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河南省商城县陶家河
畔袁有一条以抗日英烈名字命
名的道路要要要赵崇德大道袁商
城县人民以这种方式纪念在
夜袭阳明堡战斗中牺牲的抗
日英雄赵崇德遥

赵崇德袁原名开奎袁又名
宗德袁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伏
山乡七里山村遥他自幼聪明灵
巧尧秉性刚强袁曾入学就读两
年袁后因家境困难辍学遥 1930
年秋袁赵崇德参加红军袁被编
入红四军 10师 28团当战士遥
随军转战大别山区数十县袁因
作战勇敢袁立下战功袁不久被
调任 12师特务队班长遥 1931
年 10月袁 参加著名的黄安战
役遥 随后袁 又参加商 渊城冤潢
渊川冤尧苏家埠战役遥 1933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遥

1934年袁 赵崇德参加长
征遥长征途中袁他多次负伤尧立
功袁由排长尧指导员升为营长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袁赵崇德
担任八路军 129 师 769 团 3
营营长遥为配合忻口战役袁129
师师部命令 769团袭击敌人阳明堡机场袁769
团决定把袭击飞机场的重任交给 3营遥

1937年 10月 29日晚袁赵崇德率领 3营
西渡滹沱河袁直扑阳明堡日军飞机场遥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战斗袁 击毁停机坪敌机 24架袁歼
灭日军 100余人遥 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退的
时候袁身中数弹牺牲遥

赵崇德机智果敢袁身先士卒袁并以夜间作
战和近战见长袁他率领的营曾被授予野以一胜
百冶锦旗遥八路军 129师师长刘伯承称赞夜袭
阳明堡战役院野首战告捷袁打得好浴 打得好浴 冶
1937年 11月 4日袁 国民党战区长官卫立煌
在太原见到周恩来后袁 赞扬道院野阳明堡烧了
敌人 24架飞机袁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事情遥 冶

1940年 7月 1日袁129师政治部编印的
共产党诞生 19周年及抗日 3周年纪念丛刊
叶烈士传曳袁 赵崇德的英雄事迹收入其中遥 彭
德怀称赞他院野忠肝赤胆袁与日月争光遥 冶2014
年袁 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
战尧 为国捐躯的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袁赵崇德名列其中遥

中共商城县委史志研究室的柯大全说院
野赵崇德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袁走
上抗日战场袁 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民族尊
严的钢铁长城袁 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为老
区商城人民赢得光荣袁他是商城人民的骄傲遥
赵崇德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袁 是商城人民宝
贵的精神财富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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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将军袁中等身材袁眉清目
秀袁英姿勃勃遥将军军政兼备袁举手投
足袁武有松柏之姿袁文有兰竹之韵遥

杨成武十五岁参加革命袁十七岁
任团政委袁 以忠勇闻名于红军初期遥
据云袁 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见之袁
赞为野白袍小将冶遥

杨成武袁福建长汀人袁小名能俊遥
家贫袁叔伯见其聪慧袁凑钱供其上学遥
年长袁 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建省立中
学袁1929年 1月袁他毅然弃学袁随启蒙
老师张赤男参加野闽西暴动冶袁后随起
义部队上井冈山遥

龙书金将军与笔者言红军时对
杨成武的印象院杨成武尧刘亚楼为政
治型干部遥 红军时期一军团开大会袁
林彪尧聂荣臻居主席台中央袁杨成武尧
刘亚楼必腰扎武装带袁插短枪袁分立
两旁袁威风凛凛袁如二门神也遥 会间袁
两将军不停挥拳呼口号袁 声若铜钟袁
气贯长虹遥

杨成武青年时袁 十分崇敬毛泽
东遥 打下漳州后袁红军初始以井冈山
的标准鉴定土豪袁 凡见城中穿皮鞋
者尧戴礼帽者尧着长袍者尧戴眼镜者袁
均以野土豪冶捉拿遥 毛泽东发现此问
题袁立即要求部队进行整改袁不能把
土豪定义在衣着上遥 杨成武闻风而
动袁把抓来的百余名野土豪冶逐一排
查袁 最终发现只有五六个人是真土
豪遥

红军长征中袁杨成武率红四团为
前锋袁强渡乌江袁攻占娄山关袁飞夺泸
定桥袁突破腊子口袁开山劈水袁过关斩
将袁屡立奇功遥他作战善用奇兵袁以奇
制敌袁以奇制胜遥抗日战争中袁他调任
冀中军区司令员袁率野雁翎队冶于江河
湖泊袁创野地道战冶于平原阡陌袁日军
望之丧胆遥

长征中的野飞夺泸定桥冶袁是杨成
武将军作战生涯中的成名之战遥

泸定城内刘文辉军退出时袁沿街
放火袁红军一过桥北袁一面向刘军追
击袁一面救火遥 不一会儿红军大部队
由北岸冷碛攻来袁把从泸定县撤退的
刘军包围缴械了遥

飞夺泸定桥之战袁令杨成武记忆
更深的不是夺桥袁 而是夺桥前的飞
奔遥

1935年 5月 27日午夜以后袁时
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
接到上级命令袁要他们从安顺场沿大
渡河西岸北上约一百五十公里袁夺取
泸定桥遥 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遥
是时袁杨成武与团长王开湘率部经过
整整一夜的急行军袁第二天早晨六点
多钟袁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袁占领了
西岸全部沿岸阵地袁按照军委预定的
时间赶到了目的地要要要泸定桥袁创造
了一昼夜高速行军二百四十里的奇
迹遥

半个世纪过去后袁大渡河畔矗立
起一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遥该碑
落成之日袁 杨成武以七十岁高龄袁再
次走上泸定桥遥 杨成武说袁别的夺桥
勇士都没有能够第二次走过这座不
朽的桥遥二十四人中有三位当场阵亡
了袁其他二十位全都牺牲在创建共和
国的漫漫征程中遥

野黄土岭大捷冶袁是杨成武在抗日
战争中赢得美名的经典之战遥

据战史称院1939 年 10 月的黄土
岭伏击战袁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
令员的杨成武将军率部击毙了日军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
中将遥 阿部规秀是自抗战开始以来袁
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军衔最高的军
官袁日军哀叹院野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
山上冶遥

1957年袁杨成武将军著文叶名将
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曳遥 他在该文概
略记载了阿部规秀在太行山 野凋谢冶
经过院

野部队噎噎向敌人展开全面的
激烈攻击袁经过反复冲杀袁把他们
压在庄子附近的山沟里遥 这是发
挥我炮兵威力的大好时机袁炮兵营
长杨九秤 渊陈正湘回忆为炮兵连
长冤 立即命令炮群向沟里集中射
击遥 只震得群山抖动袁轰得沟底的
敌人鬼哭狼嚎遥阿部规秀中将这朵
耶名将之花爷袁 就在我们神勇的迫
击炮兵的排炮下 耶花落瓣碎 爷了
噎噎冶

时任一分区主力一团团长的陈
正湘晚年回忆袁为后人补充了更为详
尽的野名将之花冶凋谢细节遥

陈正湘在举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袁
南面小山包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日军
军官和随员袁 不远处有一独立小院袁
有日军进进出出遥 陈正湘断定袁独立
小院是日军的指挥所袁南面小山包是
日军的观察所遥他大声命令炮兵连长
杨九秤袁调迫击炮连上山袁炮击上述
两个目标遥

陈正湘回忆院野我指给他们两
个目标袁问能打到吗钥 杨连长目测
距离后肯定地说 院 耶直线距离约
800 米袁 在有效射程之内袁 保证打
好遥 爷冶

陈正湘大手一挥院野打浴 冶四发炮
弹野哧哧冶地飞向高空袁转眼间袁一团
团烟雾覆盖了两个标定目标袁爆炸声
野隆隆冶传来遥陈正湘在望远镜中清楚
地看到袁小山坡的日军拖着伤员向山
下奔跑袁 独立小院的日军也跑进跑
出袁异常慌乱遥

1939年 11月 21日袁日陆军省作
了如下公布院野阿部中将在一座房子
的前院下达作战命令的时候袁华军的
一颗迫击炮弹飞来袁在距中将几步远
的地方落下爆炸遥 瞬息之间袁炮弹碎
片给中将的左腹部和双腿袁以数十处
致命的重伤噎噎大陆战场之花凋谢
了遥 冶

据说袁陈正湘他们开始并不知道
打死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遥炮兵攻击
后袁由于日军增援部队逼近袁他们就
撤出了战斗遥 战后总结时袁晋察冀分
区还批评了一分区未打好遥时任一分
区政委的罗元发回忆袁这时才从日军
的广播中得知阿部规秀在黄土岭阵
亡的消息遥

击毙阿部规秀的消息报道后袁全
国各地都发来贺电遥

“白袍小将”杨成武
阴吴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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