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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名将钟同礼的家国情怀
阴刘强

2015 年袁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袁赣州市章贡区台属尧国民党
抗日将领钟同礼之子钟天玲从省委统
战部领导手中接过中共中央尧 国务院尧
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纪念章遥 钟天玲激动地说院
野这个纪念章是党和国家给我全家的最
高荣誉袁是对我父亲在天之灵的最大慰
籍遥 冶

一
钟同礼(1911.8-1991.6),字维邦袁江

西瑞金九堡下宋村人袁早年就读县城私
立群德小学尧绵江中学袁后就读江西省
立第三中学袁 中学毕业后为报效祖国袁
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遥 在校品
学兼优并以优异成绩毕业遥 后一直在国
民党军队中任职遥

抗战时期袁钟同礼在国民党军桂永
清部教导总队步兵第二团任副团长遥 淞
沪战役爆发后袁桂永清率领教导总队参
加了战斗遥 当时袁教导总队已拥有 20 多
个团袁官兵总数已超过 1 个正规军的编
制遥 本来袁何应钦决定将教导总队调往
四川袁扩编为 30 个团袁作为第二期作战

主力袁而桂永清要求立即参战袁他手下
的官兵钟同礼等也都积极要求上前线
杀敌袁在这种情况下袁何应钦立即批准
教导总队开赴淞沪战场遥 桂永清奉命任
纵队指挥袁命令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周振
强于 1937 年 11 月 5 日率领步兵团尧特
务营尧 工兵营尧 通信边共约官兵 7500
人袁由南京尧化门乘火车经苏州转苏嘉
路袁到达沪杭路新桥车站后袁立即开赴
苏州河八字桥袁接替胡宗南第一军的防
线遥 此时敌人已经渡过苏州河袁攻占了
八字桥镇的一半袁并且集中了陆海空的
炮火袁 企图从八字桥突破我军防线袁我
军正面防线虽只有 1200 公尺宽袁 但无
工事可以依据袁因而能否阻止敌人深入
突破我军防线袁决定于能否守住八字桥
镇遥 桂永清亲自督战袁钟同礼所在的团
也以营为单位作纵深配备袁以八字桥为
重点构筑防御工事袁 当日施行夜袭袁夺
回已经失去的八字桥一半袁因教导总队
全体官兵对日本侵略者都很痛恨袁大家
同仇敌忾袁作战都很勇敢遥 在阻止日军
强渡苏州河袁同敌人争夺八字桥的四天
拉锯战中袁官兵们表现十分顽强遥 战斗
打得十分残烈袁在敌人海陆空集中炮火

的轰击下袁官兵虽大量伤亡袁但仍坚守
阵地遥 后来因敌人在上海金山卫登陆袁
对官兵形成包围袁情况危急袁教导总队
奉令撤退遥 在撤退中袁第一团第三营第
九连中士班长张忠率领八个兄弟袁用轻
机枪打下低空飞行的敌机一架袁堪称奇
迹遥 部队撤退到苏州时清点损失袁参战
7500 官兵袁只余 3000 余人袁伤亡 4000
余人袁教导总队伤亡过半遥

在淞沪会战中袁作为教导总队步兵
第二团副团长的钟同礼袁 身先士卒袁带
领官兵奋勇杀敌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
概和顽强的作战精神袁 此战他光荣负
伤袁住进了上海宝隆医院遥 子弹打穿的
左腿袁因伤口感染袁病情危重袁医生建议
他截肢袁但他坚决不同意遥 说院野锯掉了
一条腿袁我怎么重返前线袁抗日救国浴 冶
医生没办法袁只能采取抗感染的保守治
疗袁后来在医生的精心护理下袁他的腿
终于保住了遥 伤愈后袁他立即重返部队袁
先后转战到武汉尧四川尧湖南等地抗战
前线袁为抗击日寇尧保家卫国立下了赫
赫战功遥

二
抗战胜利后袁钟同礼任南昌团管区

少将司令袁离开大陆前任赣南团管区少
将司令袁1949 年随国民党军去台袁 在台
湾曾任台东师管区中将副司令袁后又受
聘台湾野国防部冶战略顾问等遥

50 年代末袁钟同礼担任台湾公路建
设总指挥袁 规划建设台湾中部横贯公
路遥 钟同礼奉令陪同蒋经国先生袁带领
工程人员袁跋山涉水袁穿越原始森林袁亲
自参与勘探尧测量尧设计尧施工遥 经一万
多退役官兵三年多的艰苦努力袁中横公
路最终于 1960 年 5 月 9 日建成通车遥
钟同礼将军为横贯公路的开建可谓是
呕心沥血尧劳苦功高遥

钟同礼后来又历任台湾政治大学尧
师范大学尧 私立文化大学军训总教官袁
直至退休遥

退休后袁 钟同礼补上了 野国大代
表冶遥 说来巧袁 他是由候补转正遥 1947
年袁台湾野行宪冶开始袁举行第一届野国民
大会冶代表选举袁规定每个县选一名野国
大代表冶遥 瑞金籍参与竞选的有周帮
道尧刘建章渊青年党冤尧钟震尧杨遇春尧钟
同礼五位先生袁后来钟震尧杨遇春弃选袁
选举结果周帮道先生票数最高遥最后奉
中央电令袁礼让给青年党代表刘建章先
生遥 周帮道先生列为候补袁钟同礼先生
列为第二候补遥 1949 年国民党退守台
湾后袁周帮道先生补录上了全国教育职
团的野国大代表冶遥 直到 1983 年刘建章
病故袁钟同礼由内政部补录为野国大代
表冶遥

多年来袁瑞金同乡每年在台北市举
办春节团拜会袁 并成立了 野瑞金同乡
会冶袁推请周帮道先生为名誉理事长袁选
举钟同礼先生为第一尧二届理事长遥 在
钟同礼先生的带领下袁同乡会大家共同
捐资购置了野瑞金会馆冶袁同乡们从此也
就有了聚会尧议事的场所遥 后来同乡会
又出刊了叶瑞金文献曳叶乡情报道曳袁影印
了叶瑞金县志曳袁分发给在台同乡袁舒发
了大家爱国尧爱家乡的情怀遥

钟将军对教育训练尧作战指挥也颇

有研究袁著有叶中国历代兵制曳一书遥 晚
年著有叶参加上海南京抗日回忆曳叶保卫
上海南京抗日战争之追忆曳 等作品袁在
台湾和大陆出版发行遥

钟同礼先生赴台后也一贯赞成两
岸和平统一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许多
有益工作遥

三
钟将军的妻子曾淑英女士袁原福州

文山中学毕业袁厦门大学肆业袁为人贤
淑袁仁慈和美袁生三子三女遥 1949 年袁钟
同礼带着长子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遥 去
台前袁他把曾淑英及其子女送回瑞金九
堡老家袁从此袁夫妻天各一方袁杳无音
讯遥

曾淑英回到九堡后袁 敬孝公婆袁哺
育子女遥 利用她的所长在当地学校以教
书为业袁最初教小学数学袁后来教中学
英语袁直到退休遥 因她曾是厦门大学的
高材生袁教学水平很高袁深受学生和家
长的好评遥 退休后袁她又被学校返聘继
续执教遥

60 年代初袁丈夫钟同礼通过香港的
朋友和她有了书信往来袁 但是好景不
长袁1966 年席卷全国的野文革冶风暴袁使
她这个有台海关系的家庭也遭受重创袁
她挨过批尧受过斗袁夫妻间的书信往来
也从此中断遥 直到野文革冶结束袁改革开
放之后袁他才和丈夫重新恢复了通信联
系遥

1981 年袁曾淑英光荣地当选为瑞金
县政协第五届常委袁为发展两岸关系和
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1985 年袁两岸野三通冶后袁在地方
政府的帮助下袁曾淑英去了台湾袁当见
到阔别 36 年之久的丈夫时袁夫妻相拥
而泣袁恍如隔世重逢遥她在台湾一住就
是 5 年多遥 1990 年袁钟同礼不幸身患
绝症袁虽经积极治疗袁但疗效不佳袁他
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乡探亲祭
祖遥看着患病后日渐消廋的丈夫袁淑英
很是心痛袁为了却丈夫的心愿袁她劝丈
夫趁身体尚可袁宜早日成行袁但丈夫坚
持要开完年底的野国大冶会后再走遥 直
到 1991 年清明节期间袁丈夫才在妻子
的陪同下袁终于回到了阔别长达 42 年
之久的故乡九堡遥 见到家乡的山山水
水袁见到亲人乡邻袁令他悲喜交加袁直
叹早就该回来呀遥他到父母坟前扫墓袁
长跪不起袁愧疚未能尽孝送终遥同时也
非常感谢众乡邻对他一家的无私帮
助遥钟同礼先生本想扫墓后再回台湾袁
但到达赣州后袁却因病情恶化袁不幸于
当年 6 月 13 日病故于赣州遥后安葬于
家乡九堡袁 这也实现了他落叶归根的
愿望遥

在政府的关怀下袁曾淑英女士一家
在赣州的老宅归还给了她家袁她家对老
宅重新改造袁建起了新楼房袁从此袁全家
人都搬到赣州安居乐业遥

曾淑英女士于 2013 年去世袁 享年
100 岁遥百年后也是落叶归根袁和丈夫合
葬于九堡遥 钟同礼先生除长子在台外袁
其余子女皆在大陆袁 都已成家立业袁子
孙满堂袁各有所成袁真是德门吉庆袁兰桂
飘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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