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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张仁初在鲁南
抗日时袁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
导二旅副旅长袁带领部队打过
不少硬仗尧胜仗袁是罗荣桓的
爱将遥 可 1941年 2月张仁初
打了一个胜仗袁却挨了罗荣桓
的一顿痛批遥

当地百姓竞相传颂张仁
初野奇袭敌后袁马踏坦克冶的传
奇

张仁初有个绰号叫野张疯
子冶袁说的是他打仗不要命袁不
管不顾地往前冲袁有一股让敌
人胆寒的野疯劲冶遥

1941年初袁日本侵略军向
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的
野扫荡冶遥2月 7日袁驻郯城县重
坊镇的日伪军出动汽车 20余
辆袁坦克 8辆袁向胡集尧铁佛寺
一带进犯遥张仁初乘机指挥教
导二旅四团 渊团长蔡正国尧政
委吴岱冤 向重坊守敌发起攻
击袁 残敌弃镇向邳县方向逃
窜袁张仁初乘势攻占重坊遥 第
二天袁日伪军 400余人兵分三
路袁向重坊镇猛扑过来遥 张仁
初指挥部队严防死守袁打退日
伪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遥

2月 10日袁敌人 7辆轻型
坦克在阵前一字排开袁疯狂炮
击袁 许多八路军指战员倒下
了遥 张仁初双眼血红袁野疯劲冶
上来了袁甩掉棉袄袁旋风般地
跨上野花斑豹冶战马袁大喊院野同
志们袁跟我上浴 和鬼子血战到
底袁冲啊浴 冶他迎着弹雨火海率
先冲了上去遥战士们也呐喊着
跟着他冲锋遥 张仁初骑着战
马袁遇到那轻型坦克袁一跃而
过遥 敌人被这一幕惊呆了遥 八
路军战士乘势扑了过去袁与坦
克后面的敌人混战在一起袁最
终取得毙敌 300余名尧击毁坦
克 1辆的胜利遥 战后袁当地百
姓竞相传颂张仁初 野奇袭敌
后袁马踏坦克冶的传奇遥

野处分你有什么用钥 好好
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浴 冶

两天以后袁到中共山东分
局参加会议的一一五师政委
罗荣桓回到师部袁他听到重坊

战斗胜利的消息袁心里十分高
兴袁兴致勃勃地询问战斗的详
细经过遥 当他在战报上看到袁
此次战斗人员损失惨重袁牺牲
营级干部 2人袁5 个连长全部
牺牲袁15 个排长只剩下 1 人
时袁脸上的笑意骤然消失遥 他
立即查阅阵亡干部战士名单袁
多么熟悉的名字袁那一张张可
爱的笑脸袁 一个个矫健的身
影袁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遥 他
们中大多数是长征过来的老
红军袁血战湘江袁爬雪山过草
地袁东渡黄河袁挺进山东袁九死
一生袁 可现在噎噎他痛惜地
说院野多好的战友啊浴 冶

听说罗荣桓回来了袁张仁
初兴冲冲地赶到师部袁想汇报
一下重坊战斗的具体情况遥他
老远就喊了一声院野政委浴 冶可
罗荣桓不理他袁 既不喊他坐袁
也不给他倒水袁满脸怒容地瞪
着他问院野张仁初袁你是来请功
的吧钥浴请赏的吧钥浴冶不等张仁
初开口袁情绪激动的罗荣桓又
劈头盖脸地一顿训斥院野告诉
你袁我这里没有功给你袁没有
赏给你浴 大家喊的没错袁你就
是个耶疯子爷浴 冶

张仁初彻底蒙了袁一向和
蔼稳重的罗政委袁为什么冲自
己发火呀钥 罗荣桓越说越来
气院野你拼掉了我这么多的好
干部尧好战士袁你赔我的干部
来浴你赔我的战士来浴冶张仁初
这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袁小声
辩解了一声院野打仗哪有不死
人的钥 冶

罗荣桓啪地一拍桌子院
野打仗是要死人袁 但要看死得
值不值遥你跟开着坦克来的日
本人打阵地战袁用指战员的血
肉之躯与敌人的钢甲坦克对
拼袁这种牺牲值得吗钥 这种胜
利有用吗钥 这是无谓牺牲浴 这
是惨胜浴 还耶马踏坦克爷嘞袁要
不是你的命大袁你还能站在这
里说话吗钥 冶野政委袁我噎噎冶张
仁初直感到背心冷汗直冒遥

罗荣桓扬了扬手中的阵
亡名单袁继续痛批院野你看看这
次牺牲的人当中袁大都是跟我
们一起长征过来的战友袁他们

打仗冲锋在前袁 牺牲也在前袁
都是我们部队的精华尧 骨干袁
死了多少啊袁多可惜啊浴 你只
顾自己打得过瘾袁 拼得痛快袁
革命的本钱会拼光的袁我们怎
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啊浴 冶透过
罗荣桓的黑边眼镜袁张仁初分
明看到他眼眶里饱含着泪水遥

罗荣桓缓和了一下语气袁
又说院野张仁初袁 我告诉你袁干
革命是要有一股冲劲袁但冲劲
不等于莽撞曰 打仗是要勇敢袁
但勇敢不等于蛮干遥 冶他的话
严中有慈袁饱含着对张仁初的
爱护袁使刚强似铁的张仁初难
过得低下了头袁 十分沉痛地
说院野政委袁我错了袁我请求处
分遥 冶野处分你有什么用钥 好好
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浴 冶罗荣
桓拍拍张仁初的肩膀遥

野我这个中将袁 是罗帅骂
出来的冶

敲打过后袁罗荣桓认真进
行反思袁张仁初出问题的根子
在哪钥就在对毛泽东持久战思
想学习领会不够袁 必须 野补
课冶遥他多次找张仁初谈心袁反
复向他讲解毛泽东论持久战
的军事原则袁启发诱导他掌握
并运用这一原则袁去做好消灭
敌人尧保存自己这篇大文章遥

罗荣桓专门召开干部会
议袁 总结重坊战斗的经验教
训袁表彰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
英雄人物遥 同时举一反三袁以
讨论重坊战斗的事例为切入
点袁在鲁南部队开展了一次整
军遥组织指战员反复学习毛泽
东的叶论持久战曳袁教育大家明
白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袁在
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袁不能跟日
军打阵地战袁 要打游击战袁机
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遥 只有这
样袁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尧保存
自己的目的袁才能够积蓄力量
迎接必将到来的大反攻袁夺取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遥通过这
次整军袁鲁南部队和地方干部
军事思想有了普遍提高袁为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积
蓄了一支重要力量遥

张仁初对重坊之战更是
终生不忘袁每每提及这次野胜
仗冶袁 他总是十分痛悔地说院
野唉袁罗政委说得对袁我真是个
疯子浴 冶他牢记着罗荣桓的教
诲袁一遇到打仗袁总是事先权
衡再三袁 如何更多地消灭敌
人袁 如何更好地保存自己袁机
智勇敢地指挥部队打了许多
漂亮仗袁为人民立下了功勋遥

1955 年张仁初被授予中
将军衔袁他对妻子说院野我这个
中将袁是罗帅骂出来的遥 没有
他当年的教导袁像我那么莽撞
的人袁别说当将军袁骨头早就
不知道埋在哪里了浴 冶

皖南事变后袁 国民党
顽固派在其第三战区司令
部驻地江西上饶附近的李
村尧七峰岩尧周田村尧茅家
岭等地设置了监狱袁 总称
为上饶集中营遥

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
的新四军干部袁 绝大部分
是共产党员袁 他们凭着高
度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
念袁 入狱不久就筹备建立
秘密党组织袁 依靠组织的
力量袁团结尧教育和带领被
俘官兵和抗日爱国民主人
士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
争遥 狱中秘密党组织针对
敌人的各种手段袁组织尧团
结和教育广大被囚人员进
行针锋相对尧 英勇顽强的
斗争遥 他们对被俘官兵进
行革命气节教育袁 提出口
号院野坚持革命气节袁 反对
屈膝投降浴 冶野团结就是力
量袁斗争才有出路浴 冶野不暴
露组织袁不出卖同志袁做党
的好儿女浴 冶野至死不屈袁临
刑不惧袁为革命争光袁为历
史争气浴 冶野服从组织袁执行
决议袁 警惕叛徒袁 严守秘
密浴 冶要求大家做好充分的
精神准备袁 以更加坚定的
立场尧更加坚强的意志尧更加坚韧的毅
力和不惜流血牺牲的决心迎接更加严
峻的考验遥

在集中营的斗争中袁影响最大的是
均取得胜利的两次越狱暴动遥 第一次是
茅家岭暴动袁发生在 1942年 5月 25日遥
1942年春夏之交袁 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袁
进攻浙赣铁路遥 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
的难友通过串联袁推选李胜尧王传馥尧宿
文浩尧吴越尧陈子谷五人组成暴动委员
会袁以新四军干部李胜为总指挥袁进行
了近一个月的周密计划与准备遥 5月 25
日下午袁 他们发现当天部分看守外出袁
当机立断袁举行越狱暴动遥 他们夺取了
卫兵的武器后袁呼喊着冲出囚室袁砸开
平时封死的西侧门袁除两位同志负伤被
敌杀害外袁20多位同志冲出了牢笼袁经
过无数的曲折袁 在 1942年 10月到达苏
南新四军茅山根据地遥

第二次暴动发生在茅家岭暴动的
20天后遥 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金华袁攻
陷衢州袁逼近上饶袁国民党第三战区长
官部一片慌乱袁匆忙向闽北奔逃袁并决
定集中营也随之转移遥 转移前夜袁第六
中队秘密党支部决定伺机举行暴动袁暴
动地点预定在崇安县 (今武夷山市)境
内遥 暴动的领导核心由陈念棣尧赵天野尧
阮世炯尧王东平四人组成遥

1942年 6月 17日下午袁 集中营各
队在重兵押送下抵达福建崇安县赤石
镇崇溪袁分批渡河遥 这里周边地形丘陵
起伏袁林木葱郁袁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
利用国民党宪兵班木船尚未靠岸袁且黄
昏天色已暗的时机袁 果断发起集体暴
动遥 在第二分队渡船到了河中央时袁王
东平唱起作为暴动准备讯号的叶义勇军
进行曲曳前奏曲袁霎时间袁80多位抗日勇
士如出了笼的猛虎袁 疾速越过稻田袁飞
快地向山顶森林深处冲去遥 除 11人牺
牲和部分失散外袁剩下的同志都冲出了
虎口遥 参加赤石暴动的勇士们经中共福
建省委和崇安县委接应后袁在武夷山与
闽北游击队组合成立一支 野抗日游击
队冶袁在闽赣边打游击袁成功袭击了国民
党 26军军械仓库袁 缴获了一批枪支弹
药留在闽北遥 他们于 1942年 9月袁因战
争需要重返皖南抗日前线袁回到了新四
军怀抱遥 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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