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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育新机
本报记者 李红光

在百团大战纪念馆一号展厅的墙上，刻着这样的

一段话：“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动

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这是抗日名将范子侠经

常同部下讲的铮铮誓言。百团大战期间，范子侠任八

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旅长，负责正太铁路阳泉

至寿阳段的破袭任务，他身先士卒，屡立战功。

1940 年 8 月 20 日，百团大战打响。由于桑掌桥

是正太铁路上的重要桥梁，日军有重兵把守，八路

军连续多次冲锋均未成功。深夜 3 时，范子侠离开

指挥所，亲自带着机关炮潜入距敌人六七十米的树

下，冒着敌人机枪扫射的危险，亲自指导装弹、调

整炮位，架炮猛轰，很快打哑了敌人的机枪，爆破

人员这才在炮火掩护下，巧妙到达指定地点完成爆

破，正太铁路被拦腰斩断，日军钢铁运输线顿时

瘫痪。

测石 （狼峪） 车站为正太铁路上的二等车站，

平时驻有 100至 150名日军，整个车站四周有坚固的

铁丝网，车站有水泥修筑的工事，南靠以草帽山为

主峰的 6 个炮楼、碉堡的保护，直接钳制八路军在

正太铁路的破袭活动。八路军虽多次组织强攻，

但在敌人的坚固工事、有利地形面前均未能奏

效。8 月 23 日，范子侠乔装成日军进入车站，在

几乎零伤亡的情况下一举拿下车站据点。8月 24

日，范子侠又亲自带队强攻草帽山，他和政委

赖际发等 100 多人都中了日军的毒气。当夜，

八路军最终攻克了敌人在草帽山上的炮楼。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破坏正

太铁路，此时的范子侠正患眼病，泪流不

止，白天带着茶色眼镜强忍病痛坚持指挥

战斗，晚上用硫酸铜点眼。每一次战斗，

范子侠都精心策划，部队一旦攻占铁路

及车站后，就迅速组织、依靠当地群众

开展全民参与的破路活动。在范子侠的

指挥下，阳泉至寿阳段破袭工作按期完

成且取得显著成果，在百团大战中留下

浓重一笔。

范子侠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能双手用

枪。战斗中他常常亲临前沿阵地，手持双

枪，左右开弓，令敌人闻风丧胆。1942

年，范子侠在河北沙河县 （今沙河市） 反

“扫荡”中壮烈牺牲，时年34岁。

刘伯承、邓小平撰文称赞他是“模

范的布尔什维克，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

放 事 业 的 战 士 ”。 2014 年 ， 范 子 侠 入 选

“中国首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

作为一名“90 后”讲解员，每次讲到

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诠释责任与担当的时

候，我的内心都非常激动。虽然当讲解员已

经 5 年多了，很多故事已经比较熟悉，但常

常觉得自己应该讲得更好。

为此，我和同事们一起加强学习，请教专

家 ，拓 宽 知 识 面 ，争 取 为 参 观 的 观 众 更 生

动、更丰富地讲解这段历史。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我将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

申请书，希望在讲解员的岗位上更好地

服务观众、锻炼自己，时刻接受党组

织的检验，争取早日成为一名真正

的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 李红光整理）

1940 年 8 月 20 日晚，百团大战打响。

八路军两个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西

峪村矿警队之后，连夜占领狮脑山，构筑工

事，防止敌人西进增援。从 21 日凌晨开

始，日军先后纠集近 2000 名日伪军，出动

飞机近百架次，连续对狮脑山上八路军的阵

地发动数十次进攻。八路军战士英勇顽强，

冒着连绵秋雨，忍着饥饿，鏖战六昼夜，击

毙敌人 400 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全面胜利立了首功。

八路军总部曾连续 3 天发布 《捷报》，

向全国介绍狮脑山战况。彭德怀副总司令在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总结中，表扬“守卫狮脑

山的部队英勇顽强”。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

达赞扬说：“这个战斗不仅说明我军攻如猛

虎，而且守如泰山，大煞了所谓‘赫赫皇

军’的威风。”

今天，百团大战纪念馆利用声光电、半

景画及大型沙石模型等手段，生动再现了狮

脑山的鏖战场景。记者一边看，一边感叹这

一仗的艰难。纪念馆讲解员李玘说：“这一

仗非常关键。阳泉位于正太铁路中段，是华

北日军的重要据点。狮脑山是阳泉的制高

点，我们控制了狮脑山，就意味着控制了正

太铁路的咽喉，从而可以居高临下控制整个

阳泉，并能进一步保障正太铁路西段八路军

破袭部队的安全。”

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阳泉是主战场之

一，而这场狮脑山上的鏖战又是重中之重。

1995 年，在狮脑山顶峰落成了百团大战纪

念馆，1997 年被命名为全国首批“百个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0 年，在纪念碑

主碑以西 400米的位置新建了百团大战纪念

馆。百团大战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展陈百

团大战内容的综合性纪念馆，由此成为阳泉

一张名副其实的红色名片。

百团大战纪念馆馆长陆茜告诉记者，每

逢节假日，周边地市的游客会慕名而来。作为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不少学校的学生会

集体来此参观学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

这个示范基地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陆茜说，去年 5月份以来，阳泉市委党

史研究室对纪念馆进行了第三次改陈布展，

为了更好地擦亮这张红色名片，让更多人能

够在建党 100周年之际，更好地接受红色传

统教育，传承红色精神。

1947 年 5 月 2 日，晋东工业重镇阳泉获

得解放。两天后，阳泉正式设市，成为夺取

全国胜利之前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

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苏小平认

为，在阳泉建市之前，我党我军曾占领、收

复过诸多城市，但均属接管性质。阳泉建

市，则是我党在一个山区集镇有计划、成建

制地组建一个崭新的市委、市政府，这在中

共历史上是第一次。苏小平表示，较早建市

的阳泉有幸成为我党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试点

样本。到新中国成立时，阳泉经过两年多的

艰苦创业和不断建设，为解放后我党接管、

建设、管理城市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建市之后，阳泉成为解放战争兵员补充

基地，先后 4 次掀起参军高潮，超过 11000

名青壮年参军；仅支援解放晋中战役和太原

战役的就有 8800 多名民兵、1470 多副担

架、3100 多辆大小车辆。阳泉还是重要的

后勤保障基地，阳泉生产的煤、铁、硫磺、

手榴弹等必需品和军用品，源源不断运往晋

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董必武赞扬

说：“阳泉市虽然不大，但支援解放战争的

贡献不小。”阳泉市委、市政府还组建了国

营阳泉煤矿公司，抓紧恢复煤铁生产，将煤

铁源源不断运往华北华东广大解放区，有力

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支持了国民经济的

恢复与发展。

建市之后，阳泉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恢

复发展工商业，推动教育、文化、卫生等各

项社会事业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

生产力，成为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转移的

实践地。阳泉还成为南下北上干部的输出

地。从 1947 年 10 月至 1949 年 8 月，阳泉市

先后分 5 批共 519 名优秀地方干部，成建制

地踏上开辟新解放区工作的征程。

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阳泉已经成为一

座新型工业城市。阳泉市委高度重视红色资

源的挖掘整理，作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

优势，提出要用好“中共创建第一城”这一

在全国范围都属于首创性、唯一性的红色资

源，建设全国一流的红色教育基地，塑造好

红色文化品牌。

新时代新征程，阳泉正大力推动红色文

化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力争把阳泉的红色

遗址、红色景点、红色历史连起来、串起

来、立起来，做实、擦亮、叫响“中共创建

第一城”品牌，将这一品牌讲清楚、塑起

来、传开来、融进去，使之成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点，为阳泉重塑竞争新优势，

倾力打造晋东区域中心城，在转型发展上率

先蹚出一条新路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站在海拔站在海拔11601160米的狮脑山顶峰米的狮脑山顶峰，，俯瞰山城阳泉俯瞰山城阳泉，，静静的桃河穿城而过……静静的桃河穿城而过……
阳泉是革命老区阳泉是革命老区，，红色基因早已融入其发展血脉红色基因早已融入其发展血脉。。近年来近年来，，阳泉依托红色资源阳泉依托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品牌打造红色品牌，，以红色精神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以红色精神推动文旅产业发展，，

不断为转型发展注入红色动力不断为转型发展注入红色动力。。

挖掘打造红色品牌

继续擦亮红色名片

身先士卒范子侠

百团大战纪念馆讲解员 李 玘

开国将军王政柱之子王延：替父

亲王政柱还愿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

百团大战烈士永垂不朽！

山西大同游客赵燕：懂得珍惜当

下的美好，感怀感恩先辈用生命的付

出，守护世世代代的土地！

河南郑州游客郑毅：拥有一颗赤

子之心忠心报国，我们是龙的传人！

山西吕梁游客王金川：相信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的未来一定

会更美好！

河南洛阳游客冯健：中国军人真

勇敢，向我们的英雄致敬！

山西晋中游客赵强：铭记历史，老

一辈革命先烈用生命夺取的胜利来之

不易！

山西省阳泉市是我党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前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 续 敏摄

左图 百团大战纪念馆讲解员李玘

在讲解。

下图 百团大战纪念馆展示的狮脑

山战斗指挥所内景。

本报记者 李红光摄

百团大战纪念馆里，抗日名将范子侠的浮雕。

本报记者 李红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