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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的新泰市刘杜镇，光明湖偎依着
法云山，湖面平滑如镜，枝头的山楂红艳艳，
令人垂涎。在秀美的山水中间，静卧着小山村
围山庄。

围山庄始建于唐昭宗光化年间，因处于群
山包围之中而得名。“多走八里荒，不走围山
庄”，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却有铮铮铁
骨。1941年9月6日，面对日伪军的重兵包围，
英雄的围山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土枪
土炮奋勇抵抗装备精良的敌军，最后全村房屋
几乎被烧光，财物被劫掠一空，72人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抗日斗争的悲
壮诗篇。

在鬼子眼皮底下建起抗日

堡垒村：各机关不断往来，

兵工厂为部队制造手榴弹
2015年，最后一个参加过围山庄抗日自卫

战的民兵马兴路去世，享年92岁。这位饱经沧
桑的老人或许不曾想到，他能儿孙满堂，安享
晚年。当年，年仅18岁的马兴路在寨墙上冒着
枪林弹雨与日伪军厮杀。寨墙被攻破后，他躲
进柴火堆，鬼子搜查经过时，他心跳得厉害，
“就像怀里揣了一只小兔子。”

鬼子个个凶神恶煞，杀人不眨眼，让人害
怕，围山庄人为何仍要和鬼子血拼到底？

“实际上，围山庄人早已下定了抗日的决
心。”围山庄村民、民兵邱建春的孙子邱峰告
诉记者，围山庄很早就燃起了革命的火焰。
1934年8月，马廷荣入了党，成为村里的第一名
共产党员。

1939年5月，中共新泰县委发动“红五月”
建党活动，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县党员发展到
1500多人，建立了100多个党支部。很快，围山
庄村党支部在邱学诗家中诞生，由邱学诗任党
支部书记，委员有邱学海、赵玉斗、邱建才、
岳建臣等。后来，又先后有许天之、曹顺清等
11人入了党。

到1941年夏，围山庄已有党员近20名，民
兵骨干30多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民兵自卫
团。黑红脸、宽膀子的许天之是一个性格爽直
的汉子，他武艺高强、有勇有谋，被选为寨主
兼民兵自卫团团长，年仅17岁的邱建才任指导
员。

有了党组织就有了主心骨。在党的领导
下，围山庄的抗日组织如农救会、青救会、妇
救会、儿童团等纷纷成立，各项工作轰轰烈烈
地开展起来。

围山庄曾有一道防范土匪的寨墙，村民们
已说不清是何时修筑的，到了抗战时期已经残
破。

在村党支部和民兵自卫团的主持下，村民
们出工出力，把土、沙、灰掺在一起修复寨
墙。修复后的寨墙高4米、厚1米，上面建有7座
炮楼，远远望去，非常雄伟壮观。寨墙和炮楼
上都修了炮眼，构成了交叉射击的火力网。高
大结实的寨墙将103户人家的500多口人牢牢地
围在了中间。

在刘杜镇红色记忆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批
土枪土炮，虽已锈迹斑斑，但仍威风凛凛。它
们都是当年围山庄村民打制的杀敌武器。在许
天之和村长马廷荣领导下，民兵们在炮楼上安
放了五子炮，又请来铁匠自制了一些大抬杆和
小抬杆，锻造了一批大刀长矛。

许天之和马廷荣还想尽办法，买回了200多
公斤铁砂和1000多公斤硫炭粉。

有了武器，民兵自卫团立刻操练了起来，
利用晚上和雨天不下地的时间请来会武术的师
傅传授杀敌本领，还演练并熟悉了守寨值勤、
站岗放哨、紧急集合、进攻退却、隐蔽埋伏、
巷战肉搏、出奇制胜等必要的战术。

“北面有鬼子的大协炮楼，东边是鬼子的
刘杜三角楼，西边的侯家庄有汉奸伪军的分散
据点，围山庄处于敌人的三面包围下，经常有
敌人前来骚扰。”邱峰指着一幅新泰日伪据点
分布示意图说。

围山庄虽然环境险恶，但在党的领导下，
硬是在鬼子眼皮底下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堡垒
村，“县委、县政府、区公所、医务处等各机
关在这里不断往来，部队募集处经常来筹粮筹
款，这里还是新泰县独立营的常驻宿营地，四
支队第四大队兵工厂的翻砂车间设在村内，铸
造手榴弹壳，为部队制造手榴弹。”

抗日高小开校会

先面对抗日烈士三鞠躬

1940年底，一个年轻人走进了围山庄的寨
门。他高高的个子，浓眉之下有一双炯炯有神
的大眼睛，说起话来铿锵有力。

这个年轻人叫王自省，是山东抗日军政大
学教育处的干事，和他同行的还有22岁的教师
刘胜元。他们此行是受上级委派，要在围山庄
建立抗日高小。

围山庄的东南方有一片空地，当年这里位
于寨墙东北门内，有一座奶奶庙，围山抗日高
小就设在庙内。据曾在抗日高小就读的张淑安
回忆，奶奶庙坐北朝南，院中间有一座大殿，
画栋雕梁，富丽堂皇。大殿将庙分成了前后两
院，前院东屋三间是抗日高小的教室，并排两
间是办公室兼宿舍。抗日高小成立后，位于奶
奶庙后院的围山小学改为抗日高小的小学班，
“我们的课桌凳比较齐全，学习条件比陕北抗
大窑洞好得多，学习很正规，有严格的教学纪
律，同学们都能自觉遵守，高度体现了团结紧
张、严肃活泼的新校风。”

抗日高小由王自省任党支部书记和校长，
招收初小毕业以上程度或同等学历者，经过报
名考试，录取了38名学生。由王自省、刘胜元
和原来围山小学的教师张西德、牛玉坡担任任
课老师，“校长王自省教时事政治，负责学生
的思想工作；刘胜元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
负责班级工作同时兼任国语教学；张西德老师
教数学和音乐；牛玉坡老师担任小学班班主
任，兼任高小班的一门副课。”张淑安回忆
说。

除了教授知识外，围山抗日高小的课程设
置主要围绕抗日打鬼子、不做亡国奴展开。
“王校长讲红军的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
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巧渡金
沙江和巧夺腊子口，还讲平型关大捷。”张淑
安介绍说，学校还请来泰宁县文教科科长夏全
钟给同学们作“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时事
报告，对同学们教育启发很大。

抗日高小的老师们还就地取材，抓住一切
机会激发学生们的爱国思想，“夏天，老师们
若干次买西瓜给学生吃，每逢吃西瓜，我们都
说很甜。这时王校长说：‘莱阳梨、乐陵枣，
还有肥城大肥桃，都是我们山东的特产，日本
鬼子却要抢夺。’因此我们从一入学就接受日
本侵略者掠夺我国资源的教育。”张淑安记
得，当时奶奶庙前院西边墙根停有一个灵柩，
里面安放的是攻打杨家庄牺牲的战斗英雄韩延

文。“王校长不断给我们讲英雄生前的事迹，
我们学校每逢开校会，都要先面对烈士三鞠
躬。王校长还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
革裹尸还。韩教导员灵柩在这里，受我们师生
祭奠，英灵含笑九泉，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永垂不朽！’”

跳舞唱歌、扭秧歌、演戏、演讲会……抗
日高小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让张淑安记忆深
刻的是一次诗歌朗诵会，“王校长带头朗诵岳
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刘
胜元老师朗诵了唐朝卢纶的《塞下曲》；张西
德老师朗诵完杜甫的《前出塞》，又高声朗诵
曹植的《白马篇》；牛玉坡老师朗诵王昌龄的
《出塞二首》，慷慨激昂的声音在学校上空回
荡。轮到学生时，安权连朗诵民间歌谣：‘日
本鬼，喝凉水。过黄河，沉了底。侵中国，赔
了本’。师生们哈哈大笑。”

王自省把这38个学生当成宝，对他们十分
关心，谁家有困难就写条子让政府补贴粮食，
哪个生病了就写条子到医务处免费看病拿药。
后来，这38名学生全部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各
条战线上都作出突出贡献。受老师们的影响，
张淑安成为了一名教师，曾出席省模范工作者
会议，受到了表彰。

正因如此，围山抗日高小引起了鬼子的极
大恐慌和极端仇视，他们千方百计想要摧毁
它。王自省意识到了危险，计划将学校迁到莱
芜。“王校长对我们说：‘上级指示，到了莱
芜后，同学们的生活我们党全部包下来，待遇
高于部队。’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大，学校尚
未迁走围山庄就迎来了一场恶战。”张淑安
说。

炮手马荣长肩中弹片，

仍然开炮还击，打退敌军后，

才让妻子拔出弹片
1983年，《新泰文史资料选辑》刊登了邱

建才口述、崔希明整理的《围山庄抗日保卫
战》一文。邱建才是围山庄民兵自卫团的成
员，说起当年的围山庄，他说是打出了一个抗
日斗争的新天地：“这里是县政府、区公所的
常驻之地，是县独立营的安全宿营地，是县募
集处的常站，抗日高小可以在这里安心读书，
鲁中军分区的兵工厂在这里制造杀敌的炸药、
手榴弹。这些舍家抛业的抗日英雄们来到围山
庄，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爱这里的老
人、孩子、村里的每一个人；村里每一个人又
都非常热爱这些为国为民的子弟兵、好青年。
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
起。”

围山庄的抗日斗争越红火，鬼子就越把围
山庄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之而
后快。

1941年9月4日晚，新泰县政府和鲁中军区
第一旅第三团募集处住进了围山庄。他们的行
踪被假装来村里探亲的汉奸侦知，然后报告给
了鬼子。鬼子得到报告后欣喜若狂，5日，他们
调集驻新泰城、张庄、孙村、大协等据点的日
伪军700余人，携带大炮和重机枪，企图一举消
灭围山庄。

“5日下午，安插在大协日军据点的地下交
通员给围山庄送来一封‘鸡毛信’，信中说大
协、东都、谷里等据点鬼子增加了兵力，像要
‘扫荡’根据地。”邱建才的儿子邱华介绍
说，虽然不知道鬼子要打哪里，但为了以防万
一，围山庄还是提高了警惕，县政府、鲁中军
区一旅三团募集处和兵工厂立即转移，村里的
民兵自卫团加强了巡逻警戒。

一夜平安无事。9月6日天还不亮，已有早
起的村民准备下地干活。守卫西北门的民兵张
洪春披上外衣给下地的村民开了寨门，然后到
地里方便。突然，他被几只手摁住，“不许动!
动就要你的命！”摁住他的人接着压低声音
问：“快说！村里有多少八路？”

张洪春被吓了一跳，他努力让自己镇静下
来，明白是碰上了伪军。他故意装聋作哑，什
么也不说。伪军押着他向北走去，张洪春发觉
敌人只抓住了他的上衣，他突然一抖，甩掉上
衣，拼命向寨门跑去。敌人不清楚村里的虚
实，又怕暴露目标，不敢贸然开枪，眼睁睁看
着张洪春跑进了寨子。张洪春边跑边喊：“汉
奸队来了!汉奸队来了!”急促的喊声打破了围山
庄的宁静，熟睡中的村民纷纷惊醒，许天之急
忙命令关闭寨门，共产党员和民兵登上寨墙和
炮楼，准备战斗。

天越来越亮，寨墙外的情况渐渐清晰起
来，民兵们发现，这次来的不仅仅是伪军，还
有一身黄的鬼子兵。原来，日伪军趁着夜色已
将围山庄三面包围。

利用敌人尚未四面包围的机会，许天之与
留在村里的鲁中军区一旅三团募集处干部王贞
祥等人商量后，派邱建才和另一名民兵马文利
外出救援，他们从南门出寨，赶去寻找县政府
和县独立营。

“轰！”一直没有动静的鬼子突然开了一
炮，炮弹在围山庄后街爆炸，民兵赵玉江等6人
被当场炸死。“围山庄慌不慌？头炮炸死赵玉
江。”围山庄人将这悲惨的一幕编成歌谣，至
今仍然传唱。

这首歌谣没有其他词句，但围山庄人用行
动证明他们不慌。民兵自卫团的主要武器是抬
杆、五子炮以及兵工厂留下的一批手榴弹和炸
药，另外，王贞祥有一支手枪。抬杆可以填装
火药和大量铁砂，杀伤面积巨大，但射程较
近。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开始了！他们利用村外
的沟坎作掩护，慢慢靠近。守卫围山庄的民兵
不着急开火，他们用席子盖住赵玉江的遗体，
静待日伪军靠近寨墙。“打!”随着许天之一声
令下，土枪土炮开始轰鸣。日伪军根本没有料
到会有如此猛烈的炮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扔下几具尸体，退了下去。

不久之后，敌人发起第二次进攻，他们吸
取第一次教训，不敢过分靠近寨墙。民兵们仍
然坚持自己的打法，激战一阵后，敌人再次败
退下去。

马兴路生前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讲述
了战斗的过程：“俺这个家伙，抬杆和五子
炮，三把药，底下两把，顶上一把，一把犁铧
翅子，装到顶上盖上，手指头一样粗的香在那
里烧着。鬼子到跟前了，俺那个大叔说点炮，
摸过香来点着，打不上三发，鬼子又哇哇地拉
着拽着就回去了。”

两次进攻失败，敌人调集所有炮火向村内
轰击，同时集中兵力向西北门发起猛攻。日伪
军竖起梯子，想要爬上寨墙，双方展开肉搏。
坚守西北门的炮手马荣长肩中弹片，仍然继续
开炮还击，打退敌军的进攻后，才让妻子帮他
拔出弹片。后来炮楼中弹起火，马荣长英勇牺
牲。

战斗一直持续，围山庄储备的铁砂渐渐耗
尽，给寨墙上的亲人送水送饭的老人、妇女和
孩子看见没了弹药，掉头回去，把烧汤做饭的
铁锅砸碎，送到寨墙上充当弹药。“锅很薄，
一敲就碎。”邱峰说，“那天正好是农历七月
十五，很多人家都包了水饺，一听说要砸锅，
直接把水饺泼到地上，不吃了。”围山庄不分
男女老幼，齐心协力，经过浴血奋战，敌人的

第三次进攻又被打退了。

敌援军带来十几门大炮，轰击

围山庄，还施放了毒气……
72人献出了宝贵生命，7户人

家全家被杀
被三次打退的敌人并不死心。下午，敌人

的援军赶到，还带来十几门大炮，对围山庄展
开更大规模的炮击。曹顺清家10平方米的小院
就落下了7发炮弹。战斗结束后，围山庄清理出
没有爆炸的炮弹300多发。在进攻过程中，鬼子
还施放了毒气，许多人被熏倒在地，村民们坚
守了大半天的寨墙被攻破。

英勇的民兵利用街巷和房屋与敌人展开巷
战。围山庄习武之风盛行，石匠出身的曹顺清
就有一身好武艺，四五个人近不了他的身。曹
顺清拎着一杆红缨枪和几个鬼子搏斗，被鬼子
一刺刀刺穿了两个腮帮子，两颗牙被打掉，他
因失血过多昏死过去，在敌人撤退后获救，顽
强地活了下来。

王贞祥带着30多人冲出南寨门，沿着村外
的河滩向西突围，鬼子用机枪扫射，20多人倒
在血泊之中，只有王贞祥等十几个人冲破了包
围圈。

许天之在战斗中负伤，敌人押着他朝河滩
走去。河滩上，9个被俘民兵被绑着，一旁的鬼
子端着刺刀，正准备把他们当活靶子。许天之
突然大喊一声：“快跑！不能等死！”民兵们
听到喊声四散跑开，张洪春和邱学文成功逃
生，另外7个人被鬼子开枪打死。两个鬼子挺着
刺刀朝许天之扑来，许天之用力挣脱绳子，伸
手抓住敌人的刺刀，双手的手指头被刺刀割
掉，最后壮烈牺牲。

围山抗日高小那一天放假，学生们逃过一
劫，校长王自清和老师张西德在战斗中牺牲。
牺牲的还有在家养病的八路军战士邱建本。

“进村以后，就开始实行‘三光’政策
了。”邱华说，鬼子见人就杀，村民们躲的
躲，藏的藏。王光岱的妻子被连刺9刀身亡，曹
振之被割去一只耳朵和鼻子、剜去双眼后残忍
杀害，78岁的马荣和被一枪打死…… 在围山
庄，鬼子犯下了滔天罪行。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声长哨响起，日
伪军集合撤退，围山庄的浩劫才得以结束。

在日伪军进攻围山庄时，新泰县独立营营
长范昆源率领的一个通信排和鲁中军区十一团
的两个连曾赶来救援，但因众寡悬殊，又遭遇
敌人援军，在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后未能击退
敌人。日伪军撤离后，新泰县政府科长李树德
带领县、区干部和县独立营部分指战员以及医
疗队，到围山庄抢救、医治受伤百姓，并拨出
救济粮款，帮助村民恢复生产生活。为了纪念
战斗中的牺牲者，中共新泰县委和县政府决定
将新泰第六区改名为围山区，同时将围山庄命
名为“抗日救国模范村”。

当时担任卫生员的杨在春参加了对围山庄
的救治工作，据邱峰介绍，杨在春一直没有忘
记这个英雄的小山村，后来两次回到围山庄。
1997年春第一次回围山庄，杨在春拿出了2万元
资助围山庄自卫战中牺牲者的后代读书。第二
年11月，杨在春再次回到围山庄，他走访参加
过战斗的老人，给围山小学部分贫困学生捐款
2 . 88万元。后来，他又给学校捐赠了1套音响设
备和1台大彩电，以及200部电视教育片、3000册
图书。

杨在春第一次回围山庄的时候，经过多人
一起回忆，整理了在围山庄自卫战中牺牲者的
花名册。邱峰小心保管着这份花名册，他姥姥
的奶奶曹邱氏被鬼子放火活活烧死，也在花名
册之上。根据花名册，共有72人在战斗中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7户人家全家被杀。

在围山庄村北，围山庄抗日自卫战纪念碑
被松柏环绕，高高耸立。在石碑的背面，镌刻
着自卫战中72位牺牲者的名字，碑文写道：
“围山鏖战，感天地，惊风雨，泣鬼神。为缅
怀先烈，激励后人，特立碑铭文，是以记
之。”

围山庄储备的铁砂耗尽，送水送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掉头回去，把铁锅砸碎送来。“锅很薄，一敲就碎。那天正好

是农历七月十五，很多人家都包了水饺，一听说要砸锅，直接把水饺泼到地上。”围山庄不分男女老幼，浴血杀敌………72

人在战斗中献出生命。

铁骨铮铮围山庄人：土枪炮浴血杀日寇
□ 本报记者 王建 本报通讯员 张鹏岳 杨振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邱峰复原的
1941年围山庄地
形图。

围山庄民
兵用于轧火药
的石碾。

围山庄抗日自
卫战牺牲者花名
册。

围山庄抗日自卫战纪念碑。

2015年，最后一个参加过围山庄抗日自卫战的民兵马兴路去世，享年92岁。照
片拍摄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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