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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4477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
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
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编者按

修修筑筑长长城城岭岭石石墙墙记记

(接上期)

金锁的任务完成了，跟着大
部队从长城岭上下来。看见乡亲
们早已在村头摆了茶水站，有的
大婶大娘还煮了鸡蛋、摊了煎饼
往战士们手里塞。大姑娘小媳妇
和大叔大爷们抬了门板做成担
架紧紧跟在大部队后面准备抢
救伤员。没有人发动，没有人动
员，没有人支付工钱，老百姓就
这么自觉，舍了命和部队一起进
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金锁想起抗日小学的老师
讲的一句话“天时地利人和”，咱
的队伍把这些都占尽了，这场大
战咱是必胜无疑。金锁、翠花、小
袖子等也跟在部队后面，帮着炊
事班的战士们抬着锅碗瓢盆向

前奔去，一个团的战士和众多的
乡亲们气势凌人地向鬼子们扑
去。

宋连崖的战斗，早已打响。
鬼子的侦察兵在前，两辆坦克在
后，引导着后面的汽车和马车气
势汹汹地开到宋连崖下的不远
处。一看到崖下的乱石像小山一
样挡在眼前，鬼子们一个个都傻
眼了。一辆坦克“咚”的一声朝着
碎石堆开了一炮，只见一些碎石
被炸了起来，又哗哗地落在了碎
石堆周围，附近的路反而更难走
了。一个鬼子指挥官远远地从一
辆汽车里走了下来，召集了几个
鬼子的小头目开始研究对策。不
大会儿工夫，一小队鬼子领着一
批汉奸过来，走到巨石堆前，挽
起袖子，想把石头抬到巴漏河里

好清出大路来。谁知道，一个汉
奸刚搬起一块小点的石头，想朝
河里扔，但是拽到了手榴弹的引
线，只听“轰”得一声，乱石飞起，
10多个鬼子和汉奸被裹挟在爆
炸气流和尘土里灰飞烟灭了。

鬼子一看这石头阵底下有
“宝贝”，不敢轻举妄动了，以为
石头底下埋的是地雷，便重新安
排后面的工兵拿着探雷的家伙
赶过来，拿着探雷针往碎石缝里
插，一个鬼子脚下一滑蹬翻了一
块石头，又触动了孙祥设好的机
关，只听又是轰隆一声，一阵爆
炸又引起漫天尘烟，10来个鬼子
又死的死、伤的伤，趴在巨石堆
上动弹不了了。

要说鬼子没人性，心狠手辣
这话一点儿都不假。鬼子头头也

不管巨石堆上苟延残喘的伤兵，
命令后面的炮兵把山炮架了起
来，朝着巨石堆一阵猛轰。随着
一阵阵烟雾升起，碎石被炸得漫
天横飞，鬼子的尸体也被炸得七
零八落、残缺不全了。孙祥一声
叹息，因为鬼子的山炮把他埋的
炸药也引爆了一部分，巨石阵还
真被鬼子的炮兵给抹平了一层。
鬼子稀罕坦克里的炮弹，后面山
炮的炮弹打了一会看来也心疼
得不行了。又安排10来个工兵带
着炸药包过来，想要炸平巨石
阵。

这哪能行呢！宋连崖上的独
立连和高家峪的民兵们握着扳
机的手都出汗了。随着张连长一
声令下：“二排射击”。独立连二
排的战士们乒乒乓乓，几排枪下

去，这10来个工兵很快都被射翻
在地。有一个鬼子的炸药包还被
射中，一声震天巨响这10来个鬼
子也腾空而起，断胳膊掉腿得升
天了。

这一阵阵的爆炸声传到了
还在急行军的主力部队这边，李
团长下令部队加速前进，1000多
人的队伍和几百人支前的乡亲
们就从垛庄据点的鬼子眼皮子
底下快速通过。垛庄炮楼里的鬼
子和汉奸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
抗日队伍，吓得猫在炮楼里也不
敢往外冲了。前段时间投降日寇
的那个姓米的叛徒吓得在炮楼
顶上，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一泡
尿水顺着裤腿流了下来。被鬼子
军官骂了一声“八嘎”狠狠地踹
了一脚。

□翟伯成

清朝咸丰十年（1860）秋，淮北
捻军七八万人兵分三路，深入山
东泰沂山系以南地区。捻军这次
军事行动，声势浩大，合股而至，
分股而回，绕行千余里，“兖、沂、
曹、济、泰各属二十六州县纷纷告
警”，清廷大震，于当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发布上谕，命令“著就现有
兵力，会合东省兵勇，将北路各要
隘，严密布置，毋任匪踪阑入”。在
这种背景下，清朝统治者自然想

到了山东的齐长城，因为齐长城
的一大特点是建筑在整个泰沂山
区南北分水岭上，原本就是山东
中部的一道天然屏障，更何况又
有古代的长城巨防可资凭借利
用。于是齐长城的许多段落尤其
关隘要塞，便重修作为抵御捻军
的工程。齐长城的修复和重建，主
要集中在泰山东侧的章丘段。

捻军由泰安一带进入泰山以
北地区的一条重要通道是东趋莱

芜，然后向北翻越长城岭进入章
丘或博山。章丘方面防御的重点
在锦阳关等几个重要的关口。

咸丰十一年（1861）春，捻军
进入莱芜，准备北上章丘，章丘
人防守长城岭，邑境得免于难。
捻军退后，章丘知县、易州陈来
忠应县民之请，启动重修长城岭
长城的工程，“凡山径之可以出
入非常者，皆墙而堵之，自仲夏
迄仲秋，三阅月而工始竣”。

重修齐长城以御捻

章丘县此次重修长城，工程
浩大，自县城（绣惠）以南广袤数
十里的几乎所有村庄都参与其
事，捐资出力，罔不踊跃。每一段
工程皆有承修的村庄，其中锦阳
关、鲁地关、北门关、天门关、胡
多罗岭、狼虎岭、燕窝子等处是
重点修复的区段，尤其锦阳关因
地处南北通衢，工程量最大，技
术要求最高。如今，虽然时过150

年，锦阳关长城依然保存比较完
整。关西侧石砌墙体全长750米，
最高处近 5米，厚 5米；女墙高 2

米，宽1 . 8米，厚0 . 8米；垛口间隔
1 . 2米；瞭望孔宽0 . 3米，高0 . 2米。
在地势较陡的斜坡处，女墙和站
墙都随陡坡呈阶梯状逐渐升高；
站墙北面建有人行道。北墙根，
每隔一段距离，有石屋一处。所
有建筑石材都是就地开凿，至今
长城内侧还有大片的采石场遗
址。

锦阳关东西长城之间原有
以青石砌成的关门楼，也为咸
丰同治之际所建，1921年重修，
1 9 3 8年毁于日寇侵华战火。据

考，关楼通高 8米，拱形门洞高
6 米，宽 4 米，进深 8 米。大门用
厚厚的荆木板制成，门上方镶
嵌一青石匾，匾上镌刻“锦阳
关”三个大字。关门的顶部建有
敌楼和关帝庙。

另外，为了躲避战乱，长城
沿线还修筑了许多山寨，其中尤
以文祖镇大寨和石子口村的山
寨最为著名。山寨设置在山上，
是齐长城沿线规模宏伟、设计奇
特、防御最严密、保存最完好的
山寨城堡。

锦阳关毁于日寇侵华战火

《章丘县修筑长城岭石墙
记》碑原址在长城岭上，为加强
保护，已移至章丘市博物馆保
存。碑文如下：

候补知府署济南府知府大
兴吳载勋撰文

同知衔济南府章丘知县中
牟仓景长书丹

今夫保界之术，非地利不
足以言守，非人和不足与为守
也。章丘之南有长城岭焉，即古
所称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者也。
其城之在章境者，右界天罗顶，
左趋劈林尖，绵亘周折，随岭起
伏，峙章之南，若屏焉。呜乎，其
可谓地利也已。辛丑春，皖寇入
东境，扰及于莱芜。章之人相与
守此岭以御之，贼不得入。然古
墙已坏，基址仅存。寇既退，遂
请于邑宰而修之。垒石筑土，高
高下下，凡山径之可以出入非
常者，皆墙而堵之。自仲夏迄仲
秋，三阅月而工始竣。谋既佥
同，成资众志。呜呼，其亦可谓
人和也已。是役也，邑宰陈君为
之倡率，而绅耆等分董其事，财
输甲户，力效子来，暑雨栖栖，
虽劳无怨，固足见章人风俗之
厚。而董事诸君提纲挈领，图度
经营，遂以保障全境，贻庥永

久。城所谓思患豫防一劳永逸
者矣。矧夫长城之起也，西自榆
山，东渐海表，索带各邑，千有
余里。各邑之民皆弃其险而不
守，因而皖寇遂得浪奔豕突，肆
掠而去。而章之士民独有志于
设防扼险，力保身家，非因乎人
和，恃乎地利，何以能此？以视
乎流离颠沛转徒四方者，相去
何如也。独是今天子体元立极，
四海维新，弄兵潢池之徒行且
翕然向化，而章之人方惶然曰
修我坦墉，寇将至，不且讶为多
事乎？然而，先王之教民也，惰
者策之，恐其逸而忘劳也；昏者
惕之，恐其安而忘危也。绵之诗
曰，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
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
鼓弗胜。盖言勤也。鸱鸮之诗
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
绸缪牗户，今此下民，或敢侮
予。盖言豫也。章之士民有焉。
查南去山口凡十余处，而此处
最为通衢，工程亦最钜。其余若
鲁地、胡多、罗岭、狼虎岭、燕窝
子、天门关等处，各有承修村
庄，一律完整。是举也，自章城
以南广袤数十里，皆与其事焉，
捐资出力，罔不踊跃。若以力抵
资，相准核计，所费悉啻钜万。

厥后南贼屡次觊觎，终不敢入。
而章人凭城以守，尤易为力。乃
知此城之修，其所保全者大矣。
虽章人好义，亦邑令陈侯有以
作兴之也。陈侯劳心民事，德政
甚多，此其一端云。同治甲子九
月李恩紱记。

总理工程同知衔章丘县知
县易州陈来忠 员外部衔兵部
主事李恩绂

章丘学教谕高密付仲笃李
世墉

章丘学训导峄县王缄候选
训导邑人马纯叙

章丘县丞大学李鈖监生邑
人韩光烈

章丘县典史 宛平陈大本
候选知县邑人高岱武

分任劝捐嘉祥训导李维嶟
户部主事李锡泽 监 生 康
承浩

大清同治三年岁在甲子九
月吉日补立

据《修筑长城岭石墙记》，
可知：这段长城由清代监生大
宾李世墉在咸丰十年筹资维
修，此举是为防捻军进攻。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
任、市文联副主席）

《石墙碑记》至今保存完好

章丘南部，与莱芜交界处，长城岭上绵亘其间，林木郁
茂，四季长翠，故又名长翠岭，岭上有古长城遗址，是战国初年
齐宣王为了防御楚国而建。齐长城是齐国南疆最重要的一道
国防线。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军占领了齐国，统一了天
下。齐国的灭亡，标志着齐长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然而，在秦
汉以后兵荒马乱的年代，或者南北对峙的时期，出于军事的目
的，齐长城上的一些关隘有时会被重加利用，或者加以维修和
重建。清代齐长城的大规模修复，则发生在御捻战争期间。

《修筑长城岭石墙记》就是一个史证。此碑是同治年间
章丘县为防皖寇而重修齐长城的记事碑，是山东地区不多
见的关于齐长城维护的记载。

重修长城岭石墙碑拓片

齐长城形成齐鲁两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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