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我奶奶开始抄经的那年五月，我二姑出
世。由于日本人成天价往济南城开炮，开得满
世界乱响，老人们为了哄慰初生的小婴儿（当
然也是为了哄慰自己），便不住地念叨：‘不怕
不怕，大响嘛！大响嘛！不怕不怕。’我二姑于是
有了小名：大响!”这是台湾作家张大春笔下还
原出的五三惨案时的细节。

日本鬼子为什么要在济南大开杀戒？他们
的动机是什么？当时的惨剧是如何发生的？今
天B1版的《外交史上第一人蔡公时》一文为我
们全景解读了这一历史事件。蔡公时是一位血
涌于顶的救国者，铁骨铮铮，血气方刚，他多次
追随孙中山举义，多次流亡，多次被追捕。“五
三惨案”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
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的蔡公时奉命赴济南与
日方交涉，面对强行进入交涉公署的日军，蔡
公时为维护民族正义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用
日语斥责日军暴行，被日军割去耳鼻挖去双眼
舌头后，与16位随员一同遇害，其就义过程极
为惨烈，被誉为“中国外交第一人”。

据作者康鹏搜集到的资料，蔡公时的身后
事亦令人唏嘘不已：他和随员遇害后遗体被日
军焚烧，骸骨被挖出后存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
地下室内，以后却不知去向；他留下一双儿女
孤苦伶仃，女儿自小被人收养，饱受磨难，直到
65岁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世；遇难人员遗属生活
困难，在领取抚恤补助金时却遭到刁难。南洋
各界同胞为纪念蔡公时，为他铸造了一尊全身
铜像，这尊铜像在异国他乡历经76年风雨沧桑
之后，才回到了烈士牺牲的地方……蔡公时用
鲜血写就了他的历史，而他留给我们后世的启
示又是什么？每到5月3日这一天，济南上空都
会长鸣警报，悼念“五三惨案”遇难同胞，今年
的那一天，请怀着对烈士的虔敬，肃穆片刻，在
心底里默念“勿忘国耻”。

抗日战争时期，海阳对日开展的地雷战
“威震敌胆，名扬全国”,因此，1962年出品的电
影《地雷战》正是对当年胶东抗日军民以地雷
为武器英勇抗击日寇的真实写照。电影里那个
女主角“玉兰”姑娘，就是以当年海阳县纪家店
村青妇队长陈桂香等人为原型加工塑造出来
的。在编辑这篇稿件时，我看到了陈桂香一直
珍藏了70多年、19岁时留着漂亮长发的照片，
是那么漂亮！乍看上去就像电影《地雷战》中的

“玉兰”姑娘。“陈桂香说，当时多么喜欢自己那
留了十几年的秀发呀。可是，为了对付越来越
狡猾的日本鬼子，还是忍痛将心爱的长发剪下
来做了‘头发丝雷’的引线。“不见鬼子不挂
弦！”“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
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叫鬼子挨打又
挨炸，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地雷战》中这几句
著名的台词，唤起了多少人脑海中难忘的红色
记忆啊！

刊前絮语

又是警报响起时

多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蒋介石为“五三惨案”写下“雪耻”二字———

“外交史上第一人”蔡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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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获取在华利益、进而霸占中国，借保护侨民为由
悍然攻占济南，大肆屠杀我无辜军民和外交人员，打死中国军民6123人，打伤中国军民
17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因大规模屠戮自5月3日开始，故又称“五三
惨案”。这是南京大屠杀之前，现代国际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蔡公时多年追随孙中
山革命

蔡公时，江西九江人，字公时，
别号虎痴、公痴、痴公。1902年，蔡公
时赴日本留学，后加入中国同盟会，
常伴孙中山左右，成为坚定的革命
党人。因为他曾经两次东渡日本，日
语极好，涉及日本的事务，孙中山大
多让蔡公时斡旋。孙中山因病住院
时，蔡公时始终在其身边，进食、沐
浴无不亲手服侍，是孙中山弥留之
际伴其左右并聆听遗言的极少数国
民党人之一。

1928年4月，刚刚成立的南京国
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蒋介石率
领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
了山东省。日本担心中国统一后不
会任其肆意侵略，所以竭力阻挠北
伐，并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
南。张宗昌退走逃亡，北伐军于5月1

日占领济南，当时任战地政务委员
会外交处主任的蔡公时因精通日
语、谙熟日情，兼任山东特派交涉
员，负责与日本驻济南领署联系交
涉，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

在徐州出发的时候，蔡公时对
蒋介石说：“这一次出去，料想日本
人一定要同我们捣乱。我们如一退
让，他们就要更加凶狠，我们必要拿
革命的精神同他们周旋。”蒋介石后
来回忆道：“我对他(蔡公时)说你尽
到外交官的职责，必须如此，才能不
辱使命。所以他后来为日军所执以
后，一点也不屈服。”

蔡公时用日语斥责日
军暴行

当时，日本军队在济南滋生事
端，到处挑衅。5月1日上午10点，国民
革命军一个营长和一个少校副官带
领4个连长因找房子行至经五纬五路
口，被武装日军捉去当场用刺刀杀
死，尸体被拖去焚烧。当时正在向济
南集结的北伐军官兵也不断遭到日
军的杀害。

5月2日，日本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
助率部由青岛到达济南。这时在济南
的日军已有3000余人，他们将经一路、
经二路和纬一路、纬三路划为东守备
区，把经二路、经六路和纬六路、纬十路
划为西守备区，并在经七路附近架设
起多门大炮，布置了机枪阵地，还在济
南的商埠区、使领馆、邮局、银行、医院
等所在地抢先布置防区，不准中国军
民通行，禁止商埠区居民外出。

5月2日，蔡公时抵达济南。5月3日
上午8点左右，蔡公时进入位于济南
商埠经四路小纬六路的山东交涉公
署。他亲自在正面墙壁上悬挂了孙中
山像、国旗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
需努力”的条幅。蔡公时正要与日本
方面交涉，却听到市内各地枪炮声不
断传来，山东交涉公署门前也开始有
日本兵与便衣队在活动。蔡公时只得
给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打电话，
询问因何发生冲突。西田畊一狡黠地
回答：“不知何故互起误会，双方现应
立即停战。”蔡公时再派人出去上街
买菜、送信时，却被日本兵开枪打回。
交涉公署全部人员被围困整整一天，

吃不上饭，只能喝些自来水，不久电
话线又被切断，交涉公署与外界完全
断绝了联系。

当天下午4时，20多名日军借口
交涉公署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
入交涉公署，把前后门围住，将署内
人员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当晚9

时，又有50多名日本兵闯进交涉公
署，剪断电灯线，交涉公署顿时陷入
黑暗之中。日本兵置国际公法于不
顾，在手电筒照射下，撕毁国民政府
旗帜青天白日旗及孙中山画像，强
行搜掠文件。为避免事态扩大，蔡公
时婉言要求日军停止搜查，退出公
署；并请日本领事前来洽商，但均遭
日军拒绝。蔡公时用日语同日本兵
理论，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粗
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
行径。但残暴的日本兵不等蔡公时
说完，就用枪托将蔡公时打翻在地，
又将蔡公时和17名随员全部捆绑起
来。随后，一个日军兵宣读了日军第
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
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
兵要剥去我们的衣服、枪毙我们。我
们没法，赴死可也。”

勤务兵张汉儒写下殉
难始末记

一个日本兵跑上来，先将蔡公时
的耳朵割掉，然后又将蔡公时的鼻子
割下。蔡公时大义凛然，骂不绝口。凶
残的日本兵突然将刀插进蔡公时的

嘴里，使劲旋了两圈，剜掉了蔡公时
的舌头，并将蔡公时的双眼挖出，蔡
公时顿时全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据在“五三惨案”中侥幸逃出的勤务
兵张汉儒回忆说：“当时我虽已血流
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
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
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
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
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
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
鲜血染红。”随后，日军一拥而上，将
蔡公时等17人剥光衣服后用鞭乱打，
并用刺刀乱戳乱砍，用极其残忍的手
段百般凌辱后,然后分批拖到交涉公
署院内用机枪扫射。蔡公时和他的16

名随员，从5月3日当天8时开始办公，
到晚上10点被日兵包围并杀害，赴山
东交涉员公署任上前后不过14个小
时。为了掩盖罪行，日本兵又一把火
焚烧了遇难者的遗体，草草埋葬在交
涉公署院内。

只有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
响，应声倒地，以后在黑暗中趁混乱
之际剪断绳索逃出，惨案才得大白
于天下。他作为现场见证人，写下了

《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
犯下的滔天罪行。

“五三惨案”震惊世界

同日，日本侵略军向济南的中
国军队发起挑衅，并随即发起大规
模进攻，将7000余名北伐军缴械，同
时在济南滥杀无辜平民。8日，日军
炮轰济南，9日猛攻济南城门，北伐
军将士奋起抵抗。5月10日，日军利用
飞机、大炮、机枪，发疯似的轰炸扫
射。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方针，命令北
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
伐。11日，国民革命军代理济南卫戍
司令苏宗辙接到蒋介石密电，命令
守军放弃济南。中国军队放弃济南
后，日军进城，又大肆屠杀、洗劫，杀
死杀伤中国民众数千人，来不及撤
出的数百名北伐军伤员也全部被日
军屠杀，这就是举世震惊的“济南惨
案”。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
查：“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6123

人，伤1700多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
因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是从5

月3日开始的，故又称“五三惨案”。
史学家称，这是南京大屠杀之前，现
代国际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五三惨案”发生后，国民革命军
绕道北伐，直到占领北京后，日军才
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谈判反
复进行了一个多月，1929年3月28日，
中日两国就解决济南惨案问题在南
京正式签字。“五三惨案”交涉结束
后，日军被迫撤兵。从表面上看，好像
这次中国对日外交获得了胜利，其实
不然，因为日本只是履行了济南协定
中的撤兵回国的一部分，而其赔偿损
失部分却没有履行。“济南惨案”对当
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心理产生
重大冲击，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的
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
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
由此而始也！”此后，蒋介石在日记中
坚持每日写上“雪耻”二字。

□王秀生

前段时间，得知韩国政府于3

月20日将新发掘的志愿军烈士遗
骸交还给中国政府，68位烈士的英
灵在清明节前夕回到了祖国怀抱。
看到这一幕我的眼睛湿润了，联想
起了父亲生前讲过他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的一段艰难岁月……

父亲是1950年11月第一批赴朝
参战人员，在战斗中双脚严重冻
坏、左耳根部被炮弹击伤造成间歇
性耳聋，其间跟随后方医院回国疗
伤。1951年9月父亲伤愈后，二次赴

朝重新回到二营四连任连长，当时
四连参加西方山争夺战人员已大
部阵亡，仅存13个人,团里又从别的
连队调来人员补充，父亲看到四连
重装后的战斗力，心中充满了希
望，他要重振“钢四连”的威风。

1952年3月，四连接受了西方山
阻击任务。战斗打响后，美军在坦
克、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西方
山、斗流峰发起全面进攻，激战数
日，我军阵地落弹万余发，工事基本
被毁，但我军战士英勇阻击击退敌
人7次冲锋，西方山主阵地和西北的
王在峰仍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

西方山阵地由防御转入争夺
战，最终坚守阵地的四连和兄弟部
队在上级指挥下，军组织炮兵进行
火力支援,对西方山、斗流峰之敌进
行密集射击，在我军猛烈连续炮击
下，美军支持不住，向南突围，我军
收复西方山、斗流峰。至此，四连圆
满完成了十八天的阻击任务，部队
虽遭受重大损失，但阵地始终没有
丢失一寸土地，并终将阵地顺利移
交给兄弟部队，1952年6月父亲所
在部队奉命从朝鲜回国，驻守胶东
半岛海防重地，9月父亲升任一营
营长。

留在父亲心中的丰碑

“五三惨案”发生后 ,济南西门
箭楼被炸后的惨状

蔡公时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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