承绶绶昏昏聩聩无无能能，，做做不不了了原原
泉泉福福的的主主，，我我们们正正可可利利用用敌敌人人指指挥挥官官的的这这些些弱弱
点点，，加加上上自自己己的的努努力力，，寻寻找找机机会会把把它它吃吃掉掉！！””

这这一一仗仗，，果果然然如如徐徐向向前前预预料料，，赵赵承承绶绶想想从从小小
路路和和田田埂埂撤撤回回太太原原时时，，原原泉泉福福极极力力反反对对，，骂骂阎阎锡锡

山山胆胆小小鬼鬼，，叫叫他他不不要要怕怕，，把把部部队队集集中中起起来来““同同共共
军军决决一一死死战战””。。赵赵承承绶绶无无法法，，只只好好听听原原泉泉福福的的摆摆
布布，，没没有有集集中中兵兵力力突突围围，，反反而而分分兵兵三三路路向向解解放放军军
进进攻攻，，企企图图““一一决决雌雌雄雄””，，这这就就为为解解放放军军部部队队赶赶上上
巩巩固固包包围围圈圈赢赢得得了了时时间间。。此此役役结结束束，，解解放放军军歼歼敌敌
1100万万余余人人，，生生擒擒赵赵承承绶绶，，解解放放晋晋中中全全部部土土地地，，当当
时时阎阎锡锡山山部部队队完完全全崩崩溃溃。。史史载载：：解解放放军军追追击击中中，，
几几个个战战士士追追击击着着上上百百的的敌敌兵兵，，敌敌兵兵只只知知道道拖拖着着
枪枪跑跑，，顾顾不不上上停停下下来来还还击击，，直直至至累累倒倒在在地地，，乖乖乖乖
缴缴枪枪投投降降；；人人民民群群众众也也纷纷纷纷跑跑出出来来抓抓俘俘虏虏，，清清源源
县县有有个个老老农农，，拿拿着着扁扁担担，，一一下下缴缴了了十十几几个个敌敌人人的的
枪枪；；三三位位新新华华社社前前线线记记者者，，俘俘敌敌 3377 名名，，还还缴缴了了两两
门门炮炮，，两两挺挺机机枪枪，，1100 多多支支步步枪枪。。

““蚂蚂蚁蚁部部队队””也也遭遭受受重重创创，，《《徐徐向向前前传传》》记记录录
了了珍珍贵贵的的细细节节：：““原原泉泉福福带带着着几几个个随随从从，，刚刚从从西西
范范村村狼狼狈狈溃溃逃逃到到小小常常，，被被解解放放军军一一发发迫迫击击炮炮弹弹
击击成成重重伤伤。。他他死死前前对对总总部部的的参参谋谋处处长长哀哀叹叹：：‘‘没没
想想到到徐徐向向前前的的厉厉害害，，十十总总全全完完了了！！’’…………成成百百个个
日日本本军军官官都都扔扔下下指指挥挥刀刀和和望望远远镜镜，，低低垂垂着着脑脑袋袋
高高举举双双手手。。在在一一间间满满是是日日本本兵兵的的大大屋屋里里，，为为首首的的
日日军军官官，，拦拦住住冲冲进进去去的的战战士士问问道道：：‘‘你你的的太太君君的的
徐徐向向前前？？’’这这位位战战士士大大声声说说：：‘‘是是的的！！’’日日军军官官转转头头
一一声声呼呼叫叫，，满满屋屋敌敌人人立立即即乖乖乖乖投投降降。。””

晋晋中中战战役役后后，，解解放放军军围围攻攻太太原原，，这这是是解解放放战战
争争时时期期最最为为惨惨烈烈的的一一次次攻攻城城战战。。太太原原外外围围的的牛牛驼驼
寨寨争争夺夺战战，，又又是是太太原原战战役役中中最最惨惨烈烈的的恶恶战战之之一一。。
解解放放军军一一轮轮猛猛攻攻，，占占领领了了牛牛驼驼寨寨，，阎阎锡锡山山急急令令日日
军军反反攻攻。。经经晋晋中中战战役役，，日日军军还还剩剩 11110000 余余人人，，他他们们
在在大大炮炮和和飞飞机机的的掩掩护护下下拼拼死死反反扑扑，，几几轮轮进进攻攻被被粉粉
碎碎后后，，人人员员伤伤亡亡惨惨重重。。指指挥挥官官今今村村方方策策((化化名名晋晋树树
德德))做做出出了了一一个个丧丧心心病病狂狂的的决决定定————使使用用毒毒气气
弹弹。。接接下下来来的的两两天天里里，，日日军军持持续续用用大大炮炮向向牛牛驼驼寨寨
发发射射““联联二二苯苯””毒毒气气弹弹，，解解放放军军战战斗斗减减员员严严重重，，仍仍
顽顽强强坚坚守守阵阵地地，，后后为为保保存存有有生生力力量量，，主主动动撤撤出出牛牛
驼驼寨寨。。经经休休整整后后，，又又以以雷雷霆霆万万钧钧之之势势重重新新反反击击，，再再
次次拿拿下下牛牛驼驼寨寨。。牛牛驼驼寨寨之之战战，，日日军军被被打打死死 770000 余余
人人，，剩剩下下 550000人人撤撤回回太太原原城城，，只只能能拼拼凑凑成成一一支支炮炮
兵兵部部队队，，他他们们仍仍叫叫嚣嚣着着要要““为为阎阎长长官官死死斗斗到到底底””，，
但但阎阎锡锡山山已已乘乘飞飞机机跑跑掉掉了了，，太太原原城城破破在在即即。。

11994499 年年 44月月 2200日日凌凌晨晨，，解解放放军军总总攻攻太太原原，，
44月月 2244日日，，在在解解放放军军占占领领南南京京的的翌翌日日，，太太原原解解
放放，，城城野野宏宏在在《《保保卫卫山山西西————日日籍籍部部队队太太原原战战役役
亲亲历历记记》》中中回回忆忆道道：：

““((解解放放军军的的))炮炮弹弹最最先先落落在在小小东东门门及及体体育育
场场附附近近，，我我们们军军人人的的眷眷属属，，大大部部分分在在新新民民北北街街的的
司司令令部部内内躲躲避避，，傍傍晚晚时时，，小小北北门门一一带带，，发发炮炮声声和和
爆爆炸炸声声几几乎乎同同一一时时间间响响着着，，这这是是城城墙墙被被击击中中的的
声声音音，，我我军军的的大大炮炮，，也也摆摆在在大大街街上上，，四四方方八八面面向向
外外面面射射出出。。二二十十三三日日晚晚，，军军司司令令部部的的四四层层建建筑筑物物
也也中中弹弹震震塌塌了了一一半半，，城城内内上上空空炮炮弹弹啸啸声声嘶嘶嘶嘶，，远远
的的近近的的爆爆炸炸声声响响，，已已辨辨不不出出是是何何方方所所发发，，事事到到如如
今今，，唯唯一一方方法法是是权权保保性性命命，，再再考考虑虑下下一一行行动动了了。。
今今村村司司令令和和我我退退到到司司令令部部二二楼楼的的小小房房间间里里，，邀邀
集集各各干干部部，，叫叫他他们们不不要要再再作作无无谓谓牺牺牲牲，，暂暂时时不不要要
还还击击，，可可是是楼楼下下的的冲冲锋锋队队已已来来不不及及听听到到这这个个命命
令令，，他他们们正正用用机机枪枪和和自自动动步步枪枪向向冲冲入入城城的的共共军军
开开火火，，原原来来共共军军用用大大炮炮轰轰破破小小北北门门城城墙墙后后，，便便从从
缺缺口口涌涌入入城城来来。。

““共共军军后后来来闯闯上上二二楼楼司司令令部部，，我我们们把把军军刀刀及及
手手枪枪交交出出，，成成为为俘俘虏虏，，他他们们便便喝喝令令我我们们到到城城外外的的
收收容容所所去去。。我我们们遵遵命命排排队队下下楼楼时时，，还还看看见见一一个个共共
军军在在楼楼上上向向天天施施放放信信号号表表示示占占领领了了司司令令
部部…………””

侵侵华华日日军军余余孽孽，，就就此此覆覆灭灭。。

五

城城野野宏宏被被俘俘后后，，先先后后被被囚囚禁禁在在太太原原、、抚抚顺顺监监
狱狱，，为为时时 1155 年年。。11995566 年年，，被被太太原原特特别别军军事事法法庭庭判判
处处有有期期徒徒刑刑 1188 年年。。11996644 年年在在抚抚顺顺监监狱狱特特赦赦提提前前
释释放放回回国国。。被被释释后后，，他他要要求求来来太太原原参参观观。。获获准准后后，，
他他参参拜拜了了““解解放放太太原原死死难难烈烈士士纪纪念念塔塔””，，敬敬献献了了花花
圈圈，，在在牛牛驼驼寨寨战战争争遗遗址址向向牺牺牲牲的的解解放放军军默默哀哀致致
敬敬，，忏忏悔悔了了罪罪行行，，当当时时陪陪同同的的人人回回忆忆说说：：城城野野宏宏
多多次次泪泪流流满满目目，，还还在在一一片片纸纸上上用用中中文文工工整整地地写写
下下：：““今今日日的的战战争争罪罪犯犯，，明明天天的的友友好好使使者者。。””

作作为为一一个个前前军军人人，，他他还还反反思思了了为为什什么么解解放放
军军能能够够获获胜胜：：解解放放军军进进行行的的战战争争是是““正正义义的的战战
争争””，，解解放放军军是是““人人民民的的军军队队，，每每一一个个士士兵兵都都是是有有
觉觉悟悟的的战战士士””，，因因为为士士气气旺旺盛盛就就无无往往而而不不胜胜…………

没没错错，，正正义义必必胜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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