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年抗战袁 东北三省
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遥 夏云杰便是其中的
一位遥在艰难困苦中袁他从未
退缩曰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袁他
带头冲锋遥 日寇更将夏云杰
视作心腹之患遥 在生命的最
后一刻袁 他还一再叮嘱身边
人将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进行
到底遥

夏云杰袁 又名夏云阶袁
1903 年出生在山东沂水四
十里堡镇金场村遥 因家境贫
寒袁1926年 3月逃荒到黑龙
江省汤原县袁以耕地为业袁农
闲时到当地黑金河金矿做些
零工遥 1931年野九一八冶事变
后投身抗日斗争的行列 遥
1932 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遥

夏云杰深入矿山尧农村袁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袁 为建立
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而努力工作遥 1933年 8月
任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委员袁负责军事工作遥 经
过努力袁 将分散在汤原各地的抗日游击队 500
余人组织起来袁成立东北民众义勇军袁夜袭汤
原县城袁给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遥

同年 10月袁县委遭日伪军严重破坏后袁形
势十分险恶遥 爱人劝他避避风险袁夏云杰坚定
地表示院 要与汤原的反日爱国群众同生死尧共
患难袁越是在党处于困难时期袁越要经受住严
峻考验遥他挺身而出袁领导县委工作遥11月领导
恢复了汤原游击队袁 并亲自对其进行培训袁提
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尧军事素质遥 夏云杰与战友
们在松花江下游不断抗击日伪军的进攻袁取得
了一个个胜利遥 他身先士卒袁在作战中多次负
伤袁享有很高的威望遥 中共满洲省委曾称赞汤
原游击队是松花江下游地区野反日反满的唯一
中心力量冶袁对夏云杰评价为野深刻学习袁对党
忠实袁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冶遥

1934年 10月袁 夏云杰领导游击队联合抗
日义勇军共同作战袁 挫败了日伪军冬季 野讨
伐冶袁打掉驻太平川的伪警察署袁创建了汤原太
平川抗日游击根据地遥

1936年 1月袁夏云杰所部编为东北人民革
命军第 6军袁他担任军长遥 随后袁他率部在汤旺
河地区创建后方基地袁 将游击区域扩展到汤
原尧萝北尧绥滨等十余县遥 9月任东北抗日联军
第 6军军长遥 同年 11月 21日袁 在筹集给养与
装备时袁 在汤原丁大千屯遭伪治安队袭击袁身
负重伤遥 弥留之际袁他再三嘱咐身边的战友尧妻
子和女儿袁要团结一致袁在党的领导下袁把抗日
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底遥 26日壮烈牺牲袁时年
33岁遥

英雄虽逝袁英魂长存遥 夏云杰的家乡人民
从未忘却这位离家的游子袁他的事迹仍被口耳
相传遥 在他的老家金场村袁夏云杰依然是邻里
间教育后辈的榜样袁传承他不畏艰苦尧勇于奉
献的精神是老家百姓的信念袁更是这里牢不可
破的乡风村训遥

金场村所在的四十里堡镇袁每年都会组织
青年干部尧党员尧学生参观夏云杰故居袁缅怀先
烈袁重温入党誓词遥 作为沂水县的东大门袁四十
里堡镇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袁先后获得国家级
生态镇尧山东省重点开发镇尧省级文明镇等袁现
代种植业尧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遥

07档案 姻2018年 11月 1日 星期四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朱 燕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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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院刘金华 联系电话院18779082922

瑞金市瑞地生金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11月 1日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曾

美英 (身份证:362102197606231043冤
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曾美英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02199110170013 号渊熊威冤身份
证遗失 袁特此声明遥

夏
云
杰
总

赤
胆
忠
心
捐
躯
为
国

阴

萧
海
川

1937年 7月 7日袁 日寇挑
起卢沟桥事变袁 中国人民全面
抗日战争爆发遥

1937年 10月袁贺炳炎接到
贺龙尧关向应的指示袁在雁门关
伏击日寇袁 对日寇嚣张气焰予
以打击遥奉命后袁贺炳炎率部攻
难克险袁急行军 3天袁到达了雁
门关西南方的秦庄和王庄遥 战
斗中袁贺炳炎独臂挥舞着大刀袁
带领战士们勇往直前袁 直扑日
军反击队遥最后袁贺炳炎部歼灭
日寇 500余人袁击毁汽车 30余
辆袁打破了野日军不可战胜冶的
神话遥海内外报纸称之为野雁门
关大捷冶袁有力地振奋了民族精
神遥 当时袁国民政府通电嘉奖袁
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
谈话中也以此为例袁说明野八路
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冶遥

在以后的战斗中袁 贺炳炎
单手挥刀袁 英雄气概丝毫不减
当年袁杀得敌人心胆俱裂袁令日
军谈虎色变袁称其部队为野一把
手冶部队尧贺炳炎就是野独臂刀
王冶遥 一时间袁野独臂刀王冶贺炳
炎名震天下浴

1945年 4月袁 贺炳炎参加
党的七大袁 见到毛泽东时举左
手敬礼袁 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
左手说院野贺炳炎同志袁 你是独
臂将军袁免礼浴 中国从古到今袁
有几个独臂将军钥 旧时代是没
有的袁 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
培育出你这样独特的人才浴 冶

1960年 7月 1日袁贺炳炎在
成都病逝袁年仅 47岁遥7月 5日袁
数万军民冒雨为他送行遥贺龙元
帅亲笔为他写下挽联院野卓越功
勋传千秋袁革命精神永长存遥 冶

独臂上将贺炳炎
阴吴自鹏 江瑞晋

贺炳炎袁1913年出生于湖北松滋第九区刘家场袁
1929年参加了红军袁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曾任成都
军区第一任司令员袁 第一集团军第一任军长袁1955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袁1960年病逝于成都遥 30余载革命生
涯中袁贺炳炎作战勇敢袁先后 11次负伤袁身上留下 16
处伤疤袁失去右臂袁被称为野独臂将军冶遥

初出茅庐，
“红军赵子龙”显神威

1929年春袁 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军到宜都一带打游击袁 贺炳
炎的父亲贺学文随队回到家乡遥 父子
相见后袁贺炳炎追随父亲加入了红军遥

1930年 7月袁年仅 17岁的他就开
始为红军建立战功袁 也建立了属于自
己的光荣遥那一天袁红军在潜江渊博子
口同敌军作战遥激战中袁已经是警卫班
长的贺炳炎被贺龙派去红 6 师传令袁
要该师从敌人侧后猛攻遥 红 6师马上
投入战斗袁白军腹背受敌袁只好丢盔弃
械遥 但战斗结束后袁却不见了贺炳炎遥
过了许久袁贺炳炎才归队袁但让贺龙吃
惊的是院 贺炳炎身后还跟着几十个战
俘浴原来袁贺炳炎在传达完命令归队的
途中袁刚好和几十个回撤的敌军遇到遥
贺炳炎孤身一个袁 手中也只有一把大
刀和几个手榴弹遥情急之下袁他左手提
刀袁右手高举手榴弹大呼院野缴枪不杀浴
红军优待俘虏浴 冶那几十个敌人给吓了
一跳遥但是袁一看贺炳炎只是个半大的
孩子袁 领头军官突然举枪朝贺炳炎射
击袁被贺炳炎一刀致命袁其余的敌军在
他震慑下乖乖地缴了械投降遥

贺炳炎一战成名袁不久袁他就被任
命为红军第三军手枪大队区队长袁后
又担任骑兵大队长遥一次袁骑兵大队偷
袭空城缴获了一批战马袁 带队从城中
撤退的贺炳炎清点人数袁 发现少了司
务长袁立即单枪匹马回城寻找遥在敌军
已进城的情况下袁 贺炳炎飞马过街穿
巷遥 正在一店铺前购物的司务长还没
有明白怎么回事袁 就被贺炳炎一手搂
起袁放在马上袁飞奔出城遥 面对敌人的
拦截袁贺炳炎挥舞大刀奋勇砍杀袁终于
杀出重围遥 此后袁贺炳炎被誉为野红军
中的赵子龙冶袁名震一时遥

1935年 11月 19日袁红二尧
红六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袁从
桑植县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出
发袁开始了长征袁此时的贺炳炎
任红 5师师长遥

1935 年 12 月瓦屋塘战斗
中袁 贺炳炎亲率部队发起了突
进袁 他手提大刀亲自带领冲锋
队向东山冲锋遥东山之役袁关系
着大部队的生死存亡浴 在敌人
枪林弹雨疯狂的阻截下袁 贺炳
炎义无反顾院野同志们袁 往上
冲浴 冶在贺炳炎英勇带领下袁突
击队士气如虹袁 一举拿下了东
山遥可就在这时袁贺炳炎不幸被
敌人炮弹弹片击中袁 整个右臂
被炸成了肉泥状袁骨头全碎了遥

当时医疗条件极度匮乏袁
不但没有麻药袁 连消毒水都没
有遥 医护人员只能找来一把伐

木锯来锯骨头袁 熬了一锅盐水
用于消毒遥手术进行到一半时袁
贺炳炎疼醒了袁 但他镇定地对
医生说院野开始锯吧浴 冶可医生握
着锯子却再也下不去手袁 怕贺
炳炎太疼遥 贺炳炎反倒笑了院
野我自己都不怕袁 你还怕什么袁
锯吧浴 冶 并把一条毛巾塞在嘴
里遥就这样袁贺炳炎完成了整个
手术遥 手术前后共用了 2小时
16分钟遥 贺炳炎见到贺龙的第
一句话是院野总指挥袁 我以后还
能打仗吗钥 冶贺龙紧紧地握住他
的左手袁 用肯定的语气说院野你
还有一只手嘛浴只要我贺龙在袁
就有你贺炳炎的仗打浴 冶贺炳炎
把贺龙的手抓得更紧了院野老
总袁我的胳臂没了一只袁但是我
的心还在袁 我一定要继续坚持
下去袁继续跟老蒋干浴 冶

抗日战争中，
“独臂刀王”名震天下

长征途中，
“刀王”断臂气贯长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