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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一颖

“这是父亲亲笔写的回忆录，记录了他的
抗战经历。”杨金华的女儿杨朝光说。杨金华
1925年6月出生，13岁时参军入伍，成为八路军
129师津浦支队一营营部勤务员。他经历了近百
次战斗，在战争炮火中成长，抗战胜利后，在
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家
乡，在山东省第二轻工业厅工作，直至离休。
今年6月，92岁的杨金华因病在济南逝世。近
日，杨朝光接受采访，讲述其父的抗战故事。

深夜赶路，只为参军当八路
杨金华出生在乐陵县孔镇刘绳匠村的一户

贫苦农家，家中还有一位比他年长三岁的哥
哥。在他1岁时，母亲去世。为了改变家庭困
境，父亲决定闯关东，补贴家用。一时间，杨
金华和哥哥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幸好，善良
的二伯父将兄弟二人接回家中教养。“听父亲
说，其实二爷爷日子过得也很艰难，但对他们
很好，还送他们进学堂学习。”杨朝光说。

1938年春，13岁的杨金华看到村中来了许
多穿着一样衣服的人，他们下地帮老百姓干农
活，在这家挑水、又在那家打扫院子。对此感
到好奇的杨金华，听到大人们在说：“八路军
真是好人啊，心里有咱们老百姓。”于是，
“参军当八路”这颗种子就埋在了杨金华的心
中。八路军离开村子后，杨金华参军的念头愈
发强烈，于是，他悄悄打听参军报名点在哪
里。得知报名点在离家20公里远的乐陵县城
后，杨金华找到出过远门的村民问道：“叔，
俺想去县城，咋走啊？”好心的村民详细地列
举前往县城途径的村子。杨金华第一次听到这
么多村名，有点发懵，又问道：“有没有好记
的路？”“从咱村东头出去，沿着马颊河走，
直接到善化桥村，那里到县城还有十多里
地。”杨金华将路线记在心里，准备离家出
走，去县城参军。

一天，二伯父外出打工，杨金华对哥哥说
道：“我走了，我去哪里你甭管了。”令杨金
华没想到的是，那次告别竟是兄弟二人的永
别。“父亲离开后，我大爷随后也参加了八路
军，在1941年和日军的战斗中，牺牲了。父亲
还说，爷爷1943年从东北回家后，因为两个儿
子都当了八路军，受到牵连，多次被汉奸抓了
去毒打。”

这是杨金华第一次出远门，他沿着河岸一
直走，直到傍晚，终于走到城南关，累得走不
动了，只能在树下休息。很快天黑了下来，杨
金华身无分文，没有地方可去，只得在一户人
家门口窝了一夜。那夜，杨金华又饿又累，却
没睡着，想到父母离别和自己的身世，想到走
了这么远前途仍未可知，想到没有人领路、不
知能否找到报名点，想着想着愁得哭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没水喝、没饭吃的杨金华在城门
附近探视，看到城门两旁各站一位岗哨。他不
敢进城，也不敢上前问，只能在城外转悠。又
至太阳偏西之时，一位60多岁的热心人看到可
怜兮兮的杨金华，问道：“娃子，你在这儿干
啥？”杨金华也不敢抬头看，哭着说；“我想
来当兵，但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他笑着说：
“别哭了，跟我来，我带你去。”说着，他用
衣袖给杨金华擦了擦眼泪。这位热心人将杨金
华领到八路军报名处，说这个娃子要当兵。到
了报名点，连长询问基本情况后，得知杨金华
两天没吃饭，急忙把他送到伙房让他先填饱肚
子。杨金华吃饱后，领到一支马枪，成为一班
的一名战士。次日早晨，杨金华跟着队伍跑
操，但他身体太瘦弱，扛不动马枪，更别说扛
枪行军了。连长看到后，说：“小鬼，你到伙
房去学做饭吧。”

杨金华去了伙房，发现那位好心人原来是
伙房的炊事班长，叫赵廷。他看到杨金华到
来，十分开心，对其关怀有加。没过多久，营
里来了一位新教导员，名为刘桂生，杨金华便
被调为他的勤务员。

不幸走散，坚守信念归部队
1939年，刚过春节，刘桂生完成了在军政

干部学校夏蔚分校的学习，被分配到泰安王家
庄，杨金华随其一同前往。那天早晨，正准备
起程，忽然飞来八架日军的飞机，在空中高低
盘旋，声音震耳欲聋，但没有进行轰炸。“父

亲说，那是因为他们躲在一座天主教堂里，教
堂还住着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所以，日军没有
扔炮弹。”

看着敌机飞远后，刘桂生、杨金华等人立
即赶路，走了大约10公里，敌机归来，狂轰乱
炸，一时人仰马翻。刘桂生赶紧拉起杨金华，
两人在浓烟中迅速撤离，好在没有受伤。六天
后，两人终于到达目的地。可刚到营地，却又
接到上级命令，前往沂水，协助当地部队反
攻，夺回被日军占据的地区。杨金华跟着队伍
向东前进，在桃花坪村碰到另一支八路军队
伍，让他惊喜的是，这支队伍竟是津浦支队一
营一连。与老战友重逢，令杨金华十分兴奋，
他希望能留在原来的队伍中。经过上级批准，
杨金华又回到了津浦支队一营，成为孙怀堂连
长的勤务员。一日，忽然有30多名日军进犯我
军，战斗打得很激烈，日军死伤多人，我军没
有伤亡。但因驻点暴露，部队需立即转移，趁
着夜色，行军过沂河。“那正是秋天，河水涨
高，他们手牵手，或者牵着马尾巴过河。”顺
利过河后，部队进行原地休息，因为太过疲
惫，杨金华睡了过去。一觉醒来，杨金华发现
周围竟空无一人！

杨金华告诉自己冷静下来，观察周围，看
看有没有部队行军留下的痕迹。这时，他发现
不远处有道河岔子，他猜测部队可能是从那边
往前走了，于是，他匆忙下水。谁知，那是一
个深水潭子，杨金华一进去就被水没过头顶，
呛了两口水。幸好，他以前学过下水，但身上
的行李背包被水浸透，更加沉重。挣扎着，杨

金华终于上了岸。顾不上身上淌水，他四处观
望，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到远处有个小茅草
屋，走近一看，屋子里堆满了麦秸，是老百姓
存放庄稼的仓库。他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拧尽
水，晾在麦秸上，赤着身，把背包里的东西一
一掏出来，晾好。又是一夜未眠，天刚亮，杨
金华穿上还湿着的衣服，准备吃点煎饼，就去
寻找部队。煎饼都被泡透了，已经糊在粮袋上
了。拿不出来，只能啃粮袋。突然，杨金华听
到有动静，小心谨慎地走出屋子，一位年轻的
村民进了院子。看到穿着一身湿衣服的小八
路，村民很是好奇，得知杨金华与部队走散
了，便热情地邀请他前往自己家中先住下，然
后等机会归队。无处可去的杨金华跟着村民回
了村子，听村民介绍，村子叫张庄，他叫张惠
东。到了张家，杨金华看到院子里有棵果树，
结满了果子，想着摘下个“甜梨”吃。摘下果
子后，杨金华使劲一咬，却没咬动，还险些划
破了嘴唇。“这是核桃，得砸开吃。”张惠东
笑着说。

一心归队的杨金华每天都催张惠东帮忙打
听部队的消息，终于有一天，张惠东跑着进
家，对杨金华说道：“村里来了一位八路军在
招兵，你快去看看。”告别了善良的张家人，
杨金华找到前来募集兵员的八路军，原来是八
支队的褚芳浦。跟着褚芳浦，杨金华终于回到
了日思夜想的部队。

五井大捷，活捉一名日本兵
杨金华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据杨朝光透

露，五井大捷是杨金华常常提起的一次战斗。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在五井镇对日军

的战斗节节胜利，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于是，
日军决定趁我军不备，进行一场偷袭行动。
1939年10月25日凌晨，日军发起行动，将我军4
名放哨的士兵杀死，正准备大举进攻之时，一
阵起床号响起。他们以为行动被发现，只能鸣
枪战斗。其实，那是我军司号员半夜醒来，误
以为已是天明，就吹响了号。真是老天助我，
这一阵号声化为开战的号角，我军立刻投入战
斗中。

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副司令员钱
钧，一边命令骑兵连火速派人向上级报告，一
面商议作战方案，先击溃伪军，再集中兵力对
付日军，形成合围之势，争取打一个歼灭战。
伪军见东门强攻不行，便试图借着村北的一条
大沟作掩护，迂回到北门实施偷袭。一营营长
李福泽到北门时，进攻的伪军已快到围墙跟
前，他向伪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可是效果甚微，他当即命令开枪，很快，伪军
自乱阵脚，溃散落跑。伪军逃跑后，日军也很
快被包围。

经过17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共毙日军30余
名、击溃伪军300余名，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

枪1挺、轻机枪3挺、步枪31支、手枪2支、机枪
子弹1箱、步枪子弹5万余发，以及钢盔、刺刀
等一大批战利品。其中，有一名日军因掉在枯
井内没被击毙被俘，这位名为山本的日军被送
到政治部敌工科。经过耐心的政治教育，他成
为反战同盟的一名战士。杨金华和他同住在一
个酱醋院子，两人熟识后，山本教会杨金华一
首日语反战歌曲，歌词大意是：日本士兵们，
回国去吧，战争是残酷的，我们日本进行的是
非正义侵略战争，我们父母妻儿正等待我们回
去啊。

两次受伤，山中战斗险境多
“父亲第一次受伤，是在参军两年后，被

弹片伤到了腰部。”1940年，杨金华随部队向
蒙阴、新泰地区转移，当夜，便在距博山县30
公里的地方和日军交火，我军一边打一边撤
离，终于成功突围，转移出去。那时已是夏
天，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可吃，只能
吃地瓜干。一天早上，正吃着早饭，忽然机关
枪响起，起初，我军以为是自己部队回来进行
射击训练。可紧接着，炮弹就射了过来，大家
才意识到是敌人来了，急忙向玉米、高粱地撤
退。那次战斗，我军损失惨重，丢了一门小钢
炮，还遗失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不久，日军又利用飞机在山上开始“扫
荡”，在敌人的一次轰炸中，杨金华被弹片击
中腰部。负伤的杨金华被送到陈家庄一户刘姓
人家疗伤，每天用碘酒消毒伤口，三天换一次
纱布，其间还要不时转移，躲避汉奸搜捕。后
来，杨金华被送到部队医院，进行手术，取出
了弹片。

1942年夏天，杨金华得了疟疾。“那是一
种怪病，先感觉冷，然后高烧，头疼得受不
了。父亲说，他在中午最热的时候，穿着衣服
走在院子里，还冷得发抖打颤。”上级领导看
到杨金华身体状况欠佳，找他谈话说道：“在
部队又行军又战斗，你身体吃不消，现在环境
又这样恶劣，你留下，等病好了可以再调回
来。”

10月的一天，在贸税局工作的杨金华接到
命令，去甄家瞳开展工作，谁知碰上了日军大
扫荡。日军一来，老百姓都跑了，村子里看不
见一个人。当晚，杨金华提心吊胆地躲进一户
百姓家的饭屋里。清晨，他出了屋子准备回单
位。在回程路上，他发现前方有支部队，大约
有50多人，一色灰军装，全都骑着马，还有几
名女同志，有一位身披大衣的人看着像是领
导。他刚想上前，跟着队伍一起走，可一想到
我军是穿黄色军装，便没有贸然上前。

就在这时，枪声响起，日军掀起又一轮
“扫荡”。子弹四射，树叶哗啦啦响，被炸起
的石头都能伤人。经过激烈厮杀，终于撕开日
军围堵的口子。杨金华先跟着身着灰色军装的
士兵突围，随后就碰到了八路军，他赶紧回到
队伍。在突围的过程中，因山势太陡，不能行
走，只能屁股着地向下滑，身边不时有石头滚
落，甚至有马匹跌落。杨金华在滑落时，不巧
撞到一块锋利的石头上，撞断了一条肋骨，伤
着了肺。他强忍伤痛，根据记忆回到根据地，
找到部队。后来杨金华才知道，那灰衣军队是
东北军第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的部队，他因不
赞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带领部队前来与我军
一起抗日。

历经波折重返部队的杨金华继续着自己的
抗日之路……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捣得

顺利过河后，部队进行原地休息，因为太过疲惫，他睡了过去。一觉醒来，他发现周围竟空无一人……

杨金华：13岁少年的坎坷从军路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郑学富 谢美慈

7月6日，“中外记者眼中的台儿庄大战专
题展”在枣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开展。当年在
台儿庄战役前线采访的《大公报》著名战地记
者范长江之子范苏苏，和《新华日报》著名战
地记者陆诒之子陆连年，应邀出席。71岁的范
苏苏和73岁的陆连年，为父辈们冒死到前线采
访的事迹而自豪。

冒死到台儿庄前线采访
1935年5月，范长江被《大公报》聘为记

者，1937年2月4日，在西安采访了周恩来。2月9
日，范长江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
里会见了范长江，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
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

1938年1月，陆诒在汉口任《新华日报》编
委兼采访部主任。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打响。会议结束
后，范长江和陆诒结伴北上。4月3日早晨，他
们从汉口乘火车经郑州、开封，前往第五战区
驻地徐州。

4月4日，到达徐州的当天晚上，范长江和
陆诒顾不上休息，连夜赶往设在徐州道台衙门
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李宗仁向他们介
绍了台儿庄的战况，并说：“当前战局的发展
瞬息万变，我建议你们明天赶快上第一线作现
场采访，不要专向上面伸手要现成战报。”李
宗仁的话是有所指的，当时在徐州采访的记者
上百人，很多人不愿意去前线深入采写，而是
在城内转发官方的战报。

这时前方传来一个可喜的消息：“在今天
向城方面，我军伏击了日军的后援部队，截获
了大批辎重，而且台儿庄正面的敌人阵地已开
始动摇。”

听到此条振奋人心的消息，范长江、陆诒
更是按捺不住前往台儿庄的心情。

4月5日上午，范长江和陆诒拿着军委会颁
发的“战地记者证”，搭车直达二十军团司令

汤恩伯的指挥部。
4月5日下午，范长江、陆诒骑着汤恩伯送

的两匹战马，前往台儿庄运河南第二集团军孙
连仲的司令部。次日，他们听见敌我双方炮声
隆隆。陆诒在报道中写道：“这天敌机终日出
动，在接近台儿庄的地区轮番轰炸、扫射，极
力阻挠我军向前线增援。我们20多位中外同业
坐在一起，大家虽不明言，但心里都明白，今
晚上必有一场恶战。”

4月6日下午，范长江和陆诒要求到台儿庄
前线去。孙连仲派一个副官连夜把他们送到距
离台儿庄城只有3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即第三十
一师师长池峰城的前沿指挥所。范长江初见池
峰城的印象是：“池师长是此次台儿庄防守战
的主将，半个月无休息的战争，使他的头发和
胡子都长得很长，嗓子已经哑了，面色犹如无
光的黄纸。”陆诒描写道：“这位30多岁的池
师长，头发蓬松，上身只穿一件咖啡色的绒线
衫，下面穿一条军裤，腰配左轮手枪，在一间
阴暗的泥土砌成的房子里来回踱步。房子四壁
挂着军用地图，一张破桌子上放着一架军用电
话机，还有两条板凳。没有行军床，我只看到
墙角边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面有一条没有叠
好的灰色军毯。”

池峰城一见到两位记者，十分高兴。他指
指地上的稻草，诙谐地说：“这里还有几捆稻
草，真诚欢迎你们在此过夜。”范长江笑着
说：“前线打得这样热闹，就是你为我们准备
了席铺，我们也是睡不着的。”池峰城神情激
动，拍着范长江的肩膀说：“老兄说对了，胜
败存亡就看今晚上！”池峰城接着说，“从3月
23日抗击日军进攻以来，全师四个团长伤亡了
三个，原有十二名营长如今只剩下两个，下级
军官伤亡则更多，但是只要今夜反攻令下，疲
兵再战，我们还是有决心打一场胜战给你们看
看的。”

当天晚上9点半，司令部下达反攻命令，我
军重炮向日军阵地集中轰击，炮声震撼了大
地。陆诒和范长江走出指挥所向台儿庄城内望
去，日军的弹药库中弹爆炸，腾空而起的火光
直冲云霄。我军先头部队趁机冲进城寨，与敌
人展开白刃肉搏战，把困守在台儿庄一角的800

多个残敌全部消灭。
陆诒高兴地写道：“四月七日的清晨，在

这个血腥的壮烈的黎明中，我军光辉的克复了
台儿庄，而且立即向前追击，肃清三里庄以北
的残敌，攻克邵庄，俘获日军坦克八辆，以及
山炮、轻重机关枪等大量战利品。这胜利的战
果，使大家兴奋若狂！”

4月7日早晨，范长江和陆诒在池峰城的陪
同下，乘坐临台（临城至台儿庄）支线的铁路
摇车，向台儿庄城内进发。为防止意外，在快
到台儿庄城时，他们下车进入交通壕，步行前
进，来到了已被日军炸得面目全非的台儿庄火
车站。陆诒写道：“台儿庄南站的房屋原来是
三层，已被日军重炮毁去两层，站的四周满是
窟窿，北站房屋只剩残垣断壁。”

正在行走之间，忽然3架敌机飞来，毫无目
标地投下炸弹，猛烈地轰炸，一道道柱形的泥
土和浓烟在他们200米远的地方冲天而起。他们
连忙隐蔽，敌机又接二连三袭来，扫射。在台
儿庄城外的交通壕里，陆诒看到了英勇的士
兵，有的蜷伏着休息，有的在筑工事，有的在
唱歌哼戏，一个个喜形于色，精神焕发。即使
是躺在担架上的伤兵也是满面春风，找不到一
丝痛苦愁容。

下午1点半，他们通过运河浮桥，踏进台儿
庄西门。范长江对战后台儿庄的景象描写道：
“入西门后，即见满街瓦砾、沙土、破纸、烂
衣、倒壁、塌墙……所有房屋，无不壁穿顶
破，箱柜残败，闲无一人，有福音堂一所，亦
毫无例外的彻底被毁于敌人密集炮火之中。”
在城内，他们看到还有不少我军战士的遗体，
有的虽然全身烧焦了，但是仍然屹立在墙角，
左手持枪，右手高举手榴弹。有的双目圆睁，
直视前方，令人肃然起敬。在北门内，还有日
军弹药库爆炸后的遗迹，狼藉一片，日军的骨
灰盒在旁边堆积的像一座小山丘。

陆诒在报道中揭露了日军屠杀平民的暴
行：“最惨的是一个老妪的尸首，两腿与身体
已经分了家，旁边还有一篮蔬菜，脸上有三个
刺刀痕，鲜血透过伤口流过脏污的短衣，而湧
成紫黑色的一堆。还有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女
尸，也是没有腿，上身已是赤裸裸的，头发散

披着。这两个女同胞，大概都是奸污不遂，而
遭到了兽军之毒手。”

台儿庄城防司令、在战火中因作战有功升
任第九十一旅旅长的王冠五，陪同他们参观了
台儿庄战场。王冠五介绍了一些官兵们可歌可
泣的英勇事迹：“昨夜攻击西门时，有一位营
长秦应岐身受七处伤，他仍誓守不退，担架兵
把他抬了下来，他还声嘶力竭地喊：‘我虽然
不能走路，但还能说话啊！为什么你们要强迫
我下去呢？’”

回到第九十一旅旅部，举行了一个血战台
儿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亲历这次血战的官
兵，他们详细地讲述了血战台儿庄的经过。在
座谈会上，范长江和陆诒获知了57人敢死队夜
袭日军的英勇故事。

采访报道57人敢死队
王范堂，1908年出生于陕西石泉县后柳

镇，1927年4月，考入冯玉祥在西安举办的西北
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冯玉祥部下任
排长，台儿庄战役时，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七
师一五八团三营七连连长。

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日军矶谷师团在飞
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轮番向台儿庄疯狂
进攻，3月2 7日，日军攻进了台儿庄的东北
角。守城官兵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伤亡惨
重，形势十分严峻。为增援城内的守军，二十
七师师长黄樵松命令一五八团三营副营长时尚
彬率七八两个连，翻过城墙进入庄内。时尚
彬率领八连先行，王范堂带领七连随后跟
进。八连奋勇向枪声密集的街巷挺进，但是
中了日军的埋伏，很快，八连130余名官兵牺
牲殆尽。

当王范堂带领七连赶到时，时尚彬声泪俱
下地喊道：“王连长，完了，完了，八连全完
了。”王范堂见状，立即命令全连注意隐蔽，
向日军迂回攻击。全连官兵擦干眼泪，怀着为
死难弟兄报仇的决心，与日军展开逐屋逐巷地
拼死争夺。经过3天3夜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日
军10多次疯狂进攻，坚守住了阵地。部队因连
续作战，导致减员很大，第七连由刚进庄时的

130多名官兵，只剩下57人。
日军占领了城寨的四分之三，甚至连寨子

的西北角也被日军攻占。当时城内的守军与外
边的联系通道全靠西门这条路，如果不夺回西
北角这块阵地，城内守军将处于危险境地。王
范堂主动向守城指挥官王冠五请战，率领全连
尚存的57名官兵组成敢死队，以求全歼入侵西
北角之敌。王冠五接受了他的请求，临出发
前，王冠五拿出大洋，要重赏敢死队员，可是
王范堂和全体队员大喊道：“我们连命都不要
了，还要大洋干什么？”

3月31日夜晚，王范堂率领57名敢死队员，
身着日军军服，头戴钢盔，腰挂手榴弹，肩背
大刀片，在炮火掩护下出城西门，在墙外集
结，待炮火停止后，沿墙向北跑步进入预定位
置，待机枪停止扫射时，分数路爬墙而入，插
进敌侧，向日军发动突然袭击。经过一个多小
时殊死拼杀，消灭日军60余人，敢死队只有王
范堂等13人生还。敢死队夜袭日军成功，清除
了攻占台儿庄西北角的全部日军，保证了台儿
庄内外中国军队的联系，奠定了台儿庄战役胜
利的基础。

范长江和陆诒采访了王范堂和他的战友，
把他们的英勇事迹写成报道。4月13日，《大公
报》在第三版上刊登了范长江采写的战地通讯
《慰问台儿庄》，文中对敢死队的浴血奋战描
写得具体生动：“这时57壮士突然出现，以神
圣果敢坚决之英姿，向长官请命，愿以最勇猛
之决定的攻击，消灭西北角之敌人，并皆自立
誓言，如不成功，即皆自杀。果也，他们满带
炸弹大刀短枪，自西门出去，暗自绕自西北角
城外，然后以迅速之突击，爬城而入，以毫无
顾惜之肉搏战，将敌人全部消灭。立刻挽回台
儿庄的颓势。而我可敬可爱的壮士，亦牺牲40
余人，最令人感动着，为最初受伤之4勇士，他
们被救护队救下之后，皆同时自杀，其自述理
由为‘未曾成功’，彼等盖不知其受伤后，其
他同志已将目的完成也。”敢死队的英勇事迹
在《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上发表，成为当
时轰动国内的重要新闻。

在台儿庄前线，范长江采写了6条专电和3篇
通讯，陆诒采写了4篇重要报道。文章以最快的
速度发表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
的士气。

陆诒和王范堂也因为新闻报道成为感情深
厚的朋友。1948年冬，王范堂任国民党第三十
军第三十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春开往成都驻
防。12月23日，王范堂与师长谢锡昌率全师官
兵约7000人在成都通电起义，接受中国人民解
放军改编，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后，他们二人
经常书信来往，回忆当年在战场上的友情。
1987年5月，王范堂因病逝世。噩耗传来，陆诒
万分悲痛，专门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
《团结报》上，赞扬和肯定了王范堂的历史功
绩。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捣的

正在行走之间，忽然3架敌机飞来，毫无目标地投下炸弹，猛烈地轰炸，一道道柱形的泥土和浓烟在距他们200米远的地方冲天而起。

他们连忙隐蔽，敌机又接二连三袭来，扫射。

范长江陆诒冒死采访台儿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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