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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卞文超

“我91岁了，和你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4月23日，新一坐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开

口第一件事，先把说话碍事的假牙摘下。
在海参崴出生，从哈尔滨接受教育，到山东

参加革命——— 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新一
辗转南北，投身于历史的大风大浪，几经淬炼，人
生质如真金。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她有多次出生入死的经
历，今天提到日军的暴行，仍然胸臆难平：“小时
候在哈尔滨上学有外语课，可以选俄语，也可以
选日语。但是同班同学都不学日语。因为看了他
们的行为，心里头恨。”

她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亲历者、受难者，也是
日军在华暴行的见证者、抗击者。回想起那段岁
月，全家人的安危悬于一线，无辜的百姓遭受磨
难，历史的真相容不得半点质疑。

路上行人成靶子

童年目睹日军暴行
新一原名姜慧卿，1923年出生在海参崴。父

亲姜云清老家掖县(现莱州)，小时候家中贫苦，
跟随本家闯关东，先到了哈尔滨，又到了俄罗斯，
学了一口好俄语。后来他成为一名铁路工人，在

新一6岁时，全家离开苏联，回到了哈尔滨。
新一上小学二年级时，家搬到了哈尔滨西郊

铁路工人的工棚。没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
“街上到处是日本兵在转悠，离家不远处还

设了日本兵营。更可怕的是，几乎每天都能听
到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消息。”新一回忆，父
亲告诉全家人，日本人占领了我们东三省，强
盗打到咱家门上了，出门要格外小心。

在新一童年的记忆中，侵略者残暴的行径
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一天，新一和几个同
学放学一起回家，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枪声，孩
子们吓得马上藏在了土堆后。新一胆子比较
大，探出头来一看，吓得差点叫出声来。几个
日本兵正拿行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他们朝
着行人乱开枪，打倒一个就手舞足蹈一阵狂
笑，再去瞄准下一个目标。行人有的吓得卧倒
在地，有的乱躲乱藏，好几个人毫无防备地死
在日本兵枪口下。

孩子们藏在土堆后，直等到太阳落山才出
来，拼了命地跑回工棚住区。刚才的枪声使得许
多工友和居民十分不安，纷纷关门闭窗。那几个
学生的父母家人，都焦急地在门口张望。当看到
自己的孩子回来了，家长们赶紧把孩子拉进屋关
紧门。原本热闹的大街变得寂然无声。

动乱的岁月刚刚开始。令新一印象极深
的，还有一个阴雨天。

她和几个女同学放学回家，路过一个日本
神社，一队队日本人，有男有女，双手合掌跪
拜。新一正在好奇，突然被尖利的叫喊声吓了
一跳。几队日本兵正嗷嗷地练刺杀，被刺的靶
子是十几个五花大绑的中国人。更为恐怖的画
面是，日本兵放出几只嘶吼的狼狗，疯狂地撕
咬被绑的受伤者……

新一和几个女生的头，被站在身后的大人
们抱住，手挡住了她们的视线。可是中国人的
惨叫、狼狗的狂吠和日本兵的大笑声，深深地
留在了她的脑海中。她感觉到近旁大人的身体
因为愤怒而颤抖。

反对奴化教育

在校参加抗日活动
新一的家靠近日本兵营，等于挨着魔鬼洞

窟。日本兵不光烧杀抢掠，而且经常出没民居，奸
淫妇女，无恶不作。各家的女人故意穿得破衣烂
衫，把脸抹黑，生怕“鬼”上门。在新一的童年回忆
里，日本兵的飞机几乎整天在头上飞，空袭警报
呜呜响个不停。警报一响，父亲领着全家人躲进
地下防空洞。那里挤满了人，大人用手捂着小孩
的嘴，不能出声，否则被鬼子发现，全都没命。

新一注意到，在这些危机四伏的时刻，父亲
安顿好自己的家人后，还会维持大家的秩序，
在慌乱的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曾亲眼见

过孙中山演讲，喜欢给孩子讲“民主革命”、
“三民主义”，东北沦陷后，他以切肤之痛告
诉孩子们，“不当亡国奴”、“要把日本帝国
主义赶出中国去”。

等到上初中后，看着每天没白没黑忙碌的父
亲，她心里明白，自己的父亲除了干活养家糊口
外，更重要的是干着“打击侵略者”的大事。

新一就读的哈尔滨女子第一中学，是一所很
有名气的学校，但在当时成了日本侵略者推行奴
化教育的场所。学校使用日本教材，建起了“神
社”，让学生去朝拜。对这些新一暗中抵制，消极
应对，有一次，甚至莽撞地用书包砸了一个冲她
吹口哨的日本小流氓。

一些进步学生向新一介绍进步书刊，邀她参
加活动，新一以饱满的热情融入到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她天生胆子比较大，曾拿
过哈尔滨市少年女子短跑比赛冠军，动作敏捷，
灵活得像一只猫。生性活泼开朗的她，经常在大
同学的掩护下，利用晚上在教室里、楼梯上、礼堂
里、钢琴上、厕所内张贴抗日标语。

有一天晚上，新一问父亲：“爹爹，共产党是
干什么的？咱们能把日本人赶出去吗？”父亲捂住
新一的嘴，关上门，悄悄告诉新一：中国共产党领
导着中国人民，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新一听了特别兴奋和激动。她并不知道，自
己依偎着的父亲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回乡参加革命
“小教员”15岁入党

1937年初，在一次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姜云
清的中共党员身份暴露了。母亲领着她和弟弟乃
玺，什么都没有拿，就像上街去玩儿一样，踏上了
南下的火车。直到火车开出了山海关外，父亲才
从火车的另一头走来，和家人相聚。

腊月二十六，一家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
乡——— 山东掖县海庙后姜家。

城里女学生的到来，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
新一今天笑着回忆，自己留着短短的学生头，乡
亲们说像“鸭子腚”。这年春节，是新一在老家过
的第一个节，父亲让孩子们给祖先鞠躬。在这个
特别的日子里，父亲找来两把刀和几个大白菜帮
子，在菜帮上写上“日本鬼子”字样，让新一和乃
玺拿来出气。两个孩子使劲剁，嘴里嘟囔着：小鬼
子，滚回老家去！一直把菜帮剁成了泥。

新一被送去青岛上学，不到一个月，青岛失
守，她又回到了老家。她的心情平静不下来。哈尔
滨早已回不去了，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现在青岛
又失守了，这一连串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在东北，
她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如今只有一个信念：中
国不能亡。她急于奔赴抗日前线。

在等待的日子里，姜云清像变戏法一样，
拿出一些共产党的油印小报。新一如获至宝，

看到报上讲抗日统一战线，她虽然不懂，但很
感兴趣，追着父亲问个没完。

1938年春天，胶东抗日游击三支队来到掖
县，办了各种培训班。姜云清兴冲冲地告诉女儿，
想上学可以去考试。新一马上跑去报名，参加了

“国防训练班”考试，考了第十四名，顺利录取了。
“国防培训班”以政府的名义举办，新一是班上最
小的学员，才14周岁。她有文化，聪明伶俐，政治
上比较成熟，很快成了骨干分子。不久，她加入了
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青年救国会”。

时年15岁的新一，被组织分配到掖县青年训
练班当老师。这个训练班专门为共产党培养干
部，实行军事化管理。新一不光讲课，每天还带学
员出操、训练，做群众工作。为了教好“新文字
课”，她学一点儿教一点儿，看见什么拼什么，简
直像魔怔了一样。她刻苦学习的精神和灵活的教
学方法，在师生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成了一名
出色的“小教员”。

1939年5月，青年教师训练班的负责人之一
范金棠，搬到了新一的宿舍。6月的一天晚饭后，
她忽然搂着新一的肩膀问：“小姜，你想不想参加
共产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新一成为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

入党时郑重与兴奋的心情，91岁的新一至今
难忘。这年年底，她的弟弟乃玺参加了八路军。

5月3日上午10点，济南上空警报响起，这是在提醒大家，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86周年了。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让我们走近日本侵华战争的亲历者、受难者，也是日军在华暴行的见证者、抗击者——— 新一老人，在老人口述的历史史中，日军的侵略事实容不得半点质疑。

新一：我是新中国的一个兵（上）

□ 卞文超 整理

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遍布
华北各地。当年，在山东胶东半岛西部的掖县
(今莱州市)就有这样一支抗日武装，它的名字
叫“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这是抗战初期胶东
地区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被列入山东最早发
起的十大抗日武装，在山东抗战史中占有重要
的一席。但由于它建置很短，其历史鲜为人知。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10月，原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由青岛回到掖
县组织领导抗战。11月，共产党员张加洛(时年18
岁)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到胶东，回到掖县发动
抗日武装，在全县成立6个区委，每个区委建立
一支抗日武装组织，恢复党刊，加强抗日宣传。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犯掖县城，扶持地方
治安维持会长刘子容当上了伪县长。3月8日，掖
县县委以郑耀南为首指挥“民动”各股武装四五
百人枪，在掖县城北3公里的玉皇顶举行抗日武
装起义。至9日上午攻克县城，推翻了伪政权，活
捉了刘子容，成立了“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简
称“三支队”，名称是自拟，为造声势，其实并无
一、二支队)。

郑耀南任支队长兼军政委员会主席，王仁斋、
张加洛先后任政治处主任，赵森堂任参谋长，周
亚泉任支队副。支队部按旧制设立九大处，分别
为政治处、参谋处、秘书处、军需处、交际处、军法
处、副官处、盐管处、军医处；支队以下设十一个
大队，另有特务、盐防、预备等大队，每大队有三
个中队；支队部还设有侦察队、通讯队、警卫队和
司号队。我党党员被安插在主要大队担任骨干。

在三支队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胶东地区
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 掖县县政府，并兼顾
各方利益，推选倾向我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张
冠吾任县长。

三支队成立后，为了加强根据地建设，在巩
固新生民主政权和壮大抗日武装上着力抓了两
方面工作。一是财政经济工作。为保障军需民
生，成立了掖县财经委员会，统筹全县经济，以
盐税为主，月财政收入可达40万元；整顿金融秩
序，筹建了著名的“北海银行”，该银行于1948年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
银行合并组建为中国人民银行，它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最大一块奠基石(从合并时
的资本金总值和资产总量而言)；此外，还创办
了兵工厂和被服厂，兵工厂能自制枪支弹药和
小型迫击炮，被服厂能染制军装和子弹袋，保证
了部队有良好的装备和整齐的军容。

二是宣传发动工作。三支队成立后向全县
发布了一系列抗日宣传布告，阐明了三支队创
建目的和政治主张；通过创办机关报刊《抗战日
报》和《海涛》，印发《胶东三支队抗日除奸宣传
大纲》，成立抗战剧团等，广泛地进行抗日宣传，
帮助民众辩明时局形势，坚定他们的抗战信心；
通过发动成立各救会组织，团结民众一致抗战，
并在县内迅速掀起了全民性的抗日救亡热潮；
通过举办了多期政工干部训练班和军事干部训
练班，为部队建设和发展培养了一批军政骨干。

从3月9日到4月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三支队很快发展为三千七八百人枪，成为当时胶
东地区由我党为主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

·相关链接·

“三支队”声震胶东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张洪刚 实习生 巩玉婷

20世纪30年代，《泰晤士报》曾刊出一幅漫
画：一棵大树旁有一个蘑菇，说的是英国皇室历
史和中国孔族相比，就如同蘑茹和大树一样。两
千多年来，孔裔繁衍，生生不息，的确称得上一棵
根深枝繁叶茂的大树，而支撑这棵大树蓬勃向上
的，正是孔家源远流长的家风。

4月30日上午，记者在济南采访了90岁高龄的
孔子后人——— 孔裔近支“孔八府”七十六代孙、山东
大学教授孔令仁先生。孔令仁家中的陈设简单朴
素，客厅墙上挂有大幅孔子像，一侧是孔子第七十
七代嫡长孙、袭封衍圣公孔德成手书条幅“令仁大
姑赐正：户牖观天地，山川足古今。侄德成敬书。”

身体有些不适的孔令仁，会客时仍悉心装扮
了一番，长裙、皮鞋一尘不染，手镯、手表点缀得
当，银发也一丝不苟地拢起，颇显端庄大方。忆起
如玑如珠的家族往事，她笑语盈盈。

仁爱之心 忠恕之道

在曲阜，孔子嫡系近支后裔有所谓“十二
府”，孔令仁属“孔八府”，世代书香，家学渊厚。她
1924年出生于济南，后来辗转到南开中学、西南
联大、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读书，1950年8月到山
东大学外文系成了俄文班的旁听生，1953年在俄
文班完成学业后，在山大历史系任教。

“受时代影响，我的祖辈已经走出曲阜，接受
新式教育，从事新式经世之业，所以‘孔八府’也
被称为‘洋八府’，是孔府中的‘洋务派’。我的父
亲孔祥勉，早年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攻电机专
业。曾是名噪一时的电业专家，后又转到银行工
作。”孔令仁说，虽在中西合璧的环境下长大，但
她从小就耳濡目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
让”的千年祖训。

孔令仁介绍，她的祖父繁淦公为清末拔贡，
曾任京师审判厅厅丞，他为人敦厚，但天生懦弱，
家中的事务皆由曾为北京女子师范第一代女教
师的祖母劳缃处理。1921年祖父去世后，祖母更
成为家中的老祖宗和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了。由
于从小就与祖母朝夕相处，直到她12岁时祖母病

逝，祖母的一言一行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用别人的脸

盆给她盛来了洗脸水。“我一火就把洗脸水泼了
她一身。祖母知道后，对我大训一顿，说：‘做人要
讲恕道。’”起初，年幼的孔令仁并不懂什么叫“恕
道”，后来才知道是孔夫子说的“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孔令仁终于明白，祖母教训她，是
因为保姆的人格尊严也是不容侵犯的。

由于祖母反对买婢，不买婢也成了孔令仁家
的一条家规。“抗日战争期间，我家迁到重庆，那
时四川一个穷苦人家的少女才卖2元大洋，而我
家从上海带去的佣人每月要开8元工资，因此有
人劝我父母买几个女婢使用，以节省开支，但父
亲却坚决不买，这当然和我祖母的主张有关系。”
祖母的仁爱之心和忠恕之道，深深地影响着孔家
后世的家风。

孔令仁的母亲于苹芗也是心地善良、悲天悯
人之人。她回忆，母亲一切都替别人考虑，从不为
自己打算。比如吃饭，她总是考虑奶奶爱吃点什
么，爸爸爱吃什么，孩子们爱吃什么，却很少想到
自己，她偶尔做一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就像犯了
什么过失一样内疚地说：“你们看，多少年改不了
老习惯，到现在还想吃老家的杂面条，今天我做
了一点，你们尝尝好吗？”如果谁吃了一点，又多
少表现出爱吃的样子，她就高兴了。

“母亲喜欢吃羊肉，但我们孩子不愿吃，她就
从来不买羊肉。直到她突发心肌梗死临终的那

天，对嫂嫂说：‘你们今天包几个饺子吃吧！给我
买几角钱羊肉，我想吃几个羊肉馅的。’但这顿羊
肉饺子没有吃上，母亲就去世了。”

孔令仁说，母亲不仅对自己家人的照顾细致
入微，而是对每个人都好，特别是对老弱贫穷之
人更是格外照顾，和家中的保姆也相处融洽。“给
我看孩子的保姆叫贵珍，她来我家帮工后，母亲
也像对我们一样教育她，每天晚上教她读书识
字，直到我的孩子进了小学，她考上工厂的工人
以后，母亲还留她在家里。晚饭，一般都是她争着
回来做，午饭就由我母亲准备好了她回来吃。”

俭以养德 德泽后世

孔子曰：“俭，吾从众。”孔令仁的祖母亦曾将
《朱子家训》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作为治家格言。

孔令仁说，父亲从事的都是技术工作，虽未
当过官，但从事的工作都有较高的职位，薪金丰
厚，可家里从不浪费。“我们家吃饭要求吃干净，
不准剩饭，即使米粒掉在桌子上，也要捡到碗里
吃掉。”为了做到不剩饭，家里人盛饭的时候都尽
量少盛一点，不够的时候再添加。

“对于纸张，也要用到极致。”孔令仁说，每张
纸的每处空隙都要充分利用，用完正面再用反
面；祖母还会将废弃的纸张保留起来，留作冬天
生炉子用。喝剩的残茶，祖母也是收集起来，晒干

后可以充当枕芯。捆东西的包装绳，祖母也是不
舍得扔掉，一点一点缠成球团，留待日后使用。

孔令仁回忆，祖母的服饰也体现节俭作风。
她把衣服严格地分为出门穿和在家穿的两类。
出门穿的质地好，款式新，华丽大方，色彩和谐，
因为在祖母看来，以邋遢面目见人是不礼貌的，
务求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一旦回到家中，她就
马上脱去礼服，换上平时在家穿的朴素衣服。她
也很少戴首饰，特别是金银首饰，认为金银首饰
太俗气了。“祖母这种穿衣习惯影响了我的母
亲，母亲又影响了我。我出门时衣着比较讲究，
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解扣子，换衣服。”

祖母勤俭治家的传统影响了孔令仁先生的
父辈。建国以前，上流社会酒食争逐，打牌，跳
舞，看戏，整日忙于所谓的社交和应酬。孔令仁
的父亲身为金融界的要员，当然也难以免俗。但
孔令仁的母亲却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不看
戏，不串门，可谓一尘不染。她把大量时间都用
在照料子女的工作上，“下学后，我的功课都是
由她辅导，最后由她检查才算完成的。”孔令仁
回忆，除非遇到一些重要场合，母亲才会随父亲
一起参加活动。“她一定把衣服、鞋袜、皮包、手
帕精心地搭配好，人也薄施脂粉，淡妆素抹。由
于天生丽质，她的淡雅反而比那些浓妆艳抹的
小姐和太太更出众，被人们刮目相看。”

虽生活节俭，却并不占小便宜，自律也是孔
家重要的教育内容。孔令仁读小学的时候，同学
们都用橡皮筋自制跳绳做游戏。一天，她正要去
商店去买橡皮筋，有位同学说：“你父亲是银行
要员，银行橡皮筋多得是，何必买呢？”孔令仁回
到家中，向父亲提出了要橡皮筋的事。结果，父
亲严厉地说：“橡皮筋是公家的，怎么能随便拿
呢？”孔令仁大哭了一场，并向父亲道歉。之后，
父亲带孔令仁到商店买了一些橡皮筋。在孔令
仁的记忆里，银行给父亲配备的公车，也是不能
私用的。

孝道源远 治家严苛

孔子恪守孝道，为后人所敬重。孔子17岁那
年，母亲去世，他决定为其守孝三年。作为孔氏
后裔，孔令仁认为，尊重孝顺长辈是自然而然的
事情。她说：“一个人假如对自己的父母不孝，就
很难说是一个好人。在我的家庭里，吃饭的时
候，大人没有开始用餐，小孩儿也不应随意动筷
子。我们做晚辈的每天早上一定得到祖母面前请

“孔八府”也被称为“洋八府”，是孔府中的“洋务派”。孔令仁虽在中西合璧的环境下长大，

但她从小就耳濡目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千年祖训。

德泽源流远 家风世泽长

安。我在请安时，一边行万福礼，一边口中说：
‘小裕向奶奶请安！’小裕是我的乳名。我们姊妹
兄弟在向祖母请安时都自称乳名。按照规矩，我
们放学或外出回家，见到屋内的人都要按辈分
长幼一一称呼，如奶奶、三大娘、爸爸、娘娘、姑
姑等；如有客人先要称呼客人，也得按辈分长幼
依次称呼，不能错乱。”

孝尊长辈是从小养成的一种习惯。除了行
为方式，日常语言也十分注重使用敬语。孔令仁
介绍，在家中对长辈说话，不仅要使用“您”，还
要在之前加上称谓，以此显得更加敬重。如“奶
奶您身体好吗”，“爸爸您工作忙吗”等等。跟平
辈说话也不直接用“你”字，而是要提及对方名
字。“我称呼我的丈夫就是这样的，‘其文，你帮
我把眼镜拿来好吗？’”孔令仁说，这样的称呼方
式体现了相互之间的尊重，也是基本的礼节。

孔家治家严苛，一切按规矩办事。倘若坏了
规矩，犯了错误，一向慈爱的母亲也会对孩子进
行严肃教导。

孔令仁在南京上小学时，与同桌同学周慧
海成为好朋友。“周慧海的父亲就是当时任教育
部长，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佛海。一天放学，慧海
对我说有车来接她，邀我到她家玩一会儿。我说
怕家里人着急，她说到她家打个电话说一声就
是了。哪知到她家后，她的哥哥周幼海、姐姐周
松林变着法同我们两个人玩，她妈妈又留我吃
晚饭，还让她的小哈巴狗给我表演各种节目，这
样我把打电话事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家里不见孔令仁回去，很是着急。她的父母
派人到各处去找也不见踪影，后来好不容易打
听到她与周慧海一同坐汽车走了，打电话到周
家才找到了她。“我回家后看到不仅父亲对我板
着脸，连对人总是微笑的母亲也面如冰霜。他们
说：‘你外出不回，应该预先向父母请假，来不及
请示也该往家打个电话呀！’我掩饰道：‘电话打
不通！’母亲突然站起来厉声说道：‘小裕，谁教
你说谎的，以后不准说谎！’”原来，他们给周家
打电话时，周家就道歉说，本来想打个电话，但
匆忙间忘记了。孔令仁为此大哭一场，为自己学
会了说谎而伤心。

在昆明上大学时，已是大姑娘的孔令仁再次
遭到母亲的教训。那是一年的圣诞节，孔令仁在
大观楼附近参加一个家庭舞会，“当时到的人很
多，陈香梅、王人美等著名人物都来了。舞会一开
始，主人就宣布，今天要狂欢一夜，谁都不准离
开。我找到主人声明，怕父母挂念，最迟得12点以
前离开，主人也答应了。但当我要走时，司机却找
不到。大观楼离我家很远，又很荒凉，徒步返回
是万万不能的，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回家。”

到家后，母亲脸色铁青地教训孔令仁：“做一
个女孩子，一夜不归像什么话，你要自重自爱！”
知道问题严重的孔令仁赶紧向母亲解释、认错，
并保证以后绝不再犯，母亲才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德泽源流远，家风世泽长”。孔令仁说，一
家有一家的传承，一家有一家的家风，祖辈、父
辈的优秀品行已化作骨子里的文化，传承、延
续。

新一童年在哈尔滨的留影

抗日时期的新一

1929年孔令仁一家摄于南京的全家福(中为孔令仁) 如今的孔令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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