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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龙洞洞周周边边山山头头发发现现2200多多个个碉碉堡堡
文史专家称部分为济南战役遗迹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实习生 李艳艳

3月 30日傍晚，下了廻龙
山，记者和王传友驱车行走在
山间的马路上。

“那边是老虎山，上面有4

处，再远处的燕翅山上有1处，
平顶山、小卧虎山上都有。”王
传友是历下区姚家镇龙洞村
人，对龙洞周边的山区较为熟
悉。为了弄清山上的这些工
事，王传友没少费劲。

“我经常背着家里人跑到
山上来，一待就是一天。出门
不敢带饭，要是带上饭家里人
就知道我要上山了，肯定会拦
着我。”王传友在一家单位的
物业部上班，值完夜班后，经
常放弃白天的休息时间上山
调查，也查阅了不少资料。

在别人眼中，王传友干这
些事情有点“魔怔”，就连自己
的家人也很不理解，认为这是

“不务正业”。不过王传友还是
坚持了下来。十几年来，为了
做好龙洞地区的文化研究，王
传友整理了十几万字的手抄
笔记。

山没少跑，书也没少看。
经过一番研究，王传友认为山
上很多遗迹就是济南战役期
间国民党修建的工事。“我从
七八岁跟着哥哥在附近的山
上放牛，小时候就见过，也听
村里的老人说过。”王传友说。

王传友：“魔怔”

的草根文化人

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公布今年第三期抽检情况

寅寅旺旺瓜瓜子子等等三三种种济济南南产产品品上上黑黑榜榜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王

皇 实习生 李粟 卢燕）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在官网公布了今年第三期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此次抽检
样品12826批次，其中济南市民
熟悉的寅旺牌瓜子、济南新逢
食品厂豆干、弘月牌杂粮包等
三种济南产产品被检不合格。
市民可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网站公众服务栏内抽
检信息项查看。

3月 30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公布了粮食及其制
品、食用油和油脂及其制品、
肉及肉制品、蛋及蛋制品、乳
制品、酒类、特殊膳食食品等
22类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抽
检信息，抽检样品共计 12826
批次。

记者查询发现，其中有三
种标称生产企业地址在济南的
产品被检出不合格。济南燕山
食品有限公司所产生产日期为
2014年11月23日的308克/袋
寅旺牌瓜子被检出过氧化值不

合格。济南新逢食品厂所产生
产日期为2014年10月20日的
散装豆干被检出大肠菌群不合
格。济南市长清区弘月食品厂
2014年10月8日产230克/袋弘
月牌杂粮包被检环己基氨基磺
酸钠（甜蜜素）不合格。

另外，婴儿配方食品、较大
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
谷类辅助食品和婴幼儿罐装辅
助食品等特殊膳食食品中，也
有多个知名品牌被检出不合
格。

山东鼎福食品有限公司6
批次产品维生素B1、铁项目被
检不合格，225g/袋鼎福好妈妈
婴幼儿饼干、225g/袋好妈妈
DHA婴幼儿饼干、128+8克/盒
妈妈的味道（早餐加钙型）饼
干、128+8克/盒妈妈的味道晚
餐水果型饼干各有1批次维生
素B1不合格，128+8克/盒妈妈
的味道午餐（胡萝卜粉）饼干1
批次铁不合格。245g/盒妈妈的
味道婴幼儿饼干1批次铁、维生
素B1均不合格。

新闻人物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实习生 李艳艳

“从古至今，碉堡都是典型
的防御工事，这主要是针对武
器比较低劣的对手。”王军表
示，济南战役期间解放军的武
器相较国军落后不少，解放军
没有足量的炮弹等重武器，甚
至采取“人工炸掉碉堡”的方
式。

《王耀武回忆录》中曾提
到，当时国军建造30余个永久
性石头水泥大型碉堡，每座容
纳一个排到一个连的人；200多
个半永久性的军事碉堡，每个
容纳一到两个班的人；其他小
碉堡400多个。王耀武曾亲自检
查碉堡的质量，认为茂岭山、燕
翅山碉堡可以抵挡半月有余。

但是，这两座山的碉堡却
被解放军一夜端掉。

“当时解放军士气高涨，攻
打碉堡也有技巧。国民党修建
的碉堡都是覆盖式的工事，从
里面观察外面时盲区很大。另
外，碉堡的修建材料里面掺了
很多石灰，碉堡一旦被炸，里面
就会有大量的粉末，几乎无法
待人。”王军解释说。

解放军一夜端掉

两座山上碉堡

相关链接

历下区姚家镇龙洞
村的王传友是一位地域
文化的痴迷者。近年来，
他在龙洞周边的山体上
陆续发现二十余处战争
时期遗留下的工事。文史
专家称，部分工事可能为
济南战役期间国军修建，
并呼吁社会对这些遗迹
加以保护。

据了解，目前只有七贤附近
的马武寨北头山顶上，还可以看
到比较完整的济南战役工事，其
他地方已经被破坏殆尽了。

“在今天看来，这种工事遗
迹已经成为历史的活资料，应
当得到妥善保护。这不仅对于
研究历史有帮助，在党史教学

和爱国主义教育中，这种实物
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和
手段，往往更直观和形象，比单
纯的教科书宣教更有说服力。”
山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
董振平教授说。

3月31日上午11时许，济南
战役纪念馆宣传科的高科长表

示，作为民政局的下属单位，纪
念馆一般负责文物的接收、保
存和展出工作。由于其他限制，
纪念馆没有到馆外进行文化保
护的先例，建议记者到文物部
门咨询。而济南市文物局的工
作人员称，对王传友所反映的
情况暂不清楚，需要调查后作

出结论。
济南市近郊风景管理处

（济南市林场）的一位负责人表
示，他们了解到其他山上有类
似情况，都已经采取了恢复原
状等保护措施。下一步，管理处
会对这一情况进行核实，并联
系有关部门争取做妥善处理。

这些遗迹应当得到妥善保护

历史资料显示，济南战役期
间，王耀武的工事是按照美国人
的方法修筑的低堡，不像日本人
工事修得那么高，而且还有“子
母堡”。“子母堡”是中间一个高
一点的大堡，旁边三个或者五个
小一点的低堡，这种子母堡本
身就形成一个据点。

而王传友认为，他在廻龙
山上发现的这种工事与“子母
堡”非常相似。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
1948年9月16日24时，解放军东
集团主力9纵两个师对济南城东
诸低山筑垒地域发动进攻。当
夜，首先攻克了茂岭山和砚池山
两个坚固据点，继而连续攻克回
龙岭（即廻龙山）、燕翅山、平顶
山等山头堡垒及若干个山间设
防村落。可见，在济南战役期间，
廻龙山确实发生过战斗。

文史专家、济南战役研究
专家王军据此认为，廻龙山上
的工事可能是济南战役期间国
军修建。但王传友在锦屏山（龙
洞庄一带）发现的类似工事遗
迹，并非济南战役的遗迹。

王军告诉记者，济南战役
中国民党的防御链条并未延伸
到龙洞庄一带。“当时济南战役
的国民党防区东向至燕子山、
燕翅山、砚池山、茂岭山一带，
并未延伸到龙洞一带。”

随后，王军向记者展示了
名为《济南战役要图》的地图，
上面记载了当时解放军解放济
南城时的进攻路线，而龙洞地
区并没有标注在战役要图上。

那么，包括锦屏山在内，龙
洞地区周边山头上出现的工事
遗迹，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对此，王军给出了这样的

结论：龙洞地区（包括锦屏山在
内）的工事，确定不是济南战役
的遗迹，有可能为抗日战争时
期日军修建。除此之外，王军还
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当时，韩
复榘把龙洞地区作为别墅区，
也有可能是民国时期韩复榘修

建的军事工事。”
山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

主任董振平教授认为，要想弄清
山上工事遗迹的真实身份，研究
者应该在勘探实物、查阅档案文
史资料、对相关人物进行口述访
谈的基础上，还原历史。

部分工事或为济南战役遗迹

3月30日下午1时30分许，
在王传友的带领下，记者从龙
奥大厦南行两三公里，来到龙

洞附近的锦屏山（当地人也称
其“炮楼山”），然后沿东北角的
一处小路上山。山上修好的台
阶不多，地势险要处随处可见。

“你看看这个地方，这不是
工事，是老一辈人在山上放牛
羊的时候垒的圈。从两点可以
判断，一是它面积大，直径十几
米；二是它是在平地上建起来

的。”在登山的过程中，为了证
明自己的调查是真实的，王传
友还特意向记者举了个反例。

半小时后，记者在锦屏山半
山腰处看见第一处工事遗迹。类
似碉堡的圆形遗迹直径两三米，
目前只剩下半米高的根基，一堆
大小不一的乱石块堆在周边。其
中一处堡垒上尚有一个三十厘
米见方的射击口。附近有矮围墙
作为战时防御屏障。

从现场看，山上的碉堡不是

直接建在平地上，地下部分高约
半米，而地面以上的部分基本被
损毁，周围杂草丛生，矿泉水瓶、
垃圾袋等生活垃圾也不鲜见。

从现场的遗迹判断，工事
构造相对简单，由石头简单堆
砌而成，墙缝也没有用水泥做
加固。此前，王传友在锦屏山上
找到五处遗迹。记者走访这五
处遗迹发现，其他各处损坏情
况大致相同。

王传友称，在廻龙山有一

处更为完整的工事遗迹。
当天下午3时30分许，王传

友又带领记者登上了浆水泉风
景区东侧的廻龙山。廻龙山山
顶的一处工事占地面积三四百
平米。从遗迹判断，此处有战
壕、碉堡和生活区，各个区域间
都有约一米宽的通道相连。

与锦屏山上相比，廻龙山
上的遗迹被损情况别无二致。
但值得注意的是，廻龙山上的
遗迹有些石块处有水泥夹层。

山上的碉堡损毁，成了废墟

王传友称，锦屏山上的工事原来可能有三米多高。

王传友在山上翻阅自己查
阅资料记下的相关笔记。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实习生 李艳艳

锦屏山的一处工事上，射击口还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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