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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银东 李政 蒋惠庆

1964年10月，在山东民兵比武大会上，她们分
别夺得了集体和个人一等奖，受到莅会的贺龙元
帅、罗瑞卿大将的亲切接见，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
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周兴亲自为她们授
奖。她们就是被称为“民兵三姐妹”的李俊芳、李俊
兰和李俊霞。

不忘党恩，三姐妹刻苦练兵

1958年下半年，随着“全民皆兵”口号的提出
和全国“大办民兵师”的兴起，渤海湾畔无棣县的
民兵大练兵活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64
年左右达到高潮。柳堡公社李柳大队(现柳堡镇李
柳村)民兵连，常年组织民兵结合生产劳动进行练
兵，是当时全县乃至惠民地区远近闻名的民兵工
作模范村。

1964年5月，县人武部领导找到大队民兵连长
李树恒，让他在村里推荐几个练兵能手，准备参加
全省民兵大比武选拔赛。李树恒想到了思想进步
的李风墀家。李风墀贫农出身，家境贫寒，解放后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风墀有两个儿子、4个女儿，
那时大女儿李俊贞在常家供销社上班，二女儿李
俊芳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三女儿李俊兰上初中，小
女儿李俊霞上完小。

在李树恒带领下，县人武部部长来到李风墀
家，对他们夫妇说：“让你几个闺女参加练兵、打
靶，你们舍得吗？”李风墀夫妇一口答应下来，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俺一家子，咋不舍得！组织上
叫干啥就干啥。”

就这样，俊芳、俊兰、俊霞三姐妹被推荐到县
上参加比武培训，一训就是80多天。

“1964年夏天，雨水连连，训练场上半泥半水，
整天在泥水里摸爬滚打，我们的裤子、褂子都磨烂
了，胳膊肘也磨破了，结了厚厚的黑痂……”尽管
过去将近50年了，但回想起当时集训的情况，三姐
妹仍记忆犹新。

参加县里集训的民兵有300多人，其中女民兵
只有5个人。尽管训练艰苦，当时最小的李俊霞才
只有15岁，但她们从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坚
持苦练精练，练准练好。训练间隙，姐妹仨相互交
流体会，反复琢磨打靶要领，使射击技术水平提高
很快。后来，经过考核，三姐妹又被推荐到军分区
进行集训。

遵元帅嘱咐，三姐妹带领全家练武

经过县人武部、军分区5个多月的集训、选拔，
三姐妹作为军分区的代表，参加了1964年10月11
日在济南举行的山东民兵比武大会。这次比武大
会进行了20多天，1300多名选手进行了20多个项
目的比赛。

“记得当时，我们先是进行表演赛，有气球射

击和隐显靶。到正式比赛时，又加了环靶。我记得
我们每人5发子弹，隐显靶是8秒隐7秒显，要瞅准
靶显的时候，命中目标，有一定难度。”想起当年比
武的细节，李俊霞仍然历历在目。

三姐妹以优异成绩，分别荣获集体和个人一
等奖，被誉为“神枪手”。大会期间，到会的贺龙元
帅、罗瑞卿总参谋长、彭绍辉副总参谋长，还有济
南军区、华东局领导和省党政军领导同志检阅了
民兵比武，并接见了与会代表。贺龙元帅、省委书
记谭启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人，先后与三
姐妹合影留念。

“接见我们姐妹仨时，贺龙元帅问我们：‘你们
是亲姐妹吗？’我们说‘是’。他得知最小的俊霞还
是一名少先队员时，高兴地握住我们的手说：‘太
好了，太好了！’并鼓励我们：‘回去能不能带领全
家、全村都练武呀？’我们一个劲儿地点头‘行行
行’。”回想起受元帅接见的时刻，李俊芳仍然抑制
不住内心的激动。

比武结束后，全省各地通过举办展览、宣讲
团、报告会等形式，宣传比武盛况、交流练兵经验。
当时，李俊芳持枪立姿一米多高的全身巨照，曾经
被青岛军事展览馆展出。

后来，在山东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纪录片
《贺龙业绩》中，再现了贺龙元帅接见“三姐妹”的
资料镜头。

“记得我刚调到县工商局工作，一天，武装部
的一名干事通知我去影院看电影，演的是一个纪
录片，叫《贺龙业绩》，我看到了我们三姐妹被元帅
接见的镜头。当时还特意嘱咐电影院的同志保留
那段资料，后来在‘文革’中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1964年秋天，无棣县第一个全家民兵班———
“李俊芳全家班”成立了。俊芳的父亲、一个哥哥、
两个嫂子、一个小侄女都参加进来。当时她们的小
侄女才刚刚9岁。

为了带领全家练好本领，李风墀在自家院子
里挂了两个模拟靶子，南墙房檐下还挂了一溜儿
瞄准用的小瓶子。每天天不亮，他就像司号员一样
把大家招呼起来，到院里练武。有时就同大队的民
兵一起去场院里训练。李大爷上了年纪，眼睛花
了，就戴上老花镜练瞄准。当时，他们训练用的是
苏式步枪，很沉，没有臂力，射击就不准。

“为了练臂力，平时推磨我们姐仨手里都要托
着砖头。为了练瞄准，打猪草，我们就拿镰当
‘枪’，做饭也忙里偷闲用烧火棍比画……那时
简直像着了迷一样。”李俊兰回忆起练兵往事，
颇有感慨。

1964年冬到1965年上半年，“李俊芳全家班”
为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四级干部会做过多次表
演，获得与会代表和县领导的一致好评。

1965年2月22日的《大众日报》上，详细记载了
她们表演赛的过程：表演一开始，百米处升起了十
五个气球，飘荡在空中。三个女儿手提步枪，敏捷
地走上靶台，随着“预备——— 放”的口令，叭！叭！
叭！……每人五枪，气球应声而破。此刻，另一边又
立起了十八个钢板靶，全家九口一齐上阵，一阵激
烈的枪声，靶子全被击倒，枪枪命中……

国防情结，植根三姐妹心灵深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俊芳家被扣上了“整
天摆弄枪，想变天想造反”的罪名，家门口被贴上
了大字报，全家挨批斗。参加比武时赠给的步枪、
纪念册、奖状以及与贺龙元帅的合影等，统统被红
卫兵没收烧毁。对于那段历史，她们直到现在也不
愿回首。

1971年，经过大队、公社的层层推荐，县上特
批为三姐妹办理了转干手续。李俊芳在公社担任
过副书记、妇联主任等职。李俊兰、李俊霞成了公

社的中学教师，三姐妹抱着对党感恩报恩的想法，
积极工作，多次受到表彰。

谈到她们的婚姻，三姐妹又打开了话匣子。
“父母与分区、武装部干部打了一辈子交道，

与穿军装的解放军有感情。他们还说当兵的身体
好、思想好、人品好，共产党早替我们把好关了。当
时。只要想给我们姐妹提亲，父母就一个标准：不
当兵的不说。”

三姐妹也秘密约定：非当兵的不嫁。先是李俊
芳如愿以偿，与一部队干部喜结连理，李家有了第
一个穿军装的女婿。李俊兰、李俊霞也纷纷把绣球
抛给军人，先后在部队找到了如意郎君。一家仨女
婿三个当兵的，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

革命传统，代代相传。也许是父母的言传身
教，也许是家庭的熏陶教育，潜移默化中，三姐妹
的孩子们对部队也产生了特殊的感情，都先后参
军入伍。

生命中那段练兵习武的经历，让三姐妹刻骨
铭心，一种深深的“国防情结”早已植根她们的心
中。半个世纪以来，她们经常主动请缨，为参加训
练的民兵、应急分队做示范表演，并结合自身经历
开展国防和传统教育，被誉为民兵“编外指导员”。
现在三姐妹是20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10
多家党校的特聘教员。多年来，她们为学生、各级
干部进行传统教育200余场(次)。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三姐妹都已成了老人。旧
事重提，我们还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她们那份浓
厚的“国防情结”，根深蒂固，挥之不去。

前不久，退休之后开始写诗的李俊芳，刚刚完
成了一首《强咱国防主义真》的诗歌：

四十余载记犹新，往事重提倍感亲。
岁月悠悠忆当年，永世不忘报党恩。
欣逢盛世暖人心，祖国处处艳阳春。
元帅褒奖仍励志，强咱国防主义真。

■ 往事回眸

贺龙问：你们是亲姐妹吗？回去能不能带领全家、全村都练武呀？

贺龙元帅与“民兵三姐妹”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颜廷昆

胶州有着4500多年历史，唐朝设立板桥镇，北
宋时期发展成为全国五大商埠之一、长江以北唯
一的通商口岸、海关重镇。近年来，青岛市和胶州
市文物部门多次对板桥镇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
勘探、试掘和抢救性发掘工作，不仅了解了板桥镇
遗址内各类遗迹的分布及年代，还发现了北宋时
期大型公共建筑群、大量铁钱以及其他门类繁多
的各类文物，宋代密州板桥镇港口的繁盛景象再
度彰显。

□1996年12月，在胶州市政府宿舍建设工地，
首次发现了宋代板桥镇的文化堆积遗存。考古队
对工程占压的板桥镇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
理面积60余平方米。

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宋、明、清时期文
化堆积。在宋代文化堆积层发现了房屋基址和锈
结的铁钱团块等遗迹，出土了北宋各窑系的瓷器
碎片。在南北长10余米、东西宽约5米的房屋基址
内，宋代铁钱堆积如山，这些铁钱已锈结成巨大的
一块，其形状中间较高，四周低，南北较长，最厚处
高约1 . 5米。因工程打桩，钢筋混凝土桩橛把铁钱
分解成数块。通过清理，共获铁钱十几块，总重量
30余吨，其中最大的一块重约16吨，其余重量在
0 . 5至6吨不等。能辨清字迹的有圣宋元宝、崇宁通
宝、崇宁重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为北宋徽宗
时期的铸币。

胶州市博物馆馆长王磊说，此次发掘面积虽
小，但发现较为重要。在宋代文化层发现的建筑基
址、出土的大量铁钱和种类较多的瓷片等文物，展
现了板桥镇当年的繁荣，其地位的重要，为以后板
桥镇遗址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板桥镇建置于公元623年(唐武德六年)，属密
州(治诸城)。《新唐书·地理志注》载：“高密，上武
德三年置，六年，省胶西县，入焉”；《齐乘》：“唐武
德六年，省胶西入高密，以其地为板桥镇”。板桥镇
的设置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唐代
密州板桥镇的海运和海外贸易已初具规模，高丽
和日本的商贾、使臣、僧侣由此到中国，或贸易、或
国事往来、或宗教交流等。自此，板桥镇的经济、政
治地位逐步提高。公元836年(唐开成元年)日本著
名僧人园仁法师回国时，曾在板桥镇海域(密州大
珠山)乘船至荣成赤山法华寺。圆仁在其《入唐求
法巡礼行记》还记录了一批船人自称“从密州(今
山东诸城板桥镇)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
罗人，人数十有余”。圆仁描述了晚唐时期楚州—
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密州—登州一线繁忙的海
上交通线，自晚唐以来就是一条传统的航海线，密
州板桥镇是这海上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港口。《增
修胶志》载：“板桥久为海舶孔道，朝臣与高丽往来
由此。”唐代的板桥镇正在悄悄兴起，但在北方海
港中的地位尚不及登州和莱州。

□板桥镇遗址位于山东半岛胶莱平原南部，
胶州湾的西北岸，遗址现被胶州市老城区占压。

由于密州板桥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
成为北宋时期我国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也是北方唯
一的海关重镇。板桥镇码头所在的位置现为云溪桥
东侧50米处云溪河的北岸，湖州路南端。这个区域在
宋代称为唐家湾，又称唐湾，东临胶州湾海域，水面
开阔，是板桥镇码头所在地，现在已被填平建设为湖
州路菜市场。板桥镇码头遗址的范围是：南至云溪河
南岸，北至东关大街与湖州路交汇处，东至大同小学
西墙外，西至东关小区住宅楼，占地面积约27600平
方米。码头遗址的宋代文化堆积层较深，距地表约
3 . 5米。由于地下水位较高，勘探至深约4 . 5-5米处无
法继续工作，文化堆积的厚度不详。

据已掌握的资料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建设湖
州路市场时，由于挖掘地基，距地表深10余米处仍
是淤泥层，淤泥中出土了各时期主要是宋代的碎瓷
片约两吨，其中有完整器和其他文物，说明板桥镇
码头遗址以宋代文化堆积最为深厚。经勘探，还找
到了码头西岸的砖砌台阶，台阶位于湖州路南端西
侧，距地表深约2至3米，由于该码头一直延续到清代，
砖砌台阶的具体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因此，板桥镇
遗址所在地的文化堆积并不是单一时代的物质文化
遗存。但在这些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宋代文化堆
积保存较好，也最具代表性，是我们考古发掘和研究
的重点。

□多处区域勘探和试掘结果表明，距地表以下
约2至3米处为宋代文化堆积。文化堆积层中出土北
宋龙泉窑、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及
其他窑系的瓷片标本上百片。

宋代，板桥镇港在全国海港中的地位发生了重

要的变化，因宋辽对峙，北宋政府明令，禁止海船
入登州、莱州。登、莱闭港，密州板桥镇自然占据了
北方最大海港的优势。

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密州知州范锷
首次上书要求在板桥镇设立市舶司。他在奏疏中
说，“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
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专
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范锷提出的
理由是：“如在板桥镇设立市舶司，笼商人专利
中央，其利有六：使商贾入粟塞下，以佐边费，
于本州请香药杂物与免路税，必有奔走应募者，
一也；凡抽贾犀角、象牙、乳香及诸宝货，每岁
上供者，既无道途劳费不便，又无舟行侵资倾覆
之弊，二也；抽解香药杂物，每遇大礼，内可以助京
师，外可以助京东，河北数路赏给之费，三也；有余
则以时变易，不数月有倍称之息，四也；旁旅乐于
负贩，往来不绝，则京东、河北数路郡县税额倍增，
五也；海道既通，则诸蕃宝货源源而来，上供必数
倍于明(州)、广(州)，六也”。

宋廷没有采纳范锷的建议，但是，也引起了足
够重视。公元1084年(元丰七年)三月，北宋政府还
是在板桥镇设置了管理舶商贸易的榷易务，级别
比市舶司低。公元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范锷
以金部员外郎的身份，会同京东转运司再次上书，
重申旧议，他说：“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
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这次，宋廷采纳了
范锷的建议，在密州板桥镇设置了市舶司，来管理
港航、征收税钞、鼓励贸易往来和保护外商外侨
等。宋哲宗元祐三年“以板桥镇为胶西县，兼临海
军使”。复置胶西县，治所设在板桥镇，并在这里设
立提举市舶司，为当时全国五处市舶司之一，兼临
海军使。板桥镇市舶司的设置是板桥镇发展的必

然，从范锷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密州板桥镇自然
地理的优势和财政经济地位的重要。自唐至宋
代，政府在主要的通商海港设置市舶司、市舶务
或市舶场等机构。板桥镇市舶司的设置，是当时
继广州、杭州、明州、泉州之后全国第五大市舶
司。板桥市舶司设立后，没有时罢时复的现象，
地位是稳固的，这是和其他市舶司不同的。

唐初在此设置板桥镇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
里，其天然良港的优势在南北贸易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至宋代，在宋辽对峙的局势下，板桥镇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随即，宋廷在板桥
镇设立市舶司，同时升县设海军使，从当时的形
式来分析，建市舶司的同时升县设军，是着眼于
保护贸易、发展经济，估计也是为应对北方辽、
金侵扰的一项防范措施。板桥镇设军，成为一个
军事重镇。这样就奠定了板桥镇的重要地位，为
板桥镇进入极盛时期创造了条件。北宋一朝，由
于登州、莱州闭港，外界和登、莱的联系转向了
胶州湾的密州板桥镇港。板桥镇港跃居登、莱港
之上，成为我国北方的主要港口。港口地位的确
定，促进了板桥镇经济的发展。“板桥控东南海
道，风飘信宿可至吴楚”。又据《续资治通鉴》记
载：“胶西当登、宁海之冲，百货辐凑……时互市
始通，北人尤重南货，价增十倍。全诱商人至山
阳，以舟浮其货而中分之，自淮转海，达于胶
西。”《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谈到，“来自广南、福
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
京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运见钱、丝、绵、绫、
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板桥镇成为南北
货物贸易的中转站，这里各地客商过往日众，是
当时两广、福建、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商品的集
散地，海运胜过杭州和宁波，其贸易额与济南持

平。板桥镇作为中转港口，其吞吐货物的品
种、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

□2009年9月至11月，为了配合胶州市东
苑府邸工程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青岛市
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胶州市博物馆组成考
古队，对工程占压部分8000平方米的板桥镇
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王磊说，该工地向西距1996年出土铁钱
的位置仅20米。这次发掘，不仅了解了板桥镇
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更重要的是在宋代文
化层内揭露出多组规模宏大、布局相对完整
的建筑基址，并有与之相联系的砖砌排水沟、
庭院、水井、灶址、东西大道等。新揭露出的建
筑基址向1996年出土铁钱的位置延伸，两者
在同一层面上，证明两次发掘的房屋基址相
互关联。在当年出土铁钱的东侧约30米和东
北侧约50米处的房屋基址内，再次发现锈结
成块的宋代铁钱10余吨，其特征和上次出土
的一致。另外，在各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出土了
大量门类较多的历史遗物，有瓷器、陶器、铜
器、铁器、金器、琉璃器、骨器、石器、碑刻、建
筑构件等等。

遗址地层堆积自上而下依次为现代、民
国、清代、明代、元代、宋代堆积层。其中宋代、
明代、清代文化堆积清晰，元代文化堆积不明
显。宋代堆积层厚度不一，南侧较厚，厚约2—
3米，北侧较薄，约1 . 5米。因遗址揭露面停留
在宋代文化层，以下是否有唐代及更早的文
化堆积目前还不清楚。

揭露出的建筑基址包括房基、庭院、廊
道、散水、隔墙、亭台等，均用青砖砌筑，错落
有致，相互关联，布局完整，为北宋时期公共
建筑遗迹，出土文物门类繁多，数量巨大。钱
币类有铁钱、铜钱。陶瓷类有北宋各大窑系的
瓷片、宋三彩残件、陶质大型容器残片，还有
人形、动物形玩具小件、围棋子等。建筑构件
有砖、瓦、瓦当、吻兽等。其他文物有铜镜、金
钗、铁釜、砚台、梳子、发簪、碑刻残件等。

板桥镇遗址规模巨大，文化堆积深厚，蕴
含丰富，出土的历史遗物数量之大，门类之
多，令人震撼。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多是贸易
品，通过远洋和内陆运输而来的数以万计的
瓷器几乎涵盖了北宋时期所有著名窑系的产
品，有力证明了在宋代北方地区物质流动中
的枢纽地位和港口贸易的繁荣。

长期以来，人们对密州板桥镇的了解仅
限于一些史料记载，通过对板桥镇遗址系统
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使我们对这座沉睡
地下近千年的古镇有了更具体、更深入的了
解。大型公共建筑群市舶司衙署和仓储的发
现和大量铁钱、各类窑口瓷片的出土，充分印
证了宋代密州板桥镇在中国北方港口中的地
位。这对于胶州和青岛港的历史沿革、板桥
镇港口的海运贸易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价值。

板桥镇遗址发掘：

唤醒千年商埠的昔日繁华

毛泽东发出“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
的号召，是同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密切相关
的。1958年，美国当局不顾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
的坚决反对，在派兵侵占黎巴嫩和约旦之后，
又在中国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对中国进行
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美国政府公然扬言，美
国海军要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大
陆登陆。9月初，美国从本土和地中海调遣大批
军舰、飞机，加强了在台湾地区的美国海军第七
舰队，并不间断地出动军舰、飞机为国民党军队
的运输舰护航，一再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在美
国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一
面派飞机向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地区散发
反动传单，空投特务；一面指使大小金门岛上的国
民党军队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并派遣大批特务窜
入大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这些，都严重地威胁
着新中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实现全民皆兵，决议强调除基干民兵的组
织和装备必须加强外，无论城市、农村，无论学
校、企业、机关、街道，凡符合一定年龄的公民，必
须逐步做到人人接受军事训练，人人学会使用普
通武器，彻底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
盾。可以看出，此时中央军委所讲的全民皆兵，
是建立在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基础之上的。

同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
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民兵问题的决定》：……除了必须建设强大
的常备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之外，还“必须在
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
来，以民兵组织形式实现全民皆兵”。12月9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
的决议》(草案)，在说明要点中指出：“实行全
民皆兵，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对付帝国主义
可能发动新战争的一个根本措施，有了这一
条，我们的心也就扎实得多了。”1959年，毛泽
东又说，我们没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还是靠
民兵，甚至还靠小米加步枪。

1958年9月29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
北回到北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
他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
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
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
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到1958年底，短短的几个月，全国打出民兵
师旗号的就有5175个，民兵团44205个；民兵人数
由原来的4000多万发展到2 . 2亿；参加民兵的人
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有的地区达到了40%
以上，个别地区甚至超过了50%。1961年，经过调
整的民兵数量虽然减少了几千万人，但仍有1
亿多人。1959年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
上，看着浩浩荡荡通过广场的首都民兵师方
队时，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说：

“我们有1亿民兵！”赫鲁晓夫听后，震惊不已。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58年来中国访问时，在

参观了广州市的民兵表演后说：“战争，光靠原子
弹解决不了胜负问题，谁要想入侵中国，碰到了
中国的民兵，是进得去，出不来的。”美国驻台湾
军事顾问团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打游击专家，
现在民兵遍地，如果美国和中共一旦作战，登上
了中国大陆，就等于陷入了泥沼，寸步难行。

(苏银东 李政 整理)

·相关链接·

“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

三姐妹刻苦练兵 1964年10月11日在济南举行的山东民兵比武大会 大众日报当年给三姐妹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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