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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存放着一
辆苏制T-34坦克，它就是单车击毁美军4辆M
-46型坦克、击伤1辆、摧毁20个敌地堡的215

号坦克。当年志愿军总部授予该车“人民英
雄坦克”称号，并为它记特等功。《我参加的
抗美援朝战争——— 忆215坦克英雄集体战斗
经历》就是年逾八十的英雄坦克集体成员之
一的徐明德老先生对那场战争、那个时代往
事的回忆。徐明德老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回
忆那场战争，让6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更为鲜
活而具体。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215号坦克由北京
军事博物馆珍藏展出，炮管上印有五颗红
星，标志着它曾击毁过敌五辆重型坦克的光
荣战绩。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电影《英雄坦克
手》和2007年中央电视电台拍摄的《绝地战
车》，讲述的都是志愿军装甲兵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屡建奇功的故事，影片主人公的原型
正是作者的战友杨阿如。

老先生在文章最后回忆说，“在朝鲜参
加的多次战斗中，虽历经千难万险，我最终
平安、光荣地离开了战场，而不少亲密的战
友已默默长眠在异国他乡。战争期间，战友
们曾约定，凯旋之日谁能活着回到祖国，一
定把我们在朝鲜的经历写下来，铭记这艰辛
岁 月 ，让 这 段 历 史 留 给 后 人 品 评 和 思
索……”往事并不如烟，该铭记的要永远铭
记，该怀念的要感恩在心，我们今天和平幸
福的生活毕竟来之不易，是无数先辈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

B2版上还有一篇回忆光辉过往的文
章———《从仿制到研制“八一”号机车》，中国
铁 路 史 上 实 在 应 当 记 住 这 个 难 忘 的 日
子——— 1950年7月26日，因为这天成功地试制
出第一台“八一”号解放型蒸汽机车，从而结
束了中国不能独立制造机车的历史，翻开了
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史上崭新的一页。这
是我们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的骄傲，也是全
中国人民的骄傲。当晚，这台被命名为“八
一”号的解放型蒸汽机车缓缓离开工厂，驶
向北京。它那嘹亮清脆的汽笛声，揭开了中
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史上崭新的一页。而它
那红色大动轮，在祖国东西南北的铁轨上整
整滚动了40年后，于1992年5月30日光荣退
役。2010年为更好地教育激励四方机车车辆
职工，经多方努力，将该车运回到四方机车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从此成为了永久的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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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胆战车

我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
——— 忆215号坦克英雄集体战斗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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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那时我只有22岁。1953
年7月间的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仗，也是“联合国军”再遭沉重打击、不得不签字停战的一
仗。作为亲历者，我得以见证了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潜伏——— 陷没坦克

伪装成土包
当时我在志愿军坦克四团二连

任无线电员大组长，负责指挥所和
前沿阵地上坦克之间的通信联络工
作。金城战役打响前，我奉命携带通
信工具前往设在江源道伊川郡境
内、战前曾是一座小型金矿的诸兵
种联合指挥所。

7月6日夜，大雨突降，驿谷川河陡
涨的洪水裹挟着泥沙轰隆而下，志愿
军215号坦克行进在崎岖泥泞的山路
上，并涉水渡过驿谷川河。其任务是
配合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击垮美军王
牌第七师第十七团所部，夺取北山侧
翼334 .6高地。

当我215号坦克利用夜幕掩护穿
越一片开阔的泥泞地带时，敌人的
封锁炮火突然在坦克前方几米处炸
开一个大弹坑，驾驶员陈文奎立即
刹车，但坦克还是带着巨大的惯性
冲进了坑内。陈文奎使劲踩油门，力
图冲出，但没能成功。那里是一片开
阔地域，距敌阵地约1 . 4公里，天一亮
就会暴露在敌人面前。排长（兼车
长）杨阿如立即指挥大家挖泥土、垫
木头，想方设法、费尽力气最终也未
能救出受困的坦克。天将破晓，指挥
所得知这一不利情况后，即令“就地
待命”。随后，杨排长组织炮长徐志
强、驾驶员陈文奎、机电员许仕德、
装填手师凤山，铲草皮，抹黄泥，把
坦克伪装成一个自然状土包，并将
炮管摇向车后，使其像一根靠在土
包上的木头。同时，对周围也进行合
乎地貌的严密伪装，铺平地面上坦
克轧过的车辙痕迹，并做好了充分
的战斗准备。就这样，因偶然事故陷
入困境的我215号坦克，成了潜伏在
敌人眼皮底下的钢铁猛虎！

开火——— 接连摧毁

三辆“潘兴”
7月8日拂晓，美军占据的346 . 6

高地上出现了三辆M－46重型坦克
（又称“潘兴”坦克），它的主要装备
是一门90毫米口径火炮，操纵和瞄
准装置及通信设备都比我们使用的
苏式T－34坦克先进，因此美军坦克
兵在朝鲜战场上相当骄横。可此时，
敌军万万没想到在其侧翼1000多米
的沼泽地中，一个不起眼的“土包”
里，我215号坦克乘员正悄悄对其进
行射击前的标定，潜伏的猛虎正紧
盯猎物，即将发出致命的一击。

夜幕降临，憋足了劲的215号坦克
乘员迅速卸掉伪装，调转炮口，炮长
徐志强依据敌坦克向我步兵射击时
炮火的闪光，在敌方发射照明弹时，
很快瞄准一辆“潘兴”。随即，一发穿
甲弹向346 . 6高地飞去，炮弹在目标
炮塔上划起炫目的亮光，紧接着第
二发、第三发穿甲弹相继出膛，敌

“潘兴”坦克瞬间燃起大火。受到攻
击后，敌另两辆“潘兴”坦克慌忙转
动炮口还击。随之，215号坦克与敌坦
克展开了近距离的“肉搏战”。这是
中美坦克面对面的一次较量！由于美
军缺乏准备惊慌失措，“潘兴”坦克的

技术优势未能发挥。215号坦克乘员则
沉着果断，又连续发射5枚穿甲弹，其
中一枚钻进了“潘兴”的“肚子”，第二
辆“潘兴”坦克也燃起浓烟大火，接着
第三辆“潘兴”也被打成了哑巴。

215号坦克一连摧毁了敌三辆
“潘兴”坦克，然而自己也暴露了。兵
法云：兵不厌诈。驾驶员陈文奎说：

“根据以往的战斗经验，我们在完成
任务后会立即撤出阵地，敌人听到
坦克发动声会马上组织炮火拦截，
这次我们在原地发动，让发动机大
声吼叫，然后逐渐把声音变小，制造
撤出阵地的假象来迷惑敌人。”杨阿
如说：“好，立即发动！”陈文奎猛地
加大油门，使坦克发出隆隆吼声，然
后再慢慢降低油门，并最终熄火。果
然，敌人中计了，几个炮群的排炮沿
着215号坦克佯装后撤的方向，由近
及远足足打了两里多路才罢休。徐
志强笑着说：“美国佬又用排炮欢送我
们了……”

脱险——— 再战敌坦

克获全胜
7月9日清晨，高地上又传来了

敌坦克炮声，215号坦克乘员们觉得
很奇怪，敌坦克明明在昨夜被击毁
了，怎么又复活了？原来三辆被击毁
的坦克被敌人拖走，现在又调来了
两辆。指挥所再次给215号坦克下达
了作战命令：“9日晚上9时以前要把
215号抢救出来，9时半消灭敌人另外
两辆坦克，配合反击部队，保证我守
备部队的安全。”

抢救深陷的坦克，就要找木头。
215号乘员们把身上捆上草、涂上泥，

在被敌人用燃烧弹烧焦的山坡上隐
蔽匍匐，与指挥所派来协助的十几
名工兵一道寻找收集树干、树枝、石
头等，一天下来，终于在深陷的215号
身前铺出一条小路，提前半小时将
坦克从深坑中解救出来。

晚上9时，在北山对峙的敌我两
军猛烈交火，高地上敌人的两辆坦
克也疯狂地向我守备部队轰击。战
斗异常惨烈，敌人的地毯式轰炸使
215号坦克笼罩在烟火之中，突然，一
枚弹片从防盾缝进入车内，击碎了
车长展望孔厚厚的玻璃，杨阿如头
部负伤，并导致电台受损，通信联络
中断。战情紧急，为尽快恢复联络，
我奉命从联合指挥所越过敌人封锁
线奔向215号坦克阵地，传达首长指
令，抢修通信设备。

通往前沿阵地的“路”崎岖难
行，在不绝于耳的爆炸声中，我不断
地卧倒、起身、冲刺，荆棘弹片划破
了手和脸。不过在那个时刻，我已经
完全顾不上困难、危险和疼痛，一心
只想着保护好工具、设备，尽快到达
前沿。终于，我带着满脸满身的血汗
和泥浆冲到了215号坦克旁，传达首
长指令，迅速抢修电台，中断了两个
多小时的通信联络终于得以恢复。

215号坦克接到最新指令后立即
做好战斗准备。随着敌人高地上升
起照明弹，其坦克位置被一直紧盯
的我坦克手发现了。215号坦克趁机
先敌开火，随着一声巨响，敌人坦克
顷刻间燃起大火，同时215号坦克也
暴露了，剩下的一辆敌坦克随即慌
乱地朝215号开炮，而我215号准备充
分、沉着冷静，连发5枚炮弹，彻底摧
毁了敌坦克。之后，消除了主要威胁
的215号大胆逼近敌阵，将炮口瞄准
敌阵地上的明暗火力点，一鼓作气
打掉了敌人二十多个地堡和三门火
炮，圆满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命令。

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抗美
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威、军威。战后，由于战
绩卓著，215号坦克乘组荣立集体特
等功，排长兼车长杨阿如荣立一等
功，同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朝
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分别授予“二级
战斗英雄”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光荣称号，我和其他乘员分别荣立
二等功、三等功。215号坦克被志愿军
总部授予“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
号。

□马光仁

济南大明湖历下亭可是名闻
遐迩的海右古亭，是古时的历城
八景之一。在70年前历下亭是什
么样子？跟现在的历下亭建筑造
型有哪些差别？长清区归德镇居
民曹修刚收藏的一帧老济南明信
片，上边印着的就是70年前古色
古香的历下亭。

历下亭位于济南市天下第一
泉风景区——— 大明湖东南隅岛
上，岛面积约4160平方米，因南临
历山（千佛山），故名历下亭，亦称

古历亭，1979年被定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曹修刚展示给我们的这幅照
片是由济南博文堂发行的明信
片，画面为70年前日本侵略者占
领济南时的济南大明湖——— 古历
亭。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70个春
秋，但这些明信片保存得依然清
晰。大明湖的一张明信片上印着
古历亭字样，画面近处为湖水，远
处就是湖心岛上古历亭，飞檐挑
角，是非常精美的中国古典建筑。
曹修刚还珍藏着同一时期的一张
济南纬一路大马路一角的照片。

老明信片上的历下亭

坦克英雄集体

徐明德老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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