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威武
雄壮的《大刀进行曲》是抗日歌曲中最有力
量的一首，是当时著名作曲家麦新专为二十
九军大刀队创作的。它不但伴随了中国人民
八年的抗日战争，也奠定了抗日歌曲特有的
慷慨激昂的风格，无论是《黄河大合唱》还是

《义勇军进行曲》，都与《大刀进行曲》有几分
神似和相近。

这期《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征文讲述
的，正是这首歌曲的原型人物——— 著名抗日
爱国将领赵登禹烈士。作者采访赵登禹烈士
的家属时，其长女赵学芬老人说，父亲牺牲
时自己年纪尚小，记事以来从奶奶、母亲、伯
父、父亲战友和部下那里听到很多父亲的故
事，从朦胧记忆到把父亲的形象丰富完整起
来，也为有这样的父亲深感骄傲。赵学芬一
直保存着一张翻拍的赵登禹在喜峰口战役
后的照片：全身戎装，左腿打着白色绷带，身
左文字载明“左腿受伤后，自告奋勇，由左翼
潘家口夜袭敌营之赵旅长登禹”，身右是赵
登禹的话“肢体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
才算大纪念。”这是多么豪壮而英勇的留字
呀。“父亲现在的墓在卢沟桥，我父亲说过，
如果我们打不死日本，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
墓。”赵登禹先辈如今依然长眠于卢沟桥畔，
从打虎英雄到大刀将军，从至孝男儿到壮烈
殉国，他的戎马生涯让今天的我们读下来，
仍心生敬仰和崇拜之情！

B2版介绍的邓仲纯先生，则是一位贯穿
了战前山东大学全程的人物。邓仲纯出身于
翰墨世家，是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创始
人邓石如第五代孙，其父是民国初期安徽省
教育司司长邓绳侯，邓仲纯的三弟邓以蛰

（字叔纯）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四
弟邓季宣是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两弹一星
元勋”邓稼先就是他的侄儿。就是这样一位
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之人，也是一位爱酒的
性情中人。上世纪30年代初邓仲纯与山大结
缘，短短七年，与杨振声、赵太侔、梁实秋、老
舍、洪深、台静农等文人学者常相谈叙，友情
笃深。他与学者教授们一边推杯换盏，一边
共叙友情。抗战中昔日山大酒友尽皆星散，
但出人意料的是，老舍还因邓仲纯的关系，
曾与晚年陈独秀晤面，两人在江津一起喝酒
摆龙门阵！1946年，老舍在美国纽约，复信山
大校长赵太侔，谈论诸事之余，也特意表达
了对邓仲纯的问候，可见老舍对邓友情之不
一般。文人与酒，总有佳话，因为他们那份激
情沉醉于其中，已不仅仅是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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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记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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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从军，打虎英雄

赵登禹(1898—1937)，字舜城，菏
泽赵楼人。此地素来尚武，小时候的
赵登禹就常常和大人们一起练拳。

赵登禹长女赵学芬回忆说：“因为
家境贫寒，我父亲从小就去割草、养
蚕、放羊，练得一副好身体。听别人说，
13岁时，他拜当地著名武师朱凤军为
师习武，善使大刀，十几人不敢近身。”

当时，冯玉祥的哥哥冯北宝在
曹州带县队，1913年秋冯玉祥曾到距
曹州不远的河南招兵，之后多次率
部路过曹州，所以，赵登禹暗下决
心：投奔冯玉祥去！

1914年初秋，刚满16岁的赵登禹
被编在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一团三营
佟麟阁连当副兵。因为身高体壮，参
军时赵登禹经常“军容不整”。一次
偶然的机会，冯玉祥在众多的士兵
中发现了赵登禹。“我父亲鞋底儿长
1尺2寸，军队里没有这么大的鞋，提
不上去就只能趿拉着。”赵学芬说，
当时冯玉祥专门指令，给赵登禹重
新定做。无奈之下，冯将军只能先把
自己的鞋子给他穿。

此后，冯玉祥开始注意赵登禹。
士兵练操，比试对打，冯玉祥在一边
观看。赵登禹身高劲大，手脚麻利，
敢打敢拼，同队的士兵个个都成了
他的手下败将。冯玉祥越看越喜欢，
把衣服一脱，走到赵登禹面前说：

“来！咱俩摔一个。”两人你来我往，
不分上下，赵登禹一较劲儿，搬起冯
玉祥连摔三跤。冯玉祥忍着疼痛，心
生欢喜，“不错，留下来给我当警卫
员吧。”这一年，赵登禹17岁。

“我父亲给冯将军当警卫员时，和
冯将军之间还发生了很多趣事。”赵学
芬说，冯玉祥本人喜欢读书写字，父亲
赵登禹在他身边耳濡目染，受到了不
少教诲。有一次，冯玉祥给赵登禹出了
个难题：“我在自己读书写字的时间
里，不想任何人来打扰，怎么办？”

赵登禹给冯玉祥出了个主意，冯
玉祥一听心花怒放，“好！”随后写了一
块“冯玉祥死了”的牌子。从那以后，每
次在冯玉祥读书写字时，赵登禹就会
把这块牌子挂在大门上，只要是这期
间拜访的人，都被他毫不客气地挡下。

赵登禹老家山东菏泽，离武松
打虎的阳谷很近。从小，武松的神勇
就印在赵登禹的心中。1918年，部队
驻扎湖南常德。常德附近有座德山，
山清水秀，但山上蚊虫多而凶，更有
猛虎经常出没。为此，山下村子里有
猎户队专门救急，平时让百姓绕山
而过。

有一次，部队在德山练习野战，
忽然赶出一只猛虎，足有八尺多长。
赵登禹和士兵还有山民联合围击，
老虎窜到江里。赵登禹跳下去，挥拳
猛击，打得猛虎无力反扑。在老虎懵
晕之际，赵登禹用尽力气将它拖上
岸来，骑在虎背上，边击边说：“看我
是打死老虎，还是打活老虎？”留下
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赵登禹骑活虎，
也成为那个时代唯一一张流传至今
的骑活虎照片。从此，“打虎将军赵
登禹”的事迹便不胫而走。

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壮烈殉

国，冯玉祥拿出打虎照片寄托哀思，
亲题“民国七年的打虎将军”。

生擒郭坚，喜峰口大捷

赵登禹从小练就的功夫，使他
在关键时刻身手不凡。1921年5月，为
铲除陕西督军陈树藩，冯玉祥等联
袂入陕以武力接管陕西军政大权。
就在此时，驻扎在凤翔、岐山一带的
土匪郭坚，趁陕西局面混乱之机，打
着“靖国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
抢夺民财，成为一方大害。

据赵学芬讲述，“冯玉祥见此局
势，一心决定除掉郭坚，对上峰说：

‘这事儿交给我吧，到时我请他吃
饭’，并转身对我父亲说‘登禹，你得
去，你得在旁边待着。’”于是，冯玉
祥在西安讲武堂内设下“鸿门宴”，
准备一举将郭坚擒获。冯玉祥布置
部队，届时大家躲在屏风后面，以摔
杯为号。不承想，在宴席进行时，埋
伏于屏风后的士兵因探头挤看冯玉
祥与郭坚对饮，竟将屏风推倒。

郭坚及其卫兵二十多人见状拔
枪，企图先发制人。刚要拔枪，赵登禹
挺身上前，三拳两脚，把郭坚揪住了，
接着伏兵一拥而上，将郭坚的卫兵全

部缴械。事后，郭坚被公开处决。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9

日，赵登禹率部驰援喜峰口，与日军
铃木师团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经
过三天激战，喜峰口几度易手，双方
伤亡惨重，赵登禹的左腿也被敌人
的炮弹炸伤。

为了削弱日军的武器优势，3月
11日晚，赵登禹带伤组织三个团的
敢死队。临出发前，他作动员说：“抗
日救国，是我军人天职。养兵千日，
报国时至，只有英勇杀敌、不怕牺
牲，才能挽救祖国危亡……”当时没
有子弹没有炮，二十九军专门找到
铁匠用最好的镔铁打成大刀，1米多
长，八九斤重。赵登禹一行身背大刀
和手榴弹，分两路夜袭日军炮兵阵
地和宿营地，于深夜三四点杀入敌
营，砍杀大量日军。

赵登禹将军指挥的喜峰口大刀夜
袭战，在日本历史记载中是“战役里的
一场耻辱”。当时大刀砍下去，日本人
的死状是非常惨烈的。“之后俘虏日本
兵的时候，发现脖子多了一层铁围脖，
钢片做的，还包着一层皮子，用来防二
十九军的大刀片，砍下去时啪啪冒火
星儿。”赵学芬讲述，后来发现死掉的
日本兵尸首是竖着劈下来的，横着不
好砍了，竖着一样砍，极大地振奋了全
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喜峰口夜袭战的胜利，使赵登
禹和他的大刀队名声大振。当时政
府为赵登禹颁发了最高勋章，并

“升”其为师长，授中将衔。远在上海
的音乐家麦新被赵登禹大刀队的英
勇所感动，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曲

《大刀进行曲》，从此，“大刀向鬼子
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全国。

卢沟桥事变，血战南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爆发。7

月26日，赵登禹奉二十九军军长宋哲
元之命，赶赴南苑，和副军长佟麟阁共
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8日凌晨，日军
集中三个联队步兵、一个联队炮兵和
30多架飞机，向南苑进攻。赵登禹率部
与日军血战六小时，一次次打退敌人
的进攻。无奈武器装备相差悬殊，在敌
人飞机大炮的疯狂轰炸扫射下，所部
伤亡惨重。战至中午，宋哲元命令赵登
禹率部向大红门集结。行至半途，赵登
禹从汽车里下来，一手拿手枪，一手执
大刀，亲自指挥部队撤退。由于叛徒告
密,途经大红门时，两边城楼上已经埋
伏好的日军突然用机枪猛烈扫射。赵
登禹师长左臂受伤,他一边组织士兵
迎敌，一边用手枪向敌人还击。张可宗
和几名战士上前想把师长拉到掩体
处，但被拒绝了。很快，赵登禹腿部又
中弹，他坐在路边，继续指挥战斗。不
久，赵登禹身上多处中弹，成了一个血
人，再也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张可
宗和几名特务团战士马上把他扶住。

此时的赵登禹已经气若游丝，
抓住传令兵和张可宗他们的衣服
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
什么可以愁伤。北平城中还有我的
老母，你们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
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捐躯，也算
对得起我的祖宗了。”说罢，一代抗
日名将壮烈牺牲，年仅39岁。

□耿德令

我的父亲耿洪禄是潍坊市经济开发区双
杨街道庞家村人。1943年春，日寇蹂躏，家乡
沦陷，21岁的他与初中同学一起南下，希望到
后方能够求学深造。坐火车就要到达徐州站
时，被日本鬼子赶下，行李丢失，“良民证”被
收缴。为报考学校，只得借了一位同学的证件
一试，竟升入了高中，就读一年便入大学。正
待学习，抗战需要，从戎远征印度、缅甸。抗战
胜利后局势突变，被迫去了台湾。尔后发挥学
业专长，负笈美、德，从事电子工程研学，通晓
英、德诸国语言，著书立说，成为业内知名专
家。

父亲走时我还没出生……1988年4月，人

到中年的我才得知亲生父亲还健在人间，于
是立即去信取得了联系。1990年10月3日中秋
月圆时，父亲回大陆探亲。父亲到达村子里
时，没有马上进家，而是抚摩着披挂在墙头、
树杈上晾晒的玉米棒子，驻足，沉吟。邻居们
闻讯赶来，好奇地看着这位高大的“外来
客”。父亲激动万分，眼里噙着泪，拉起一个
孩子的小手，指着玉米，动情地说：“真个到
古圣贤人理想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
会了，这么多保命的粮食放在街上，以前怎么
敢想？鬼子来的那年，俺家天井里进了小偷，
水桶、担杖，连咸菜瓮底下的盐粒都扫净了
去……”

父亲终于归来，我终于见到了父亲，一家
人激动万分，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父
亲
归
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
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
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大刀
进行曲》。当年赵登禹率
领29军大刀部队迎来喜
峰口胜利，成为日军战史
上的一大败笔。赵登禹身
高1 . 9米，是不折不扣的
山东大汉，从打虎英雄到
大刀将军，从至孝男儿到
壮烈殉国，惩恶扬善，智
勇双全，戎马生涯书写下
了道不尽的人生传奇。

赵登禹烈士

赵登禹打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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