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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进进革革命命历历史史 感感悟悟红红色色精精神神
——— 威海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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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

英雄事迹撼人心 恢弘展馆荡浩气

身后是青翠欲滴的山峦，眼
前是共和国上将迟浩田亲笔题
写的“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9个
大字，站在通往纪念馆的台阶
上，庄严肃穆之情不禁跃然心
头。

拾阶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序厅的主题雕塑。凝神欣赏，
只见山峦环绕之中，两条河流弯
延曲折，宛若一个篆体的“八”字。
整个构图像一个“战”字，寓意胶
东军民为民族独立而浴血抗战、
奋勇杀敌。一座山峰，石磊层叠，
十位勇士从岩石中幻化而出。三
角形的构图，则象征着巍巍马石
山，河流象征着民族的血脉，坚硬
的岩石宛若大地刚毅的骨骼。英
雄就是民族的脊梁，是他们挺起
了民族的自信，也是他们以血肉
之躯铺就了共和国今日的坦途。

从序厅往里走，便来到了展
厅第一部分———“狼烟四起胶东
抗战风雷急”。这一部分以“抗战
爆发日军侵占山东”和“抗日烽火
燃遍胶东大地”两个篇章，展现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山
东，胶东地区被日军铁蹄践踏，国
家危难、民族危亡的紧急形势，以
及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举行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
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
根据地的历史过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战火风雷急”，则“军民动员同仇
敌忾反扫荡”。展厅的第二部分，
集中展现的正是一段胶东人民奋
勇反抗的历史。

在这部分展厅，“八路军指
挥所蜡像景观”形象而逼真。缓
步走到蜡像前，只听电子配音响
起来，“许世友”说道“我们现在
的原则是保存有生力量。”“聂凤
智”深刻领会了许世友的讲话。

在紧急部署会议上，聂凤智表
态：“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主人公的声音和惟妙惟肖地蜡
像交相呼应，为反扫荡，军官们
在八路军胶东军区指挥所内的
运筹帷幄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

再往前走，便是“视死如归
舍生取义救民众”部分了。这

一时期，以“马石山十勇士”为代
表的多个英雄群体，在数千群众
身陷绝境的危急关头，挺身而
出，不约而同发起救援父老乡亲
突围战，谱写了人民军队舍生为
民、英勇顽强的壮丽诗篇。

在这一部分，国内为数不多
的接近半景画规模的大型景观

《马石山突围战》，以近 200平米
的规模，配合着声光电的效果，
真实再现了当时战争的惨烈和
战士们不畏牺牲英勇奋战的壮
举，令人无比震撼。

在纪念馆的一楼，“历史”的
脉络在此暂时“画”上了句点。从
一楼东侧的小门出来，向上穿越
一个模仿石屋草房建筑的楼梯，
仿佛置身《地道战》里的地道。头
顶是凹凹凸凸的土墙，墙面上还
留着“弹孔”。单单是从这楼道走
过，已经让人仿佛置身纷乱的战
争年代，心中的爱国之情已然油
然而生。

从“时空隧道”穿过，到达二
楼，映入眼帘的是一副由中国军
事博物馆画家周武发绘制的大型
油画《马石山突围战》。整幅画作
以油画独有的色彩感和视觉效
果，再现了那场惨烈的战斗中广
大战士奋勇激战的场面，令人震
撼。

在《马石山突围战》油画的
右侧，是“中日兵器展”的展台。
左侧摆放着的是日军的各式先
进武器复制品，右侧是八路军用

的“小米加步枪”。如此巧妙的设
计，对比分明，直观地展现了了
当时敌我力量的悬殊，彰显着八
路军不怕牺牲舍身救护百姓的
大无畏精神，同时在我们心中敲
响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警钟。

再艰苦的战斗，也敌不过
“军民情深 血肉相连”。在接下
来的第四部分，讲述的就是这样
一种胶东人民对子弟兵超越血
脉的深情大义。乳山和胶东人民
视子弟兵为亲人，当子弟兵的靠
山。他们隐藏军用物资。他们摆
地雷阵，配合反“扫荡”作战。他
们不顾安危，送情报作向导，倾
力掩护，救护伤病员，掩敌耳目，
装殓烈士埋进自家祖坟。

在胶东军民共同努力下，大
“扫荡”终于被粉碎。随后抗日形
势从相持阶段转向反攻阶段，中
国军民展开了攻势作战，取得了
八年抗战的胜利。70多年来，军地
双方采取多种形式祭奠、纪念英
烈们的不朽业绩，把其作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发扬光
大。因而整个展览以“丹心汗青
英雄精神世代传”进入了尾声。

结束了第五部分的参观，便
来到了使用采光天窗设计的“英
烈走廊”。在这里，陈列了292名在
马石山突围战中牺牲烈士的姓
名，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姓名“英
雄”。

“马石山十勇士”，是胶东抗
战英模的代表 ,是一座英雄的丰
碑。我们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
继承发扬“马石山十勇士”爱国
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便
是我们花费大力气修缮改陈的
初衷和目的。”瞻仰着“英烈走
廊”墙壁上先烈们的姓名，参与
了纪念馆修缮改陈全过程的乳
山市民政局副局长许康家说。

缅怀先烈 追寻红色记忆

走入乳山革命纪念馆，首先
看到的是“农民暴动 此起彼伏”
和“革命星火 燃烧燎原”两个展
区，展区内陈列了乳山早期共产
党组织建立以及如何一步步发展
壮大，那是一段值得所有乳山人
永远铭记和骄傲的峥嵘岁月。

“照片中展示的是驾马沟农
民协会暴动，此次暴动影响了一
大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让他们
纷纷加入到反抗的队伍中。”乳山
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单雅莎说，在

“三座大山”沉重压迫下，牟海边
区人民不屈不挠、奋起反抗，先后
爆发了一系列反抗斗争。

在展示墙下，陈列着一个个
玻璃展柜，里面存放着革命党人
早期从事党员宣传时所用的文字
资料。“这些都是工作人员挨个走
访乳山境内各村一点点搜集来
的，我们要尽可能还原当时真实
的情景。”乳山党史市志办原主任
高玉山说，1930年，乳山境内就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建立了

党组织。
胶东因处于战略要地，从

1941年开始，日军对此的“扫荡”
更为频繁和残酷。这一时期，乳山
境内各界抗日组织和群众，与日
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
争，夺取了一个个反“扫荡”斗争
的胜利，涌现出了马石山十勇士、
十八勇士等一大批英烈。

随着抗战环境日益艰苦，许
多将士们的孩子无法带养。为保
证革命军人后代健康成长，1941

◆ 乳山革命纪念馆

◆ 基地素描

现代化红色教育基地

马石山，一座距离乳山市区
45公里，主峰467 . 4米的小山，它
见证着胶东人民浴血奋战，保家
卫国的峥嵘岁月。提起它，人们心
中的敬仰之情总是油然而生。

73年前，马石山突围战在这
里打响，“马石山十勇士”等英雄
群体在这里诞生……为铭记这段
历史，早在1971年, 人们就在此
修建了烈士陵园，筑起了烈士纪
念堂。然而因建设时间较早,受当
时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制约,导致硬
件条件简陋,且布展层次较低,已

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红色教育的需
要。

2013年8月以来，乳山市投资
5000万元，历时2年时间，派专家
组走访10余个省市，行程几十万
公里，参观其他地区纪念馆，走访
有关人士，对马石山烈士陵园修
缮改陈，以更好地保护革命遗址，
弘扬红色文化。

修缮改陈后的马石山红色教
育基地，占地面积 16900余平方
米,建筑面积2900余平方米，主要
包括“两馆一中心”，集爱国主义

教育、党史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
于一体。“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
主要介绍八路军为了人民利益，
舍生忘死、英勇无畏、浴血杀敌的
英雄事迹。位于“马石山十勇士纪
念馆”后方的“乳山革命纪念馆”，
主要介绍乳山党组织的建立与发
展过程，乳山地区党组织和人民
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的巨大
牺牲。纪念馆东侧是“宣传教育中
心”，用于宣讲抗战知识、开展红
色教育。此外，基地还建有烈士墓
区、烈士纪念塔，供参观者瞻仰。

◆ 馆内特色

二维码：让红色历史尽在“掌”中

在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
一个个镶嵌在展板旁边的二维
码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拿出手
机进行扫描，展板上图文并茂
的 信 息 便 全 都 打 包 存 进 了手
机。如此一来，前来参观的市民
不仅能现场感受，还能将在这
里唤起的红色记忆“扫”进手机
带回家。

“在这次修缮改陈中，我们
通过多地走访，实地考察，借鉴
了很多国内大展馆的做法，把
科技因素引入馆内。”许康家告

诉记者，为了方便广大市民，他
们把部分展览内容制作成二维
码，成为展馆的一大亮点。

此外，展馆中接近200平米
的《马石山突围战》景观，是国
内为数不多的接近半景画规模
的艺术景观，耗时5个多月才绘
制完成。在现代科技声光电的
辅助下，参观者仿佛身临其境，
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参观者听讲解，看展板，虽
然也能重温那段历史，但是毕竟
还比较单薄。这个半景规模的景

观，电脑自动调节使灯光、音乐
和画面相互配合，给予观众更直
观的感受。”马石山十勇士纪念
馆讲解员仝明明介绍说。

除此之外，放置在展馆内
的一台约半米高的电子设备，
则为参观者表达对先烈的哀思
与敬仰而设置。通过这台机器，
参观者只需几步简单的操作，
就 可 以 在 网 上 完 成 为 烈士献
花，既表达了心意，又低碳环
保，也成为展馆内科技魅力的
一个重要方面。

◆ 背后故事

一把来之不易的军刀

“你看这把军刀，是马石山
突围战亲历者王亚明缴获的日
本军刀，他的长子王立功带领着
弟弟王鲁宁和王新宇专门送到
展馆来的。”站在摆放着一把军
刀的展柜前，许康家向记者讲述
了这把军刀背后的故事。

早在2013年，许康家就和同
事们一起，踏上了四处走访、考
察，搜集文物的道路。为了能找到
马石山突围战亲历者王亚明的后
代，他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王亚
明的三个儿子目前都早已定居南
京，不在乳山居住多年，他和同事
便一路找到了南京。

“王亚明当年是胶东军区十
六团三营教导员，他和妻子两人
当年都参加了马石山突围战，我
们觉得找到他们意义重大。”许
康家说，找到他们的后代，除了
想要听王立功三兄弟讲讲父亲
母亲当年参与战斗的故事，还希
望能从三兄弟手中“淘”到一些
那场血战的见证物。

虽然王立功三兄弟早已不
在乳山居住多年，但父母当年留
下的东西却仍保存在乳山老家。
王立功如今也已是70多岁的老
人，舟车劳顿从南京赶回威海有
诸多不便。但被许康家一行的诚

意打动，在纪念馆开馆之际，他
们克服身体的不适，专程从南京
回了老家，找出这把军刀，送到
了纪念馆。

“我们重新修缮改陈以来，
尽管收集文物的过程中遇到了
很多困难，但是得到了很多人的
大力支持，可见这段历史在人们
心目中的分量之重。”许康家说，
纪念馆内的文物、照片等，有的
是在走访过程中战争亲历者和
亲人们提供，有的是文物收藏爱
好者捐赠，有的是当地村民闻讯
后送来，这让展馆的文物征集工
作虽艰难前行，却收获颇丰。

年冬，中共胶东行署和胶东妇联
联合筹办了一个托幼机构——— 胶
东医院育儿所，主要收养无法随
军的党、政、军干部子女及烈士遗
孤。1942年先后转移到乳山东凤
凰崖村、田家村，改称胶东育儿
所。育儿所孩子最多时300多人，
分散在方圆近50公里范围的村
庄里。当时，为了隐蔽，孩子随奶
母分散在各村居住，无私朴实的
乳山“妈妈”们，用甘甜的乳汁哺
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
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

姜明真、宫元花、梁喜友……
在“大爱无疆 拥军育儿所”展区
前，展列着抗日战争时期大量乳
母的照片，她们为了保全干部子
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骨肉。如
今，她们大多已离开人世，在乳山
革命馆内，留下了她们珍贵的图
像资料。

“这是姜明真，为了哺育子弟
兵的孩子，她毅然给自己8个月
的孩子提前断奶，从育儿所接过
刚满两个月的福星。不久，日寇

“扫荡”时，她和婆婆带着福星和
自己的孩子藏到山上。为了避免
哭闹暴露目标，她把自己仅10个
月的孩子送到另一个山洞里，自
己和婆婆看护着福星。”讲解员单
雅莎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奶娘的真
实故事，她告诉我们，最终姜明真
的孩子因为伤势过重而不幸离开
人世，她强忍着无限的悲痛一直
喂养福星到三岁。

来到展厅中央，这里树立着
一座原比例大小的兵工厂实景雕

塑，它真实复原了八路军兵工厂
修理枪械，制造地雷的场面。右边
的工人正在查看图纸，左边的工
人正在检验产品。“胶东兵工厂的
工作人员们克服困难，从青岛、上
海等地冒着生命危险购置来机械
和加工设备，修理本来就不多的
八路军装备。”单雅莎说，当时的
胶东地区兵工厂主要生产各种子
弹、炮弹、掷弹、手榴弹、信号弹、
地雷、炸药包等，还生产一部分步
枪、机枪、六〇式迫击炮、九二式
步兵炮，同时维修枪械，为夺取胶
东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过
巨大贡献。大家所熟知的胶东地
雷战，大多数标准化生产的地雷
出自胶东兵工厂。

不仅如此，作为胶东两厂的
另一支柱工厂，北海银行印钞制
版厂在抗日期间同样发挥了巨大
作用。纪念馆内至今陈列着北海
印钞厂出产的银元，虽然历经岁
月洗礼，它却依然有光泽，在当时
来说，银元生产技术已相当高超，
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与解
放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
献。

走过兵工厂展区，迎面而来
的是胶东医院展区。济南军区总
医院、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山东
新华制药厂都是那时诞生于乳山
境内。在展区的最右侧，两幅新旧
新华制药厂的对比照片格外显
眼。当年由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
友亲自谋划组建新华制药厂，从
胶东军区卫生部所属单位抽调
18名医务人员成立了制药小组。

第二年3月，制药组迁到了境内
井口村，开始用畜力代替人力碾
药。还选调银匠出身的护士蔡金
章手工打制出了手术用的镊子、
探针等医疗器械。两个月，制药组
人员就发展到70余人，它便是如
今山东新华制药厂的前身。

向前走入胶东公学展区，课
本、校长曹漫之画像、校歌歌
谱 ......一幅幅记录当年学生上课
时的影像资料仿佛将人置身70
前的学堂。

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胶东公
学，是革命干部的摇篮。“乔浮沉
曾任安徽省文学院副院长、专业
作家，还有著名作家曲波，都出
自胶东公学。”讲解员说，1946
年3月，胶东公学与烟台东山中
学、烟台师范学校等合并，改称
山东省立胶东公学总校。8 月，
在胶东公学师范部的基础上成
立胶东师范学校，后来相继改为
莱阳师范专科学校、烟台师范专
科学校，发展为今天的鲁东大
学。

结束了革命历史部分的参
观，来到“美丽乳山”新篇章，整
面弧形墙上，一幅幅乳山发展的
崭新画卷已经打开。沧海桑田，
斗转星移，历史的巨浪滚滚向
前，乳山和我们伟大的祖国一
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
化。国家生态市、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长寿之乡、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的核心区、中韩合作先行
区……一张张名片承托起仁爱
乳山、养生福地的美好未来。

※
图
片
说
明

①：乳山革命纪念馆。（资料片）

②：马石山突围战牺牲烈士名录。（资料片）

③：反映胶东人民积极抗战的历史资料。（资料片）

④：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内设置二维码供游客扫描阅读。（资料片）

⑤：王亚明缴获的军刀。（资料片）

⑥：“马石山十勇士”雕塑。（资料片）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本报通讯员 姜俏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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