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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岸青

按中央的部署，1938年4月末，郭洪涛率50
名红军干部从延安出发，赴山东抗日前线。行
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同志。毛泽东希望同志
们到敌后，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像
松柏一样天寒地冻也是青枝绿叶。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静谧的小山村
沂水县王庄来了许多人，他们穿着一样的灰衣
服，骑着大马，在村里的天主教堂出入。几天
后，随着大批人马的到来，王庄人逐渐明白
了：他们是八路军，而且是“大干部”。

几乎同时，也是一个夜晚。张经武、黎玉
率领的200多名红军干部从延安出发，经过三个
月千里迢迢的行军，到达了距王庄五六十里的
岸堤，与郭洪涛领导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
会合。几天后，红军干部工作分配完毕，其中
大部分人跟随省委移驻到了王庄。

党史记载：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
局在沂水王庄成立。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
东纵队正式成立，指挥部驻王庄。1939年1月1
日，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在沂水王庄
创刊。

这密集发生的一系列影响山东革命历史进
程的大事，均在沂水王庄教堂里完成。自此，
沂水王庄成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山东
敌后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山东3800万人
民注目的焦点。

红色思想扎根王庄
2017年11月，记者采访了王庄村年龄最大的

党员朱凤兰。问她是否记得当年的事？她说：“记
得。俺14岁那年年底，村东边的天主教堂大院里，
来了一批干部和几支军队。”从此，她的生活发生
了巨大的改变，王庄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从
一个农村姑娘成为了妇女主任。王庄村从一个普
通地图上可能没有标识的小村，变成了“王庄时
期”山东抗战的中心。

山东分局在王庄驻扎下来后，马上以王庄
为中心，开始联系和发动群众。老百姓们很快
就知道这是打鬼子的部队，而且这些干部及军
队和蔼可亲，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吃煎饼，穿布
鞋，还教他们识字学文化，很快他们赢得了当
地老百姓的信任。周围的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
句话：“王庄有大干部，大干部都坐在老百姓
的炕头上。”

分局妇女委员会组织起了识字班，朱凤兰
当选为识字班班长。从那以后，朱凤兰就出入
于这座教堂，为工作人员摊煎饼、做鞋，忙得
不亦乐乎。

已经92岁的朱凤兰讲起那个时候的“任
务”，说累也不觉得：“鬼子在这儿的时候，
都抢光、杀光、烧光，人都不保证了。哪怕解
放了俺喝粥，累死也情愿啊。”

这一时期的《大众日报》对朱凤兰们的工
作也有所报道。例如1939年4月29日以本报特讯
的形式报道：“沂水四区（王庄当时被划在沂
水四区）各救亡团体，为对英勇杀敌长途跋涉
来鲁南领导抗战之五一军表示敬意，特发起募
捐慰劳运动。此项运动由自卫团、妇救会、职
工会、儿童团等各方奔走努力，已具相当成
绩。闻现已募得鸡子七八百，法币若干元（或
将购买物品），其他毛巾袜子等极多，准备即
日前赴慰劳。并印发‘告五一军全体将士书’
以表示对五一军全体将士之要求与希望云。”

1939年5月13日报道：“沂水四区王庄乡妇
女救国团，为了慰劳前方将士加强军民合作起
见，特发起募捐慰劳运动，各庄分头募捐，共
计募捐大洋十九元五毛，鸡子九百四十八个，
现正准备分赴五一军等以示慰劳云。”

为把党的主张晓喻群众，山东分局将大多
数干部组成民运工作团，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
开展工作、发展党员、播撒火种。张经武亲自
来到马头崖村开展群众工作，把分局妇女干部
赵煜琴与同伴们一起设计并手绣的一面党旗，
交给了村里的货郎刘洪秀。张经武嘱咐党员刘
洪秀，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把党的主
张宣传出去。刘洪秀以走村串户卖货作掩护，
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秘密发展党员。

刘洪秀先在自己的亲人中发展党员。刘洪
秀的五子刘兆生告诉记者：“我父亲是1938年2
月份入的党。我父亲叫他（张经武）张总指
挥，不知道是什么干部。他给父亲这面党旗之
后，那时候还没有公开，父亲就秘密地开始发展

党员，其中有俺三舅、俺四舅、俺姨夫、俺三叔、俺
妈，都成了党员。那时候要保护这个党旗，可以说
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就把这面
党旗放到俺姥娘家杨家岳，在山那边。可能有坏
人告密，把俺姥娘家的房子给烧了，俺三舅设法
把这面党旗保护了下来。”

在日军经常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在不停
地制造摩擦的情况下，刘洪秀对党的信仰却愈
加坚定。他冒着危险，怀揣着党旗，向乡亲们
宣传党的抗战决心，让老百姓相信，中国共产
党是一个心系百姓安危、能让老百姓翻身解放
的组织。到1939年底，在马头崖及周边的几个
村，刘洪秀发展了54名党员。之后，刘洪秀把
党旗完好无损地保存了50年。

大众日报的印刷所从小峪村迁来时，就选
择了距王庄八里路的云头峪。这里与马头崖村
一山之隔，隐蔽性好，距离编辑部不算远，最
主要的是这个村的群众基础好，整个抗战期间
村里没出过一个汉奸。入党不久的牛庆龙成了
村支部的负责人，他的新婚妻子刘茂菊娘家是
马头崖美家坡人，是刘洪秀的堂妹。为办喜
事，举全家之力盖的新房，是当时云头峪村最
好的房子，刘茂菊主动腾出来，给报社当了装
印刷机的厂房，红色的《大众日报》创刊号就
是从这间“最好的房子”里印出来的。

正是谨记领袖毛泽东的嘱托，依靠与人民
群众建立起来的信任，让红色思想在王庄扎下
了根，让抗日的火种燃向全山东。到1939年6
月，山东分局领导下在全山东开辟了9块抗日根
据地，相继建立了33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到
1939年底，山东纵队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日伪
军4 . 1万余人，收复城镇20座。山东八路军达到
近6万人，党员总数发展到5万余人。

《大众日报》推出太河惨案专版
从朱凤兰家出来往南不远，就是王庄教

堂，现在这里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纪念
馆”。高高的尖状塔楼，即使是在今天也很突
出，仍是这里的地标性建筑。

王庄地处偏僻，距沂水县城有近百里，四
周环山，风景优美，民风古朴，早在19世纪80
年代就被德国传教士相中，李希霍芬在其《山
东及其门户——— 胶州》中对此记述：“同年
（1882年）8月间，圣言会又在……沂水县王庄
建立了分驻地，那里的人民温顺随和。”

德国传教士在此经营数年，出资建起了王
庄教堂。建成后的教堂，呈现典型哥特式的风
格，高高的拱顶，长长的花窗，在一片低矮草
房之中忽现出一个长39米、宽17米、高26米、
总面积为669平方米的庞然大物，以及数百间房
的建筑群落。教堂陆续办起了两所寄宿学校，
一个修女院，一个教授编织手工工艺的技工学
校，“更重要的是他们竟然拥有800亩土地，出
租给佃户。王庄教会还有自卫武装……”德国
传教士是把这里当做传教的基地来经营的。

山东分局进驻后，传教士与分局两不相
扰。郭洪涛、张经武和黎玉都住在这里。

旧址大院里，有块方正的石头格外引人注
意，这就是1939年罗荣桓飞马到王庄传达中央
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下马石。

分局成立后三个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主
力部队一一五师挺进山东。罗荣桓、陈光率一
一五师东进支队在3月1日到达鲁西郓城地区，3

日晚即打响了樊坝战斗，歼伪军500余人，八路
军声威大振。樊坝战斗后不久，罗荣桓即带一
个骑兵排，从泰西出发，飞马向沂水王庄疾
驰。因为罗荣桓身负着另一项重要使命：受中
央委托，向山东党政军负责同志传达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精神。

罗荣桓一行到达王庄，马上向郭洪涛、张
经武、黎玉等主要领导传达了会议精神，即独
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巩
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及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的战略方针。

为把中央精神尽快贯彻下去，分局还在王
庄教堂内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
议。参会人员较多，会场设在能容纳千人左右
的教堂里。山纵组织部的同志特地把会场布置
了一番，用布把教堂的神像遮盖起来，挂上了
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画像。罗荣桓在报告中，
着重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就在与会者联系山东的实际，热烈讨论罗
荣桓的传达报告时，传来了国民党顽固派秦启
荣制造太河惨案的消息。秦启荣部的王尚志无
辜杀害和抓捕八路军指战员200余人，鲍辉等多
名八路军山东纵队高级干部遇难。

听到太河惨案的消息，大家无比愤慨。罗
荣桓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召开的研究对
策会议。他认为，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有些
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顽固派的屠杀和
烈士的鲜血，证明了党的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
非常及时，非常英明。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血
腥反动罪行，绝不能示弱，必须坚决进行反
击。

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
此事，并在罗荣桓同志参加下，作出了反击顽
固派的一系列决定。首先在政治上彻底揭露顽
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
玉，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惨案真相，并
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祸首
秦启荣。

为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分局在王庄圣母
山教堂广场，召开了太和惨案被难烈士追悼大
会。大会主席说：“……今天开会为着追悼太河被
难烈士。太河事件不仅是被难烈士的不幸，不仅
是八路军的不幸，而且是整个中国抗战的不幸。”
罗荣桓在会上发表讲话，揭穿了秦启荣放出的

“太河事件是一场误会”的无耻谰言。他指出，太
河惨案是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这是国民党顽
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大会一致要
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太河惨案祸首，杜
绝类似事件，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的合法活
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会后，罗荣桓与郭洪涛、张经武、黎玉
等，一同从王庄去太河镇所在的博山县境，察
看了地形。随后罗荣桓返回泰西。

4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指出，山
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未能于省府、县长西
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
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
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指示：
“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
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
灭之……”

4月17日，创刊刚刚三个多月的《大众日
报》在王庄推出两个整版的太河惨案专版，集
中揭露惨案经过和事实真相。内容包括通讯

《太河惨案真相》、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
武和政委黎玉的通电，从惨案中突围出来的八
路军干部、战士的控诉，太河惨案被难烈士追
悼大会速写等，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
人民的罪行。

《大众日报》对惨案的报道，在全国引起
很大影响，消息传到党中央驻地延安，惨案引
起毛泽东的无比愤怒。他在1939年9月16日和中
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报记者的谈话
中，痛斥秦启荣是“摩擦专家”，“在山东简
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
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1940
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
讲演，声讨反共顽固派，再次提到“在山东就
闹秦启荣打游击队”，“这类坏蛋，已经丧尽
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
还要闹摩擦，闹惨案，闹分裂”。

4月20日，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等
部队，在张经武、黎玉和第三支队司令员杨国
夫、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指挥下，向太河镇
发起进攻，当天下午收复太河镇，并乘胜直扑
王尚志司令部，将王的警卫大队全部消灭。王
尚志派部队袭击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地沂水之悦
庄，山东纵队早有准备，又歼其一部。

太河事件之后，山东各区都开展了反对摩
擦的斗争，给了山东各地顽固派一次沉重打
击。

王庄遭日军大扫荡
6月2日，《大众日报》连发两条消息，报

道梁漱溟于5月30日以中央战区党政委员会特派
员的身份来到王庄。正逢当日分局召开纪念五
卅运动14周年大会，梁应邀出席并讲话，“梁
先生短衣便帽，精神亦烁，一片学者兼政治家
的风度”。

发言中，梁漱溟表示：“我个人，以前在
山东做事，有些熟人，这次来鲁就是要将抗战
大势告诉大家，坚定大家信念，同时将考察所
得报告中央。我的任务也可以说是一为宣讲，
一为调查，至于适才所说培养敌后方抗战力量
问题，我只能负一少部分工作。”有意思的是
梁虽然是国民党的特派员，但他说“这一路多
蒙新四军及五一军队伍护送。入山东境后，又
经过了定陶、菏泽、范县、寿张至张秋，都有
各抗日部队护送，自此又经八路军同志护送过
津浦线，遂辗转至此”。最后，他向与会者呼
吁：“今天来纪念‘五卅’，就只有抗战到
底！”

会前，梁漱溟与包括大众日报社长匡亚明
在内的一众中共领导，在王庄教堂进行了热情
交谈，“其中谈及将来如何开展山东民众运动
问题。认为若不彻底发动民众运动，力求政治
进步，对于坚持山东游击战争，必多困难”。

而《大众日报》出版的这一天，梁漱溟已
经来到距王庄几十里的国民党省政府驻地蒙阴
东里店。这里的繁华让从大后方重庆来的梁漱
溟吃了一惊，经沈鸿烈着意经营建设半年的
“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
常开盛大宴会”。然而五天后的上午，日军自青岛
出动15架轰炸机，分两批由北向南，越过凤凰崮，
向崮前的省府办公地袭来。“大半年安居无扰的
省政府，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梁漱溟）赶到几
天后就被敌机炸完。”

据沈玉彬的《日军轰炸东里店》所述，这
次轰炸残酷异常。东里店东村的群众首先遭了
殃，日机投下的是重型炸弹，大街上一棵五人
合抱粗的古槐树被炸得沿树窝子“凿”下去一
丈二尺深，地下水“咕嘟咕”地往外冒。油坊
里千斤重的碾砣被炸得飞出村外，将两个行人
砸死。轰炸中，《大公报》《国民日报》报馆
被炸毁，死伤四五十人。沿街密集的电话线杆
全被摧折，沿街两侧的商店和饭馆，被炸得墙
倒屋塌，浓烟滚滚。那一天恰逢省儿童移动剧
团的女团长高元结婚，好友王家秋等上门贺
喜，十六七名剧团学生忙着帮她收拾新房，去
三星饭馆包席招待宾客。不料，此时一颗炸弹
落在院中，高元与丈夫鞠以芝和王家秋等五人
被炸塌的墙坯砸死。翟家巷村民翟作荣一家八
口被炸死五口，佃户张亮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均
被烧死，当他目睹妻儿惨死的情景，哭喊着：
“日本鬼子，你叫我活不成了！”

三天后的6月10日，村民还没有来得及将亲
人的遗体全部埋葬，扫荡的日军又扑向了东里
店。飞机扔下10颗凝固汽油弹，将东里店西村

也烧成了一片焦土。有“小济南”之称的东里
店4000多间房子化为灰烬。

此次轰炸中，共有306人被炸死，其中当地
村民84人，省府军政人员187人，还有部分村民
受伤后无钱医治而死亡，翟家巷七八户人家被
炸绝了户。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突围中
被冲散，在广合峪南山被一个牧羊人所救。梁
漱溟在沂水的大山里游击了一个多月，幸有八
路军护送才终于摆脱困境。

由此，掀开日军在沂蒙根据地持续三个月
的第一次大扫荡。

七月，日军进驻王庄烧杀劫掠。朱凤兰对此
记忆很深，她说，汉奸领着鬼子抓住留守在村里
的积极分子王庆勇，威逼王庆勇说出谁是共产
党。王庆勇不说，就被鬼子挂到核桃树上，用刀一
刀一刀地旋割，王还是不说，最后被活活烧死。村
民回到村里时，王仍被挂在树上。

扫荡中，国民党五十一军与日军在拐捧峪
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师长方洪叔不幸牺牲。
战斗中相当一部分伤员，被当地百姓送到王庄
教堂，因为教堂有自己办的医院。

而王庄许多村民也躲入教堂避难，日军则
以教堂内的村民为人质，许进不许出，逼迫村
民说出抗日积极分子。其时酷热难耐，暴雨连
连，教堂内十分拥挤，卫生状况极差，结果发
生了瘟疫。日军不许患者就医，群众只能坐以
待毙，最严重时一天死亡十余人。“王庄惨
案”致使百姓伤亡80多人，360多间房屋被烧
毁。

山东分局及八路军纵队等机关及时转移，
但共产党并没有离开。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
队一直活动在王庄周围。

《大众日报》9月17日刊发特讯：“本月六
日敌自沂水城沿沂蒙路西开，至花峪一带，被
我沂水四区分队及崔家峪乡分队、夏蔚乡分队
联合伏击，敌恐慌西逃。十三日沂水敌四十
余，附炮一门，机枪一挺，由沂水往西开行，
在崔家峪西，与我沂水四区区乡分队发生战
斗，当敌行进至仙人桥时，我预伏之队员当即
集中火力，向敌猛射，敌卒不及防，其指挥官
应声落马，敌兵纷乱窜逃，我复沿北山跟踪追
击，毙伤敌寇约十余人。”

11月29日报道：“上月二十五日，沂水王
庄所驻敌军班长一名，只身至×庄寻鸡，被我
自卫团×连长发现。该连长年轻力壮，素对敌
之残暴行为异常愤恨，今见该敌独出作恶，气
愤填胸，虽独身一人，亦决计单自杀死该敌。
当敌在××家中横行时，×连长亦跟踪而至，
赤手空拳将敌长枪握住，敌见×连长来势凶
猛，乃举刺刀向×连长头部刺来，×连长眼明
手快，当即闪过，并将敌拿刺刀之手紧紧握
住，二人扭成一团，由屋门口至院中，由院中
至大门口搏斗半小时之久，敌已力尽，不支倒
地，×连长以骑马式骑敌身上，夺取敌人刺刀
将敌天门刺破，乘敌眼睛被血流掩泾之际，乃
就近摸起石头对准敌头，猛力击去，敌卧地长
声吼叫。当村民闻声赶来时，敌早已气绝多
时。自该事发生后敌寇即不敢随便外出骚扰民
众。现×连长之勇敢声誉，已传遍当地妇孺口
中云。”文中的“×连长”系出于保密需要。

日军在王庄建了据点后，对教堂进行大搜
查，教堂里的一百多名五十一军伤兵处境危
险。八路军的游击队得知后，经常对日军据点
发起袭击，予以声援，而且给教堂送去口信，
要德国传教士保护好五十一军伤兵，不准把伤
兵交给日本人。终经德国传教士的周旋，青岛
的日本领事馆同意，使这些抗战力量得以保
全。

就在这时，受党中央八路军总部之派，来
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徐向前、政
委朱瑞带着一批干部到达蒙阴南部地区，与山
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共同领
导鲁中区反扫荡斗争。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中，
山东纵队作战20余次，歼日伪军1000余人。8月
初，山东分局与各机关在沂水县诸葛村召开了
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

■ 红色记忆

1938年5月，50名红军干部从延安到达山东。行前，毛泽东希望全体同志到敌后，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

像松柏一样天寒地冻也是青枝绿叶。他们谨记领袖的嘱托，让红色思想在王庄扎下了根，让抗日的火种燃向全山东。

王庄：山东抗战军民注目的焦点

□ 于岸青

2017年11月，天有点凉了。记者进门时，朱凤
兰老人正盖着被子休息，一听是来采访老党员的
记者，她的脸上现出了精神气儿。

朱凤兰是王庄村人，她有三个兄弟，是娘最
心疼的女儿。21岁时嫁给本村公家，丈夫公茂堂
忠厚老实，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村支部书记，现在
村支书是朱凤兰的五子公培建。

朱凤兰生养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代十数
人紧跟党组织，让她最为自豪的身份正是——— 党
员。她介绍人时，总是要附上一句他是不是党员。

“俺大哥朱凤祥，党员；俺二哥朱凤来，党员；俺兄

弟朱凤松，也是党员。俺就姊妹四个。”
朱凤兰历数自己做过的工作：给伤员捐鸡

蛋，要挨家挨户动员征集；给部队做衣服做鞋，总
是“截接”着上级发的布尽量多做一身或一双，绝
不浪费，实在不够了就顺便从自己的大袄襟上扯
下一块来补缺，只要完成任务就行；碾米，三人一
组，全是妇女，两个推碾，一人簸簸箕，轮换着来，
一晚上能碾二百斤小米……但她印象最深的是
宣传。

在农村，演出是最生动的宣传动员方式。一
有演出，老奶奶小媳妇都来看，那些曲调新颖的
歌曲就如现在流行歌曲一般很快传唱开来，起到
了文字宣传起不到的作用。在山东分局的组织

下，朱凤兰成为村里的主要演员。70多年后，朱凤
兰还会唱很多红歌，张嘴就来，现在听起来还曲
调悠扬，比如《缝衣歌》，套用的是周璇唱的《四季
歌》曲调：

“春季里来绿满窗，妇救会员缝衣裳，缝好新
衣送前方，战士们穿着喜洋洋；夏季里来荷花香，
妇救会员劝夫郎，劝我夫郎去打仗，为家为国多
荣光；冬季里来雪花儿飘，妇救会员去慰劳，熬过
了今年艰和苦，建立了我新中国乐淘淘……”唱
完后，她马上发现秋季没唱，再补唱一段：“秋季
里来菊花儿黄，妇救会员缝衣忙……”四季各唱
一遍，同时宣传了四个类型的工作。

1944年，经过党的严格考验后，朱凤兰正式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年龄太小，她是兄妹四
个里最后一个入党的。

朱凤兰说，入党那天是个晚上。“村里的党小
组长王成祥来家里叫我出去开会，要保密，不敢
直说，他悄悄地戳我一下，示意晚上有事。被娘看
见，说你个闺女家叫人戳什么，晚上要干什么
去？”她跟娘说演节目要排练。娘不信，自己端着
油灯到地屋子找了去，看见点着油灯，二三十人在

“排节目”……娘放了心。其实，是党小组在村边上
高姓富农家的地屋子里开会，秘密的事，有青年，
有老年，对着党旗宣誓。就这样，朱凤兰入了党。

刚刚入党的朱凤兰就遇上一次生死考验。鬼
子扫荡开始，朱凤兰随村里的骨干转移了。汉奸

队进村搜查，直奔朱凤兰家，让娘交出共产党。娘
说，闺女真没参加，她去卖烟叶子去了。然后，拿
出女儿的一双花鞋给他们看，“八路军可不穿这
个”。

汉奸半信半疑，在屋里乱翻，打翻了炕上的
针线笸箩。笸箩里花样子中间夹着朱凤兰的入党
志愿书，一下子掉到炕上。娘知道，这要是被发
现，闺女是要掉脑袋的。娘一屁股坐在花样子上
面，没被发现。搜查中，汉奸想推开娘，娘坚决不
挪地方，汉奸打了娘好几枪托子，娘也不挪开。最
后，娘把一块两丈左右的布塞给汉奸，又塞给他
两把烟叶子，“你快拿着走吧，孩子卖烟叶子去
了。”汉奸才悻悻地走了。

记者问：“朱奶奶，您的入党志愿书还保留着
吗？”

朱凤兰说：“哪还敢留着，汉奸们走后，娘赶
紧把这张纸放在灶里烧了。末了，娘抹着眼泪跟
我说，闺女，咱不干了吧。”

记者问：“你怎么回答？”
朱凤兰毫无犹豫地说：“娘不让干，那也得

干。入党时，咱不是念了入党誓词吗？”
一个92岁的农村老太太，极其流利地背起了

入党誓词：“……执行党的决议，保守党的秘
密……不怕困难和牺牲而奋斗到底！”

·相关链接·

汉奸在朱凤兰家里乱翻，打翻了炕上的针线笸箩。花样子中间夹着的入党志愿书一下子掉到炕上。娘知道，这要是被发发现，闺女是要掉脑袋的。

娘一屁股坐在花样子上面，死活不挪地方。汉奸打了娘好几枪托子……

党员：朱凤兰老人自豪的身份

王庄教堂 田宝宗 郭力源 摄

朱凤兰老人 于岸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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