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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人文

寻寻找找孙孙玉玉敏敏，，重重温温 地地雷雷战战的的辉辉煌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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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修
璐璐
本报通讯员 孙志刚 吕连兴

2013年8月5日，86岁的孙玉
敏在海阳病逝。

这位烟台最后一位“全国民
兵英雄”的离去，让那个充满战
火与硝烟，热血与理想的年代又
失去了一位亲历者与记录者。距
今70多年前那场海阳全民皆兵
的“地雷战”，如今，还存在于电
影、博物馆和老人的记忆、年轻
人的“听闻”里。

孙玉敏曾是海阳三位“全国
民兵英雄”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上评选出的“全国民兵英雄”在
全国范围内也只有10位，而海阳
就占了三个名额，可见当时胶东
人民抗战的积极性有多高。

在孙玉敏去世后的一周里，
我们走访海阳的很多地方，去寻
访其他和地雷战有关的人和物。
英雄会老去、死去，但是有很多
东西，可以在后代人种种的记录
和思考中永生。

孙玉敏的老家在离赵疃十五
六里外的西小滩，我们在那里找
到了当时领导孙玉敏的老村团
长，现年95岁的孙永田。找到孙永
田家时，他正一个人躺在床上，虽
然左眼已经不大好使，但耳朵却
不背，精神头也很好。

孙永田的老房子有八十多年
历史，八十多年让它像一个老人
一样伛偻下去，墙壁变形、门框下
沉、墙皮脱落。可是孙永田比这座
房子还要大上十岁，他的皮肤已
经因为色素沉淀和水分缺失，变
成了树皮般的模样。

提到孙玉敏和地雷战，这位
老人迅速陷入了回忆之中。他说，
六十多年前，他还担任着小滩村
的村团长，和赵守福及于化虎两
个村团长经常聚在一起开会，商
讨对抗鬼子的问题。对于赵守福
和于化虎，孙永田的评价是：“两
个人都挺勇敢，于化虎的脑子稍
微灵活一些。”

“当时在西山顶有三棵树，鬼
子往哪个方向来，我们就把哪棵
树放倒。”孙永田说，那时有三个
村子的民兵特别活跃，分别是赵
疃、文山后和小滩，后来在这三个
村子里出现了三个全国民兵英雄
赵守福、于化虎和孙玉敏。

根据孙永田的回忆，在战争
初期，日军对于行村只是进行一
些小规模的骚扰。“在之前小鬼子
只是时常从村子旁路过，真打起
来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孙永田还
记得第一次和鬼子交上火的情
景，那时他正在家中，突然听到北
面传来爆炸声。“我当时就想会不
会是地雷炸中鬼子了，就跑出去
看。”听到响声，小滩村的村民们
都跑出来查看情况，孙永田见状
阻止了他们：“我让他们在原地等
着，看见我回头跑，你们就跑。”

孙永田在北边的道路上看到
了骚乱的日军，确定地雷的确炸
中了鬼子。“当时鬼子围成一圈，
有人拉着惊了的马，鬼子发现我
之后我撒腿就跑。”看到背着地雷
箱拿着土枪的小滩村民兵，日军
立刻架起机枪。“我边跑边回头，
看到鬼子拿着一个三面开叉的棍
放在地上，然后架了个机枪就开
始扫，我就头也不回地往村里跑，
子弹打在地上‘扑喽扑喽’的。”

从那天起，小滩村的民兵们
就和鬼子干上了。“我们跟着上级
的指示，一开始鬼子从北面道路
过来，我们就去那埋雷，一天少时
埋个五六个，多时十个八个。”孙
老说，爆炸声一响就知道日军踩
雷了，但杀伤了多少敌人并不清
楚，只能看到日军围成圈将伤员
和死者收走，地上留下些血迹和
碎片。后来日军换了路线，从南面
进村，孙永田就带着民兵们去南
边的道路埋雷，最后逼的日军从
马庄绕了一大圈才能进村。

孙永田告诉记者，当时上级
下来指示，说是赵疃和文山后有

赵守福和于化虎两位英雄典型，
让小滩也培养一个女英雄。在当
时的小滩村里，除了孙玉敏还有
许多积极的女民兵，比如孙贵芬，
但因为她没有上过学，所以选来
选去，就选中了孙玉敏。

孙永田对孙玉敏的印象还停
留在她十七八的时候。“当时孙玉
敏是一个学生样，性格却像个男
孩子，她是队里唯一上过学念过
书的人。”他说，孙玉敏的枪法不
错，经常去公社打靶练枪。白天她
会跟随着民兵队伍埋雷，和日军
的战斗也基本都会参加，是一个
坚强勇敢的姑娘。

得知孙玉敏去世的消息，孙
永田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
毕竟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近些
年相继去世。而他目前只能靠低
保过活，在他的侄媳妇手中保存
着一个本子，上面记载着那些年
打鬼子的记录，但他不确定国家
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补助政
策，那个本子也不知有没有丢失。

很多老民兵就如同孙永田一
样，在战争结束之后重新变成了
普通甚至穷困的老百姓，而他们
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如此简单，
只是一句话：“就为了打鬼子。”就
算是现在，孙永田提到地雷战也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就是要把
小鬼子赶出咱们自己的地盘。

孙永田当年也是一个性烈如
火的人。“当年四处埋雷，和鬼子
打伏击，上级让干啥就去干啥，心
里就没有死的念头。”小滩村西山
沟的一次战斗让他记忆犹新，“当
时排长和我说，永田，咱们去搞鬼
子一下，我说好，那就搞。”

那场战斗收获颇丰，打死了4

头驴，截下了7辆车，从里面缴获
了3000斤白面。孙永田说着这些
故事时，身子挺直，脸上闪耀着神
采飞扬的光芒。可故事一结束，他
的整个人就“塌”了下来，变回了
一个老人的模样。

孙永田床头那座家中唯一的
钟表早已经没有了指针，时间对
于他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在那
座钟表上，插着孙永田老伴的一
版一寸照片。在这个停止走动的
钟表旁还有一个照片框，在那里
面站着两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孙永
田。而现在的孙永田已经记不得
这两张照片是何时照下的，连其
中一张照片中一位站在他身边的
中年人也不记得是谁了。

多年过去了，这些老兵不死，
只是逐渐凋零。

随着战友们的相继离去，孙
永田脑子里那段激情岁月也变得
模糊起来了，岁月终于把他从一
个不怕死的壮年人变成了一位无
法自理的老者。他曾经想过死去，
可很多人都劝过他好好活着，享
受如今来之不易的平淡日子。但
如今这种整天躺在床上等人送饭
的生活，让拼搏了大半辈子的孙
永田“心有不甘”。

地点四：西小滩

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鬼子

兜了一圈，我们最终又返回
了海阳市区，因为在海阳市第三
医院的机械大院里住着孙玉敏昔
日的一位同事。他就是现年88岁
的县级调研员迟洪业。

1960年，孙玉敏来到民政局，
成为了一名普通员工。据迟洪业
回忆，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孙玉
敏才成为了民政局副局长。在这
之前，他们一起负责当时的民政
工作，包括社会救济、拥军拥属等
方面。

迟洪业说，当时的民政工作
十分不好开展，因为战争的遗留
问题实在太过庞大。但孙玉敏却
是个坚强又带有男子气概的人，
她对工作负责，对政策执行坚决，
并且对人对事从来都是直来直
往，从不搞虚头巴脑的花样。

迟洪业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
朝战争的老侦察兵，在他的心里，

孙玉敏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
“工作这么多年，她依然能够维持
本色，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迟洪
业说，在同事的眼中，孙玉敏虽然
不善于言谈，但因为待人真诚，所
以和同事们的关系也很好。

接到参加孙玉敏追悼会的通
知后，迟洪业晚上睡不着了，他为
自己的同事的逝去感到痛心，也
为那个代表性年代的逝去感到痛
心：“现在我的孙子孙女辈里，已
经很少有人知道地雷战了。”

迟洪业说，孙玉敏在世时，经
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进行革命教
育，每去一次必定有孩子给她戴
上一条红领巾。这些红领巾孙玉
敏都没有丢掉，而是将它们保存
了起来，放在一个大包裹中。

迟洪业说，老人们都老了，他
们最希望的，是以后的人还能记
得这些事。

地点五：海阳市机械大院

老人希望后人能记住这些往事

本报照片均由
本报记者 于涛 拍摄或翻拍

返回海阳市区时，我们遇到
了30多岁的吴先生。提到地雷
战，他顿时兴致高涨，告诉我们
市区内有一家“地雷战博物馆”。

吴先生也是从小听着地雷
战的故事长大的。“我在假期的
时候，还领着女儿过去参观来
着，是免费的。”但同时他也承
认，孩子对这些东西已经没什么
兴趣。“估计看过之后就忘了。”
他笑着说。

地雷战博物馆的馆长隋俪
荣介绍说，在暑假白天时，这个
博物馆的客流量是最大的，一般

是外地游客组团来参观，或者是
本地人带着孩子来看。同时，这
里还会不定期的组织单位或者
学校的人员进行爱国教育宣传
活动。

在地雷战博物馆里，陈列着
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到
抗战时期的各种文物。1940年，
日军正式入侵海阳，当时行村和
凤城驻扎的主要是日军，而其他
地方“二鬼子”(即日伪军)比较
多。

1941年，许世友在榆山大会
战中解放了海阳近8成的地区，

并在两年后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从此之后与胶东结下不解之缘，
赵守福和于化虎的名字就是许
世友给改的。

1943年，赵疃的武委会学
习青岛大泽山地区的经验，使
用地雷与敌人展开作战。在地
雷博物馆内陈列着的物品如地
雷、枪支缴获的刀剑等大部分
出自那个时期，其中地雷还分
为铁雷、石雷、夹子雷等好几
种类型。

据讲解员介绍，当时触发地
雷的机关都是聪明的农民利用

家中常用的物件制造出的。所以
电影中的“夹子雷”、“头发丝雷”
等都有迹可循。“从这些陈列品
可以看出当时民兵们的装备非
常差，只有使用地雷才能对敌人
进行较有效的杀伤。”

孙玉敏从年轻到年老的照
片都单独放在了一面墙上。其中
最显眼的就是她和赵守福、于化
虎英姿飒爽地并排而战的照片。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评选出的“全国民兵英雄”在海
阳有3位，而“胶东民兵英雄”则
有100多位。

地点二：海阳市地雷战博物馆

电影中的“头发丝雷”有迹可循

真正的地雷战遗址赵疃村显得
更寂寞些，这里离海阳市区约有四
五十里地，很少有游客会专程搭车
过来，只为看一看那里的纪念碑。

赵疃村是赵守福的故乡，直到
现在那里还保留着他居住的老房
子。这栋老房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
史，自从赵守福去世后，由于无人打
理，这里基本已经变成了荒草丛生
的废墟。

想要进房子，就得拨开随处拦
路的蛛丝和半人高的杂草。屋子里
的锅台歪斜、墙皮脱落，满是长久无
人居住的痕迹。在赵守福的卧室，有
两把破损的藤椅歪歪斜斜地靠在墙
边，墙上贴满了中文和英文的报纸，
炕上还放着几个花花绿绿、却积满
灰尘的坛子——— 赵疃村的村民将这
个房子里的东西都封存在这些坛子
里，因为之前有人来过的时候和他
们说过“这里的东西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纪念意义，应该妥善的保存”。

在房子的不远处，就是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赵疃地雷战遗址。在
指示碑的旁边还放着一个石碾，这
个石碾是当时抗战时留下来的，作
用是碾磨地雷中的炸药。

再往上走，就可以看到1995年
时树立的一座丰碑，上面由迟浩田
亲笔题写的“地雷战精神永存”七个
大字。而背面则刻有立碑的由来，在
其中可以看到“在地雷战中，海阳人
民共歼敌六百七十三名”等字句。

在碑后的凉亭中，我们意外的
找到了现年82岁的一位姓赵的老
人。他说，发生过地雷战的这个村子
80岁以上的老人还剩下十来个，而
90岁以上的只有4个，并且都已经糊
涂了。

抗日战争时期，他才十几岁，他
只记得当时日军来扫荡过两次。“当
时大家的武器都很差，民兵们的装
备仅限于几把土枪和三个土炮，所
以后来大家发现地雷好使时很高
兴，于是变着法的研究和改进地
雷。”

“当时的地雷分绊的、踩的还有
拉的，拉的比较少，因为那得有人看
着。”提到地雷的种类，赵老说，其实
电影里的地雷有些是虚构的，现实
中并不存在，而“头发丝雷”属于踩
雷的一种。

老人越说越兴奋，“抗战那会，
大家的生活真是苦，和现在根本比
不了，人们的观念也已经变了。”当
年打仗时使用的武器，现在变成了
稀罕物，那三门土炮被拉到了北京，
在博物馆里头供起来了。

对于那个残酷的年代，赵老不
愿意多提。“我这辈子为革命打过
仗，经历过特别苦的年代，不就是为
了现在过衣食无忧的日子？”

很多东西都变了。在山下原本
有一个地雷战的博物馆，目前已经
被改成了民居。地雷纪念碑的亭子
里，坐着村子里前来纳凉的老人和
年轻人，他们或者在一起聊天，或者
在一起打牌。凉风习习，打眼望去这
里看不到曾经战争残酷的痕迹。

地点三：赵疃地雷战遗址

看不到曾经战争残酷的痕迹

孙玉敏

海阳市的北郊有个镇叫朱
吴。电影《地雷战》的拍摄地点就
在朱吴镇的山中涧村。但真正的

“地雷战”战场却并不在这里，而
是在海阳市行村镇赵疃村和附
近的几个村子里。

作为当时火遍全国的电影
《地雷战》的拍摄地，这个地方目
前成为了海阳当地的“地雷战旅
游景区”，当记者下午五点半到
达时，正好赶上最后一班旅游客
车载满游客返回海阳市区。

地雷战旅游景区的道路是
一条狭长的上山路，两边建满了
杂货店、饭店和纪念品店等商
铺。有趣的是，为了配合地雷战
的主题，这些房子都被刻意建造
成了抗战时的样子，连墙上刷的
标语都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鲜明
特色，不过简繁体字都用在了一
起，看起来有些别扭。

在路上还可以见到写着“红
色革命餐厅”、“《东方红》大舞
台”的建筑，在一旁的牌子上印

着一群身着抗战军装的人的照
片，他们做出向前的姿势，在他
们的头顶，写着《地雷战》主题餐
厅的字样。

在一间屋子前，我们见到了
在这里乘凉的一位65岁的老人，
得知孙玉敏去世的消息，他满脸
惊讶：“孙玉敏去世了？这么说海
阳的三个全国民兵英雄都没
了？”这位老人说，年轻的时候家
里的老人们经常绘声绘色地给
他讲地雷战的故事，赵守福、于

化虎和孙玉敏几乎是海阳人人
皆知的英雄，那些战斗的故事曾
让他热血沸腾。

“现在老人们一个个都走
了，要么就糊涂了，所以年轻人
都不知道地雷战这档子事喽。”
老人说，这里只是当年《地雷战》
的拍摄地，所以除了前面有颗出
现在影片里的“镇妖石”，和开放
时间在前面的广场处演出的“地
雷战”真人版之外，就“再没有什
么了”。

地点一：海阳市北郊朱吴镇

已经很少有关于地雷战的记忆了

赵守福(右一)、于化虎(中)、孙玉敏(左一)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地雷战纪念碑坐落在赵
疃村。

当年担任小滩村村团长
职务的孙永田。

赵疃地雷战遗址。

地雷战博物馆里陈列的地雷。

曾用来碾炸药的碾子。 地雷战景区内
的主题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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