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
年，为了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省民政厅、齐
鲁晚报联合举办主题为“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 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大型征文活动。征文从即日起持续到明
年7月底止，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主办方
将组织评委在征文活动结束后评选颁奖并结
集出版。

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以伤亡3500

万军民的巨大代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据史
料记载，在八年抗战中，山东人民慷慨赴国
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山东共有登记在册
烈士30 . 1万余人，其中抗日战争牺牲烈士8万
余人”。

尽管历史远去，但山东人民一直没有忘
记这些优秀儿女，此次征文活动也是为了更
好地宣传烈士事迹，展示英烈精神。我们热忱
欢迎海内外同胞、青年学生、各界仁人志士积
极参与，踊跃投稿，从即日起至2015年10月15

日，齐鲁晚报、齐鲁晚报网、山东英烈网将择
优刊登来稿。

附征文说明：
一、来稿以英烈事迹、重大历史事件和感

人故事为切入点，讲述山东及山东人的抗战
英雄事迹，展示英烈精神和人性光芒，激励当
下，警示未来。

二、作品观点正确，史料真实可信，感情
真挚健康，文字规范优美，内容力求在传承中
有新材料、新视野。

三、作品体裁：回忆录、纪实文学、散文、
随笔均可，字数单篇限定在5000字以内。

四、本次征文原则上仅接受电子邮箱投
稿。来稿请寄kzzhengwen@163 .com，并在邮件
主题注明“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及作品
标题，同时以附件形式附上作品文档。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大型征文活动启事

阅

人

文

知

齐

鲁

B
01-

B
04

星
期
四

2014
.11

.13

人
文
齐
鲁

□邓撰相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编辑：徐静
设计：壹纸工作室 牛长婧

“九二二”锄奸，震慑通

敌卖国的汉奸
百十一师是国民党陆军五十七

军的一个师，原是张学良将军所辖的
东北军，曾参与西安事变和台儿庄大
战等，屡立奇功。1939年初，从苏北开
赴鲁西南，常与我党我军一起开展敌
后抗日，并取得辉煌战绩。

师长常恩多，1895年生于辽宁省
海城县东三台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1936年西安事变中，他积极支持张学
良、杨虎城将军，并奉命星夜赶赴渭
南，扼守要塞。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奉命东调整
编。他带领部队，先后参加扬州与台
儿庄战役，立下赫赫战功。1938年奉命
到鲁南驻防，先后歼灭伪军与外出骚
扰的日军。以后随着对共产党认识的
加深，1939年由中共山东分局统战部
长郭子化发展常恩多为中国共产党
特别党员，让他不暴露身份，继续留
在百十一师师长位上。

这时，滨海地区日伪势力非常强
大，投降派、反共派十分猖獗。身为五
十七军军长的缪澂流，就经常派人到
徐州等日军驻地，进行投降活动，与
日军签订“互不侵犯，共同防守”协
定。特别党员身为旅长的万毅发现情
况后报告了常恩多。常师长听后，果
断决定立即锄奸。

1940年9月21日夜，常恩多、万毅
率兵包围五十七军军部，扣押了通敌
的主要策划者副军长朴柄珊夫妇，缪
澂流逃跑。第二天，他们将“九二二锄
奸”通电全国。提出“锄奸救国”的口
号，又分别给蒋介石和鲁苏战区总部
的于学忠发电报，陈明真相，要求以
国法军纪严惩通敌卖国者。这就是当
时声震全国的的“九二二锄奸”运动。

然而，缪澂流非但没受到国民党
政府的惩处，锄奸者反被诬为有罪。
蒋介石发来电报云：“该师长不识大
体，意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但难辞
误国犯上之咎”。由于长期的忧愤与
军事劳顿，常恩多患上了肺病，且一
天比一天严重。

拒绝重庆国民党政府来

电，悉心保护万毅旅长
1941年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

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反
共高潮的恶风浊浪，也冲击到了苏鲁
战区，并直接波及到百十一师。这时，
汪精卫汉奸政府认为常恩多在各方
压力下，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
派人到滨海，力邀常恩多参加南京政
府，许诺山东军政大权归其执掌。常
恩多听来人讲完，气得脸色铁青，当
即将来送信的汉奸杀一个，放一个回
去报信，表明自己与日伪不共戴天的
坚定立场。

常恩多师长病情愈来愈严重，已
卧床不起，难以理事。这时百十一师
的通敌反共分子又活跃起来，他们凭
借自己的地位在师内进行反共教育，
并故意与八路军搞磨擦。

1941年1月中旬，重庆国民党政府
来电，令百十一师攻打莒（县）日（照
县）公路以南的八路军。并说，不打要

停发军饷。代行日常事务的参谋长陶
景奎向常师长请示咋办，常师长横眉
怒目，气愤地一拍桌子，说：“我不管，
你看着办！中国老百姓不会让你饿
死！”陶景奎一听便没敢执行重庆政府
的命令，但对常师长更加耿耿于怀。

1941年2月中旬，陶景奎、孙焕彩、
刘晋武等人，在“为保存本师生命的延
续，清除左倾分子”的反动口号下，按
照密谋好的大逮捕名单，准备抓人。他
们将英勇善战、手握兵权的万毅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想趁机将其清除，让
刘晋武代替，从而架空常师长。6日，他
们将万毅扣押，同时监禁该师的进步
官兵。

3月，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又接到
以张治中名义发来的电报，“奉总裁
谕，万毅通敌叛国，着即就地秘密枪
决”。于学忠让人通知常恩多师长，常
恩多对来人看都不看一眼，悲愤地说：

“万毅是我的部下，如果总司令一定要
这么办，那就先解散百十一师，再杀我
常恩多。万毅没罪！”

7月中旬，蒋介石又发来电报催促
“万毅通敌叛国，确有实据。着即秘密
枪决。否则以违令治罪。”接着又派中
将特务周复从重庆匆匆赶来催促、监
督于学忠处置万毅。

常恩多得知这消息后，更加惦念
万毅的处境。7月7日，在这具有意义的
一天，他感慨万千。想到自己痊愈的希
望渺茫。于是，便写下了一篇遗嘱，希

“九二二”锄奸精神贯彻到底。写完后，
交给身边副官刘唱凯，说：“我死之后
可把这遗嘱交给万毅。万毅倘若不能
回来，就交给郭维成，向全体官兵公
布。”

8月2日，鲁苏战区军法分监，以
“通敌、西安事变从犯、奸党嫌疑”三条
指控，对万毅宣告终审判决。在法庭
上，万毅目光炯炯，愤怒地一一驳斥着
法官们加给他的所谓罪名，直驳得他

们哑口无言，主审变成被审。最后不得
不草草收场。

郭维成清楚，今天对万毅的最后
审判，只不过是走走过场，枪杀万毅是
他们早已定案的，不过日期越来越近
了。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救出万毅。当
晚，他与夫人巧妙地来到扣押万毅的
监狱，将常师长病情恶化、形势危急和
准备前来劫狱的打算告诉了他。

郭维成走后，万毅思绪万千，听说
常师长病危，已无希望，不禁一阵难
过。想到与他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日
子，想到他就要撒手人寰，不禁泪水涟
涟。又想到郭维成为救自己而采取的
行动，意图虽好，但又担心能否成功。
若不明不白地死在这伙败类手里，死
也不能瞑目呀！于是，他决定必须想法
立即越狱。

当晚，他借上厕所之机，趁警卫不
注意，翻墙逃跑。脱离敌人魔爪，历经
波折，第二天，终于逃到山东纵队二旅
六团。

“八三”起义，百十一师

获得新生
常恩多病情日趋严重，全师官兵

陷入惶惑状态。陶景奎、刘晋武等人无
不沾沾自喜，准备争当师长。

就在审判万毅的当天下午，郭维
成来看望常恩多师长，他向常师长谈
了万毅的情况与当下形势的严峻，常
师长感到时不待我，必须抓紧举行起
义。于是，便强忍病痛，写下几十个字：

“务要追随郭维成，贯彻张汉卿公主
张，达到杀敌锄奸。本师官兵须知。”写
完后让在场的其他人看了，表示了对
郭维成的信任，希望他们跟郭维成走。
然后，交给郭维成。

3日下午两点，副官刘唱凯按计
划，通知陶景奎、刘晋武和副师长刘宗
颜等人，说师长病危，要交待后事，让
他们速到常师长处。他们一听无不高
兴万分，以为自己盼望已久的师长梦
即将实现。然而等他们一进屋，当即被
埋伏在屋的枪手擒拿。

常师长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对站
在床前的郭维成、副官刘唱凯和几位
团长们说：“我们要贯彻张汉卿副司令
的主张，从今后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和
八路军团结抗日。有骨气的小子们，就
这样干吧！”接着，郭维成他们根据常
师长的指示，整治队伍，抓捕顽固分
子，向顽固势力发起进攻。接着，他们
发布了起义通电，印刷出《东北挺进军
宣言》。整个百十一师一片欢腾。

8日，在常恩多、郭维成的带领下，
2700多名官兵携步枪1200多支，轻、重
机枪60多挺，迫击炮两
门等武器、电台2 0余
部，转移到八路军滨海
抗日根据地。9日凌晨，
常恩多在广大官兵的
一片哀号声中，与世长
辞。

百十一师到达抗
日根据地后，经中共中
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
山东军区批准，改称新
百十一师，万毅任工委
书记、师长，郭维成任
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杨建东

乡村规划和城镇化建设像一阵飓
风卷走了农村本已残存不多的古桥老
井、石碾祖屋，祖先的人文遗存消失了,

才无可奈何地生出一个叫“乡村记忆”
的新词。

我十分怀念故乡的老院子。1990

年，听说老家要进行统一规划建设，老
院子需要拆除，我们兄弟仨连忙从微
山县赶回了滕州大坞镇袁村。堂屋、西
屋和厨房都是土墙草顶，斑驳沧桑，它
曾为一个家族的五代人遮风避雨。
1969年起，济宁市的3名女知青还在西
屋度过了三个寒暑。我抚摸着门框窗
棂，试图感触一下先祖留下的温热；我
把手指伸进土坯缝隙，试图抠出先祖

隐藏着的历史；我俯下身吹吹浮土，试
图找到重叠着几代人大大小小深深浅
浅的脚印。二弟端着相机凄婉地说，院
子照完了，咱们在屋前留影做个纪念
吧，过几天这院子就永远消失了。

承载着几代人的酸甜苦辣、喜怒
哀乐的老屋消失24年了，村里早已不
见土墙草顶的老屋了。我从考古岗位
退休，喜欢怀旧，经常凝视这些老照
片，勾起我沉重的乡思乡愁，也愈加缅
怀早已离世的父母、叔婶。几年前我把
这幅老照片扫描成巨幅图片悬在书
房，又把照片翻拍放大、加印30张带回
老家送给乡亲们。老人们动情地说，老
屋就是这个样子，你二弟热爱照相，你
热爱历史古迹，只有你们文化人能留
下这些好东西。

刻
在
记
忆
里
的
老
屋

●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sina.com

1942年8月，冲破重重阻力———

常恩多领导百十一师“八三”起义

1942年8月3日，国民
党百十一师在中共特别
党员常恩多（下图）与于
学忠的贴身秘书主任兼
政务长郭维成的带领下，
冲破重重阻力，举行了起
义。这次起义，是在国民
党反动派反动气焰高涨、
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发起
的，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
政策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为我军控制甲子山区，迅
速改变敌我态势，为扩大
滨海抗日根据地，创造了
有利条件。

常恩多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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