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军作战

“我家前院曾经是八路军接待

处，有时听他们讲形势、讲故事，很

受启发，后来踊跃参军，很大程度

上受此影响。 ” 1947 年 7 月起，人

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

攻阶段，我党我军为战略大反攻作

准备，掀起了大动员、大参军、大练

新兵的热潮。

地方上开会动员青年参军，我

满怀爱国主义热情，跟父母说我想

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还动员

同学一起参军。 这年，父亲带着我

们报了名， 当时赵营村有 82 人参

军。

入伍时，我们骑着马、戴着大

红花，高唱着《光荣，光荣，参加解

放军》等歌曲，在零下 20多度的冬

天步行到南乐县新兵训练基地集

结，我被编入冀鲁豫军区二分区新

兵 8连，住在东苏庄。

在部队里， 我坚持学政治、学

文化、学军事“三学” 培训，训练了

40多天。我勤学苦练，练习投弹、实

弹射击，立志提高杀敌本领。 深夜

行军、快步行军，我成绩优良，立下

了四等功和三等功。

“部队看我是个好苗子，把我

送到冀鲁豫军区教导队学习深造，

3个月后， 我被分到冀鲁豫军区警

备团政治处组织股从事宣教工作，

我的股长是马国选。 ” 1949 年年

初，我从地方部队划转到第二野战

军第五兵团第 17 军，我在 17 军补

训师 3 团 1 营 1 连当排长和政治

文教干事。

1949年 3月 9日，我们挥师南

下，向长江北岸前进。4月 21日，我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打过长江。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了，但国民党逃

跑得很快，部队遵照刘邓首长“主

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挺进，贯穿敌

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击之” 的指

示，二野第三、四、五兵团分成三个

方向，分别以徽州、上饶、贵溪为目

标，沿浙赣线、徽杭线日夜兼程，对

敌人展开了“千里大追击” 。

在追击中，杨勇、苏振华指挥

第五兵团第 16、17、18 三个军为中

路，我们沿浮梁、景德镇直指衢县、

江山，对敌人一路猛追不舍，每天

行军 50 多公里，连续以日行军、夜

行军、强行军、急行军等方式高速

挺进，打了一系列的奔袭、遭遇和

围歼战。 在渡江战役和“千里大追

击” 中，二野歼敌 10 万余人，解放

了安庆、金华、上饶、南昌等 86 座

城市和皖南、浙西、闽北、赣中的广

大地区。

在江西铁路边行军时，部队遇

到敌军的飞机轰炸，我和战友架起

机枪打落了一架敌机；在湖南湘潭

过湘江浮桥时，眼看战友有落水的

危险，我带领大家一起抢救，不但

救出了战友、还保住了马匹和物资

的安全；在翻越雪峰山时，上下 80

里，流血又流汗，攻破了难关……

渡长江、大追击、解放大西南，

一路上打了不少仗， 受了不少苦，

两个脚板步行经过 8 个省，行军作

战 8000余华里。 行军作战途中，我

在 1949 年 2 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由于我在行军作战过程中

表现突出， 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立了二等功。

这一路上，我经受了病痛的折

磨。 由于气候和卫生条件的原因，

我全身长满了疥疮， 还患上了疟

疾，发烧到 40 度，然而我始终坚持

和战友并肩战斗，绝不掉队。

在湖南湘潭驻扎休整时，部队

突然下达军令要从我们 17 军抽调

部分干部充实到 “西进支队” ，于

是我被编入“西进支队” 八大队三

中队，马国选是我们三中队政治委

员。 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做好接管贵

州地方国民党伪政府的工作，还要

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开创地方工作

新局面。 自此，我们随五兵团向大

西南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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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走在光明的道路上。 ” 88 岁的赵永法神采奕奕，指着墙上

和毛主席的大合照，回忆起 40 多年的革命生涯，总有说不完

的话。

童年时期经历灾荒， 抗战时和大人们一起挖战壕、 修地

道，参军入伍后渡长江、大追击、解放大西南……在赵永法绘

声绘色的讲述中，那些荡气回肠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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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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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

贵州剿匪

1949 年 10 月 20 日， 我们随

部队进抵邵阳、 桃源一线，11 月 1

日，五兵团由邵阳、桃源地区出发，

进军贵州。

“当时连续下了好几天雨，道

路泥泞，国民党军撤退时还破坏道

路桥梁，我们部队忍饥挨饿，奋勇

前进。 ” 在第五兵团各路大军打击

下，贵州东部国民党军纷纷向贵州

腹地溃逃。 第五兵团 10 日之内连

克天柱、玉屏、岑巩、镇远、三穗、施

秉、黄平等城镇，突破国民党军黔

东防线。自 11月 3日起，西进支队

以大队为单位，分批徒步向贵州进

发，入黔后分赴各地区进行建政和

接管工作。

1949 年 11 月 22 日， 我随以

马国选为县委书记、李济民为县长

的 34名干部队伍正式到安顺地区

镇宁县接管国民党的伪政府，开展

地方有关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新政

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到镇宁后，我们听取了有关人

员和先遣营对镇宁县的介绍，又开

展了深入的调查。镇宁是国民党的

‘模范县’ ，而伪县长李炳桥、国民

党县党部书记长鲁瑞昆、国民党国

大代表赵瑞吾被称为镇宁的 ‘三

大金刚’ ，三股反动势力统治着镇

宁全县。 ”

当时， 镇宁县是个穷地方，经

济、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社会环境

复杂，还有伪政府 200 余人的县大

队武装力量。人民群众对我们并不

了解，抱着观望的态度。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下定决

心，不怕牺牲，相信一定能取得胜

利。 1950年元旦刚过，就出现了土

匪疯狂反扑新生政权的状况，我们

立即成立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指

挥部，安排县委机关力量镇守钟鼓

楼，安排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坚守真

武山，用机枪火力镇守全城。

土匪三次攻打县城， 均未成

功。 刚开始，以伪乡长伍学帅为首

的匪众 1000 多人攻打县城， 被我

一个连的兵力打跑，抓获土匪一二

百人。后来募役区匪首杨子拦聚起

2000 多名土匪攻打县城东门，我

们把县城四门关闭，做好打土匪的

准备。

土匪走到青龙山脚时，正遇上

从安顺地委行署安排到盘县去工

作的解放军。 他们看到土匪要攻

城，就从老东门下车，用两挺机枪

直接把土匪打跑。

1950 年， 县委和清匪反霸指

挥部接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的

关于开展剿匪镇压反革命的命令，

我们便积极发动人民群众，深入开

展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

五一团调动一个营的兵力去江龙

区本寨打土匪，宋树功、韩振东和

我参加了战斗，在包围村寨进行搜

捕中，活捉了匪首孟德益。

第二天，我们又到募役区马场

乡剿匪，大家吃了桐油炒的“香椿

炒鸡蛋”呕吐不止，仍坚持行走 40

华里到达江龙休息， 夜晚再出发，

步行 5个多钟头，走了 50 多华里，

过了 12道小河沟，全身是汗。

“我们在攻打马场乡土匪据

点的路上，被一个戴草帽拿镰刀扁

担的土匪发现了， 他跑去通风报

信。 西南匪首刘伯龙、贵州匪首曹

绍华、募役区匪首杨子拦等土匪听

到消息后跑进山里。我们用六零炮

打，第一炮打过了山脊，第二炮打

近了一点， 第三炮打在了山顶上。

在我们的攻势下，匪首匪众基本跑

完，只剩下杨子辉。

我们回城第 4 天又接到去安

西区、扁担山区剿匪的任务，攻打

麻元土匪聚居地。那天，刮风下雨，

条件十分恶劣， 打了两三个小时，

大多数土匪跑掉了，当场抓获了土

匪参谋长杜干夫。

剿匪历经 8 个月，土匪基本被

消灭，敌对分子破坏活动受到有效

控制，形势大有好转，社会秩序基

本稳定。

“我在 1976 年任清镇县委副

书记，1982 年任清镇县政协主席，

到 1992 年满 60 岁，光荣离休。 我

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始终

没有忘记我们的理想和信念，我会

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忠诚本色，不

褪色、不变质，幸福不忘共产党，教

育孩子们，奋斗新时代，再创新辉

煌。 ”

C

赵永法：徒步行军

作战八省

童年记忆

1932 年农历三月， 我出生在

河南省滑县赵营村的一个农民家

庭，家里七口人。

我的祖辈曾给地主放养牛马、

当长工，到我父亲这一辈，父亲主

要做农活，母亲主管家务。 我是家

中长子， 农忙时帮家里做农活，14

岁锄地除草，16 岁碾麦、 赶马车，

推土推粪。 我 8 岁开始读书，学过

《百家姓》、《三字经》、《论语》，

后来又读了 4 年小学，还在区办初

中学习了不到 1 年，我很珍惜读书

学习的机会。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国困

民穷，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者在中

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 1944年的端午节，

日本人入侵到赵营村。为了躲避日

本人，我和父亲一口气跑到了五华

里远的牛寨村， 躲在柏树林中，又

渴又饿。

日本人第二次进村时，召集村

民开会， 和汉奸动员村里绰号叫

“四老鼠” 的伪保长，让他叫村民

把枪交出来，没有枪，日本人就当

场把“四老鼠” 打个半死。 村民们

都想办法逃跑，我父亲翻墙逃跑时

被日本人打了两枪。我跑到一户人

家的厕所里躲藏，被汉奸抓住。

我和二十多名同学被关押到

村小学， 日本人叫我们交出枪支，

但大家用沉默来抵抗，他们把一个

绰号叫“三瞪眼” 的同学强行丢进

地窖，将马粪和辣椒面混合，用风

车往地窖里扇，“三瞪眼” 差点被

呛死。 太阳快落山时，日本人才坐

汽车回他们的据点———两门。

那时，白天日本人从据点出来

烧杀抢掠，夜晚八路军和民兵偷袭

日本鬼子据点。我和大人们一起挖

战壕、修地道，和八路军、民兵一起

开展地道战。大家把粮食和能吃的

食物藏起来，日本鬼子进村找不到

东西吃，以此削弱他们的体力和战

斗力。 到 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战乱才算停止。

讲述人：赵永法，88岁，原清镇县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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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11 月 4 日，贵州

省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平

坝郎岱镇宁普定代表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