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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象湖镇盟
和建材店公章壹枚遗
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1938年 3月 16日袁台儿庄战役打响遥 3月 27
日袁日军攻进了台儿庄的东北角遥我军伤亡惨重袁形
势十分严峻遥为增援城内的守军袁时任 27师师长的
黄樵松命令 158团 3营营附时尚彬率两个连袁翻过
城墙进入城内支援遥 时尚彬率领八连先行袁七连连
长王范堂带领七连随后跟进遥 八连进入街巷挺进袁
但是中了日军的埋伏袁隐藏在屋顶上的日军轻重机
枪一齐扫射袁八连 130余名官兵牺牲殆尽遥 当王范
堂带领七连赶到时袁立即命令全连注意隐蔽袁向日
军迂回攻击遥 全连官兵立即展开与日军的逐屋逐
巷争夺遥 经过 3天 3夜的激烈战斗袁打退了日军 10
多次进攻袁坚守住了阵地遥 七连由刚进城时的 130
多名官兵袁只剩下 57人遥

3月 30日袁日军占领了台儿庄西北角阵地袁当
时城内的守军与外边的联系通道全靠西门这条路袁
如果不夺回西北角这块阵地袁城内守军将处于危险
境地遥 时尚彬和王范堂主动请战袁率领全连尚存的
57名官兵组成敢死队袁 以求全歼入侵城西北角之
敌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袁得到批准遥

临行前袁城防指挥官拿出大洋袁要重赏敢死队
员袁可是王范堂和全体队员大喊道院野我们连命都不
要了袁还要大洋干什么钥 冶

晚上 8时许袁57人全部换上日军服装袁 左胳
膊系白毛巾以示区别袁每人一支长枪袁一支短枪袁
肩背大刀袁腰间挂满手榴弹袁向敌阵冲去遥 57人迅
速趁黑摸出西门袁在炮火的掩护下袁敢死队划分为
6个战斗小组袁均靠近了敌人占据的小村墙外遥 掩
护的炮火一停袁敢死队员分别选择越墙位置袁跳出
掩蔽体袁见敌人举刀便砍袁听到动静抬枪就打遥 经
过约一小时的战斗袁 日军丢下了 60余具尸体袁狼
狈地向北逃窜袁我们终于夺回了西北角阵地遥在这
次奇袭中袁57名敢死队员仅存 13人遥

4月 1日袁黄樵松又从军中选拔 250名精壮人
员袁组成敢死队渊当时叫奋勇队冤袁由孙遇贤营长率
领袁于 1日午夜前做好各项爬城准备遥 黄樵松亲自
到阵前动员袁激励士气遥 晚饭时袁黄樵松派人做了
一大锅肉袁请战士们饱餐一顿袁并赏美酒一杯袁以壮
行色遥

2日凌晨 1时许袁 敢死队开始从台儿庄城东
北角寨墙爬入袁向城内之敌发起猛攻遥战士们高呼
杀敌袁与日军展开巷战尧肉搏战袁战至 4时许袁将守
寨之敌击溃袁占领东北隅袁在城内也占领数处制高
点和碉楼袁并趁势分别向东门以北及西北角扩张遥
至下午 2时袁敢死队将城东面完全占领袁接着又将
城南门占领袁终于与守城部队取得了联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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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十四年抗日战
争袁 中国军队通过作战俘虏过
的日军最高军衔军官袁 是在芦
家滩战斗里活捉的日军独立步
兵第六十大队的大队长三泽金
夫大佐遥 而创下了纪录的芦家
滩战斗袁 就发生于江苏敌后抗
战之中著名的车桥战役里遥

芦家滩里活捉日军

新四军第一师发起的车桥
战役袁 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
攻的标志袁 揭开了局部反攻的
序幕遥 新四军三旅七团远距离
奔袭袁 猛扑日伪军核心据点车
桥镇曰 新四军第一师第一团在
团长廖政国尧 政委曾如清的指
挥下袁 预先在车桥镇以西的芦
家滩尧韩庄地区构筑工事袁计划
堵击从淮阴县城一带出发增援
车桥镇的日军遥

1944 年 3 月 5 日凌晨袁进
攻车桥镇的战斗打响遥 新四军
三旅七团势如破竹袁横扫伪军遥
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消息传到芦
家滩袁 对埋伏着的一团官兵来
说像是野无上的兴奋剂冶遥 5日下
午 3时 30分袁一团发现阵地前
出现了分乘七辆卡车的日军遥
焦急等了大半天的官兵们立即
开始兴奋和活跃起来院野来了袁
来了袁这下鬼子倒霉了浴 冶

出现在一团官兵阵地前的
日军袁 是日军独立步兵第六十
大队的部队遥 该大队最初是于
1939年 5月 7日在安徽省蚌埠
编成遥 1943年 7月底至 8月初袁
经过扩编的独立步兵第六十大
队袁 在大队长三泽金夫的率领
下从安徽省移驻到江苏省境
内袁 并参加了对于六塘河地区
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袁 以及援救
伪军的战斗遥 1943 年 11 月 1
日袁 三泽金夫的军衔从中佐晋
升为大佐袁 距离少将军衔只有
一步之遥遥

战斗打响之前袁 一团进行
战前动员中的野总号召令冶里就
专门发出了 野要活捉一个班的

鬼子冶的动员遥 这样的动员深入
官兵的心遥 当时袁 二连余排长
说院野这次牺牲几个袁 也要活捉
几个鬼子遥 冶

战斗打响以后袁 一团多个
部队也以努力野活捉冶日军为战
斗号召遥 一团四营各连当时喊
出口号院野多捉鬼子袁多缴枪遥 冶
一营官兵比较兄弟部队战绩后
说院野四营尧 三营活捉鬼子很
多遥 冶随后一营一连向日军发起
进攻袁 连队发出豪迈誓言院野我
们代表一营出击袁 多捉几个鬼
子回来浴 冶

车桥战役最后战绩统计袁
共歼灭日军 460多名袁 其中生
俘日军 24名遥 新四军代军长陈
毅尧 政治委员刘少奇从延安来
电袁 嘉奖第一师车桥战役参战
部队袁 指出院野发挥了我第一师
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袁首
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遥 冶

生俘大佐三泽金夫

实际上袁 车桥战役不仅俘
虏日军人数创了华中纪录袁还
俘虏了日军大佐三泽金夫袁创
造了整个抗日战争中活捉日军
最高军衔军官的纪录遥

3月 5日下午袁日军独立步
兵第六十大队对新四军一团阵
地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遥 三泽
金夫又设下诡计袁 下令白天不
再进攻袁 当夜对新四军进行夜
袭遥 他妄图利用夜色冲出阻击
线后援救车桥镇遥

新四军一师司令部编写的
叶车桥战役详报曳里对于粉碎日
军此次夜袭有详细记录遥 新四
军是以迅猛的反击袁 一举彻底
击破了日军的夜间攻势院

3月 5日夜八时许袁敌集结
主力向我猛攻袁 企图突破三营
阵地遥 我亦开始从敌侧背进行
反击袁首先六连突破敌军阵地袁
进占韩庄西头曰 四连及特务一
连分别由北及西两个方向攻
入袁进行白刃战袁刺死敌六十余
噎噎渊敌冤又企图向我防御阵地

右翼草荡突围袁 却遭受我猛力
突击袁将敌在草荡边切成三段袁
另一部窜回小韩庄袁 为我火攻
解决噎噎

三泽金夫下令 野向左转冶
之后日军遇到的野大水洼冶袁即
是叶车桥战役详报曳里记述的
新四军防御阵地右翼的 野草
荡冶遥 新四军以猛烈的冲锋粉
碎三泽金夫亲自率领的这次
夜袭后袁野草荡冶里的日军一下
呈现出兵败如山倒的局面遥 而
下令野向左转冶后不久被击伤
的三泽金夫大佐袁随即成为了
新四军的一名俘虏袁从此溃散
的日军再也没有看见他们的
大队长遥

三泽金夫被俘后袁 因伤势
过重而最终毙命遥 新四军的战
报资料为此将其作为野击毙冶战
绩进行记录遥 但是有很多史料
可以证明三泽金夫是先被生擒
然后才毙命遥

当时在一团团部工作的王
昊袁后来在叶传奇人生曳一书中
则有更详细的细节记录院

夜 10 时袁第二营送来七个
血污满身的日军俘虏袁 其中一
人手臂负伤袁 用三角巾挂在颈
脖里袁三个轻伤的步行袁还用三
副担架抬着三个伤势很重的鬼
子遥 指挥所和附近的军民欢呼
起来院野看活鬼子浴 看活鬼子浴 冶
负责押送的是营部通信班长袁
一见毛奇新就说院野毛参谋袁这
个负伤最重的袁是个大耶太君爷袁
送来的路上还在担架上翻腾吼
叫袁现在不响了遥 你看看是不是
那个三泽冶遥 毛奇新一看袁这鬼
子大野太君冶已气息全无袁魂归
东洋岛国了遥 这人身材矮小袁留
着短髭袁双眼微睁袁露出一片眼
白袁 盖着一件呢子军大衣袁臂
章尧领章都已撕去遥 看不出军衔
军阶遥 毛奇新派人请师政治部
敌工部一位姓郑的干事袁 带两
名日俘来辨认遥 两名日俘走到
担架前袁啪地立正袁敬了一个军
礼袁 这负伤已死的日军军官正
是三泽遥

车桥战役：

创造抗战中生俘日军
最高军衔军官的纪录

阴栾川

台儿庄战役中的

敢死队
阴郑学富

公 告
根据瑞金市人民法院(2017)赣 0781 执

125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袁 现宣告陈济春尧邓
六香共有的位于瑞金市象湖镇京里街 19楼
1 单元 302 房屋 (产权证号为 :0100096-32
号)房屋产权证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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