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十七岁就参
加八路军，参加过
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获得过鲁西南
纪念章、渡江纪念
章、渡海战役纪念
章、解放大西南纪
念章、独立奖章。
他是抗战老兵马
富友。

在安顺军干所
马富友家中，今年
刚过90岁的马老看
上去是一位瘦骨嶙
峋的老人，但精神

矍铄，目光炯炯有神，只是年岁让他的腰过度弯曲了。
虽然年事已高，可思绪还十分清晰，无论是夜袭鬼子的
据点，还是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丝毫不乱，坐在客
厅沙发上的马老，凝视着窗外，回忆起当年抗战的岁
月，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

讲述起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老人抑制不住兴奋之
情，虽然浓重的山东口音我们有些地方不是很能听懂。

我是山东茌平人，1942年，那一年山东大旱，地里
庄稼遭了大灾，日本人到处抢粮食。我是家里的独子，
家里穷啊，当时想得很简单，参军有饭吃，我就参加了
茌平县八路军县大队，那一年我17岁。

日本人在茌平建了很多据点，他们在四周修建炮
楼。每天，都有很多老百姓被鬼子兵抓起来挖壕沟、修
炮楼。

七八里地就有一个据点，一个连一个连起来，敌人
站在炮楼上，一枪就可以打倒下面的老百姓。用这样
的方式，他们100个日本人就管理一个县。

我那时很机灵啊，刚参加八路没几年，就当了副班
长后来又升了班长。那时日军很凶狠，宋哲元的部队
被打散了，也在这一带活动。

我们的任务就是打游击，摸据点，骚扰日军。那时
候军民关系好，我们要打据点时，半夜就到老百姓的院
子里集合，12点以后日本人不敢出来，我们就在院子里
打盹，等到两三点钟就出发。我们纪律严明啊，老百姓
不知道，等我们走了，他们才晓得八路军来过了。

有一次，我们20多人，带了4、5挺机关枪，20多颗
手榴弹就去打据点，敌人的雕堡有四五丈高，我们还带
上了大梯子、小梯子。

日军很狡猾，他们在据点下面挖了很深的壕沟，有
2到3米深，还用砍下的枣树做路障，那枣树有刺，扎在
身上疼的不行。

我们悄悄地包围了据点，敌人不知道，我们在大梯
子上搭小梯子，爬上去我们就打枪，丢手榴弹。鬼子兵
发现后架起了机关枪，他们机关枪哒哒响起时，我们早
已经趁天黑撤离了据点。

就这样，我们经常神出鬼没骚扰鬼子的据点，鬼子
开始是横冲直闯啊，后来就不敢随便出来到村里了。

那时候一个县有上百个日本人，还有很多伪军。到
了1945年，我们八路军慢慢就壮大了，一个县大队有200
到300人，后来就由县大队升为团了，有一千多人。

有一次我们攻打茌平，两个连攻击，一个连封锁敌
军占据的城门，那一次我们大胜了，打胜了我们就在城
门东边12里地唱大戏，庆祝胜利。

到抗战宣布胜利那一天，我们还在攻打鬼子据点，
半道上上级来宣布日本人投降了，我们就回来了，准备
接收。

回想当初，我们村里出来四个人当兵，现在只剩我
一个了。几年前，我回老家看看，看他们的后代日子都
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安顺的屯堡古寨中，地戏、花灯和山歌是深
受广大屯堡民众欢迎的传统民间文艺样式，跟地
戏与花灯一样，山歌是伴随明代调北征南、调北
填南的军民而来的一种古老的民歌。

清康熙十四年(1673年)纂修的《贵州通志》
第二十九卷载：“土人所在多有之，盖历代之移
民。在广顺、新贵、新添者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
节皆同。男子间贸易，妇人力耕作，种植时，田歌
相答，哀怨殊可听。”《安平县志》则载：“元霄遍张
鼓乐，灯火爆竹，扮演故事，有龙灯、狮子灯、花
灯、地戏之乐。”

从上述两段摘录的文字，十分清楚这么几
点：一是明确了“土人”的概念，并非远古土著居
民，而是“历代之移民”。二是地戏、花灯之乐是
在岁首、元宵节期间。三是田歌（即山歌）之乐是
在“种植之时”。时至今日，在屯堡村寨中，每年
的栽秧时节，田间地头，山歌悠扬；而每年春节期
间，地戏、花灯闹热。这一现象让民俗学家和历
史学家惊异地发现，尽管时空跨越了六百余年，
而在屯堡村寨中却还重复、传承着那古老的民间
文艺。

屯堡山歌之所以为屯堡人喜闻乐听，并非偶
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屯堡山歌是安顺民间文艺中的奇葩，既可
以由一人清唱，也可以二人对唱；既可以一人与
多人轮流对唱，也可以分作男女二组对唱。爱好
者相遇，易于迸发“火花”，跃跃欲试。

2、屯堡山歌演唱者勿需讲究服装，不用化
妆，不用乐器伴奏，不用道具，不择场地，不要灯
光布景，最为方便，堪称民间文艺中的“轻骑兵”。

3、屯堡山歌本自腹中出，不用看唱本，开口
就唱，你唱我和，多为即兴创作。

4、屯堡山歌演唱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唱出
人生的喜怒哀乐，唱出爱情的悲欢离合，唱出家
庭的尊老爱幼，唱出流传的民间历史故事，等等，
同时也利用山歌演唱鞭苔生活中的假恶丑，嘲弄
那些不仁不义、无老无少、好吃懒做、重男轻女等
丑恶现象。它从各个侧面表达出农民群众对生
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总之，不论是唱山歌，
对山歌，还是听山歌，都可驱走生活中的苦闷、枯
燥和疲劳，还可带来慰藉与欢乐，它是屯堡农家
一种直率的情感渲泄。

5、屯堡山歌手充满智慧、机敏、诙谐、开放与
坦诚，大凡生活中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风霜雨
雪、鸟兽鱼虫、道桥房舍、人物言行、习惯风俗等，

“见子打子”，均可引为歌用，不论唱者、听者，都
感到贴近自己，无比亲切。

6、屯堡山歌手关于使用比兴和夸张手法，出
奇制胜，生动贴切，使听歌人感到悦服、认同，获
得特殊的美感享受，产生融通的心理共鸣。

7、屯堡山歌的曲调并不复杂，音域也不太
宽，朗朗上口，易学易记易传，所以有着独特的地
域普遍性和广泛性，只要是屯堡人，不论男女老
少，或多或少都可以唱它几首。

8、屯堡山歌最为精彩的是情歌，山歌手在情
歌演唱中，将自己进行角色转换，男女歌手双方
超越现实中的自我，而成为男角、女角，以利于

“放开来唱”，不论谈情说爱，还是打情骂俏，易于
“对挖”，而不伤和气。

这里，我们不妨略举两首山歌，算是“窥豹
一斑”。

如：半夜起来三更三
叫声阿哥你好憨
我的小二哥吔——
我后门是用扫把抵
前门是用茅草拴
又如： 春叫猫儿猫叫春
听牠一叫好心惊
我的姊妹孃吔——
畜牲尚且有此意
可我人前不敢哼半声
单从这两首屯堡山歌中，就可会意出其中的

寓意，好的山歌甚而会超越山歌本身，字里行间
以及歌外，似乎还有更多的内涵渗入呢。这样的
歌句，想必一般的诗人都写不出来。

诚然，由于受到“三从四德…‘男尊女卑…
‘男女授受不清”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在农村也有
“好女不唱歌”的遗训，加之少数歌手生活作风的
不检点，所以山歌手们过去或多或少，都处于窘
困、尴尬的境地，甚而羞于直言自己的姓名，而只
报“艺名”，这显然对于原初性的民间文艺是一种
遏制和压抑，如不加以科学地保护，其传承就十
分艰难，乃至会濒临灭绝。

在安顺，屯堡山歌最流行的区域是西秀区的
旧州镇、大西桥镇、七眼桥镇、双铺镇、宁谷镇、么
铺镇和平坝的天龙镇等。近十余年来，每逢佳节
之期，政府为了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通过相
关部门，组织过多次大型的屯堡山歌演唱会，屯
堡山歌大赛，为黄果树瀑布节、龙宫油菜花节直
至现今的旅发大会增光添彩，也为丰富广大农民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如今，
屯堡山歌的传承，正值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
一批中青年山歌手脱颖而出，成为农村的“土歌
星”，经常被农民群众请进村寨、请进家庭演唱，
每逢娶媳妇、嫁姑娘、立房子、迁新居等喜庆场
合，屯堡山歌手的演唱成为一道引人的亮丽风景
线，将欢乐洒遍山乡。

上个月在苗岭屯堡古镇，每个星期日都举办
山歌、花灯比赛，每次观众近万人之多，热闹红
火，看起来，山歌、花灯都是最接地气的民间传统
文化活动，最受父老乡亲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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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马富友
□李品 田里

王若飞的后半生，正值日寇疯狂发动侵华战争妄图灭
亡中华民族的关键时期，他把自己的追求与民族的命运紧
紧联系在一起，从强烈呼吁抗日，到精心谋划取得抗战胜
利到千方百计巩固抗战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
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王若飞同志在包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
狱，但他“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九一八”
事变时，不抵抗主义者闻风而逃，顷刻间中国便失地千
里。1933年1月，此时还在狱中的王若飞得知后极为愤
慨，他给傅作义写了一封2万余言的长信，力劝傅作义坚决
抵抗。

信中说：日军已攻下山海关，进犯热河甚急。这可以
推见日本帝国主义既侵占我东三省后，仍积极向我进攻。
我在很早就主张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实行坚决
的抵抗。我认为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战争
是民族的革命战争，所以我热烈的拥护，并竭尽所能去为
这个战争效死。……我希望先生……让我的血洒在这伟
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

这封信，深明大义远见卓识，对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
抗日战争的性质，科学制定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实行持
久战，对唤起国民党一些将士的良知、勇气，全民同仇敌忾
打败侵略者，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1937年8月底，中央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
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后，王若飞提出：“我们的
政策是要努力缩小敌人可以利用达到‘以华制华’的社会
基础，而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王若飞在《欢迎全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

识》中说：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
应积极起来参加抗战。青年们只有百倍紧张地学习，才能

“到民众中去，到前线上去”，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
王若飞认为，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抗日

战争中最坚决、最有组织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工人、
农民、小资产阶级是巩固统一战线必须抓紧的力量。发动
内蒙古民族抗日，必须从争取他们尽快地脱离和打破日本
侵略者的欺骗和影响做起。要处理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两党、我军与友军关系。

王若飞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结合实
际给以进一步的发挥，特别是在民族问题、阶级关系等重
要问题上较早地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对发展和巩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战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王若飞刚到延安不久，就开始重视游击战争的问题。
他在《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中提出：八路军应该避开自己
的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去进攻敌人的弱点，在战争中处
处争取主动地位，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

王若飞断言：游击战争“正是我们今天能够保存与
扩大自己力量并战胜敌人的工具，是今日能够致敌死命
的战略”。

王若飞从敌我力量和形势的对比分析中，详细阐明了
游击战争的策略观点，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后
来各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938年2月到6月间，王若飞先后写了《为坚决保卫
边区而抗战到底》、《我们怎样保卫陕甘宁边区》、《如何巩

固接近抗日前线的延川》等六篇文章，阐明当时形势的严
重性和边区战场与全国战场的关系，分析打退敌人的有利
条件和不利条件，提出战胜敌人侵犯的具体措施，从而使
陕甘宁边区军民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增强了战胜敌
人的必胜信念，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

王若飞关于游击战争的重要见解和领导陕甘宁边区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实践经验，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的重视，不久，王若飞担任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和中共中央
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根据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王若飞对敌后游击战争的
游击队的人员组成、干部配备、武器来源、给养供应、编制
办法、收编土匪与杂色部队、游击队的使用以及游击队的
发展方向等问题，在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
的、指导性的意见。

王若飞对游击战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我党领导下
的游击战争经验的正确总结，它大大推动了我党人民武装
和军队的建设，丰富了我党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理
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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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飞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罗基仁

屯堡山歌
□邓克贤

七十多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
共安顺地下党组织及党员、各族人民、各界爱国人士同
仇敌忾，共赴国难，联合支援抗战，在安顺这块大地上演
绎了一幕幕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抗战斗争画面，充分
彰显了安顺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维护国家和民族大业的
赤胆忠心。许多像杨德益一样的中共党员、像戴安澜、
柳树人、陈蕴瑜一样的爱国将士为保家卫国献出了宝贵
生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当
时的安顺还处在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由于受到辛亥革
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早已涌现出了一批开明爱国人
士和进步青年学生。他们积极行动，成立了“安顺抗日
救国会”，（后改为“安顺各界抗敌后援会”），开展抵制日
货，发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等活动，制作大幅宣传画，
出版《炸弹》刊物宣传抗日，举办抗日救亡活动骨干和工
作人员训练班，选送了30多名学员到贵阳参加“贵州战
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投入战地服务。

1935年，党中央决定建立贵州省工委，接着，安顺
县工委建立，从此，安顺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党的领导
和指导。地下党组织通过党员的积极活动，创办了《晓
鸡声》、《安顺三日刊》、《烽火》、《三乙周刊》等进步刊物，
撰写抗日文章，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用以团结、教育群众，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斗志。
地下党组织还领导和指导“晓鸡声”文艺社、安顺县读书
会、贵州文学研究会郎岱分会等团体采取印发传单、阅
读进步书籍等形式开展抗日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
发生后，党中央派黄大陆从延安来贵州主持贵州地下党
工作，不久他来到安顺领导和指导安顺县工委开展抗日
活动，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按
照政不分党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业不分农
工商学的思想主张，安顺各族各界人士和人民团结一
心，同舟共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黄大陆
同志牺牲后，中央派秦天真、邓止戈回贵州组成新一届
省工委，秦天真来到安顺后，与安顺抗日救亡运动骨干
谢速航、陈汉民等一起，研究新的抗日工作任务，积极推
动安顺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工作，掀起了安顺抗日救亡
运动新高潮。在安顺地下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解放先
锋队”、关岭“师生读书会”、平坝“朝气青年社”、“安顺大
学生协进会”相继成立，以歌唱《长城谣》、《延安颂》、《义
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和演出《乡村
小景》、《落日》、《人为财死》等抗日话剧宣传党的抗日主
张，教育培养革命积极分子，揭露日寇侵略罪恶。中共
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组建了2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反
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和残暴镇压抗日民众的行
为。在安顺党组织的指导和支持下，安顺先后成立了“安
顺赴省学生同乡会”、“安顺县教职员寒假抗日救国工作
团”、“安顺县‘七七’献金活动委员会”等许多抗日团体，他
们以演讲、舞蹈、绘画、募捐、义演等方式积极宣传抗战。短
短的时间里，市郊农村到处贴满了宣传抗战的标语，村村
能听到抗日救亡的歌曲。“安顺县‘七七’献金活动委员会”
在成立当天的募捐中，就收到万元以上捐款，爱国人士李
克诚夫妇除捐献金手镯一双、金耳环一对外，还义卖“烫面
饺”三天，得银元一百多元，全部捐献。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因安顺地处抗战大后方，故
成了许多内迁学校的落脚地。1939年，由贵阳转运来
的1000多件80余箱国家珍贵文物存放在安顺南郊华
严洞内，安顺人民积极支持，尽心尽力护国宝，在日军侵
入贵州独山，制造了“黔南事变”极其危险的时候，这批
国宝依然安然无恙，在安顺安全存放达6年之久，这是
安顺人民在国难时期对保护国家珍贵文物作出的积极
贡献。还有不少学校如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兽医学校、
黔江中学、豫章中学和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迁来安顺，
安顺人民不仅热情接待他们，而且真心诚意为他们服
务，他们则用支持安顺建设发展和安顺抗日救亡活动作
为答谢。

七十年后话抗战
□姜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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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