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墙河，古称微水，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东北部，全长 108 公

里，流经平江、临湘、岳阳三县市，为岳阳市境内第二大河流。1646
年，清兵南侵岳州，南明抗清英雄何腾蛟在微水南岸筑长城抗清。自
此，微水便改名为新墙河。河分南北二源，南源沙港发源于平江县板
江乡，北源游港发源于临湘市羊楼司镇。两港蜿蜒而下，会合于岳阳
县筻口镇的三港咀，始名新墙河，由此向西流经新墙、荣家湾，至破
岚口入洞庭湖，全流域 2370平方公里。

1938年 10月，日军占领了武汉，为确保武汉周围地区安全，日
军于 11月初继续向鄂南、湘北进攻，11日攻占岳阳，即停止南进，
与中国军队在新墙河南北隔水对峙，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进
入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湖南成为了中国抗日战场的重要主体。
日军为打通华中与华南通道，妄图从南北方向会师长沙。日军

在岳阳一带稍作休整后，准备南下直取长沙。从岳阳方向进攻长沙
中间须跨越四条河流，即：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新墙河
成为阻挡日军南下第一道屏障，中日在此都投入重兵攻防。历经五
年，方圆几十公里，双方死伤惨重。新墙河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
成了侵略者难以逾越的防线。因而，新墙河被称为抗击日军的东方
“马其诺防线”。当年的血战之地成了今天的古战场。硝烟已去，山河
依旧，人们凭吊，怀思昔日的抗战英烈。
今特刊登我国著名抗日战争题材作家彭新华采写抗战 70周年

系列手记之一《王爱民老人口述抗战时期亲身经历》，旨在纪念抗
战、铭记历史、倡导和
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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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羊年正月，我们一行 3人，前往市求索路一
栋普通的民房，一则拜望 88高龄的王爱民老人，二
则今年是抗战胜利 70周年，笔者正在全面收集当年
亲历抗战健在老人们的亲身经历和口述史料。

一粒谷二头尖， 端着饭碗想从前，
日本鬼子真万恶，侵我中国好多年。
杀人放火不留情，奸淫掳掠到农村，
鸡鸭鱼肉齐抢光，逼得百姓去逃荒。
叫天喊地无门路，含着眼泪好伤心。

——— 王爱民

说起亲身经历，王爱民老人一口气立马边说带
唱，背出了这首自编自写的顺口溜，让我们的思绪一
下子回到了烽火连天的八年抗战岁月。
王爱民老人与老伴一生养育了 8个儿女，辛勤

的劳作摧残了他的健康，背部佝偻、步履蹒跚。他布
满皱纹的脸上烙上岁月的沧桑与苦难，也写满了新
生活大家庭的温馨与幸福。

" 父亲小时后受的苦难太多，听说你们要来采
访，心情激动，一夜都没有睡好。"湖南天欣集团董事
长王五星在一旁深情地说。

山中逃难，儿哭母啼

"我是 1928年农历七月初四出生的，有四兄妹；
我父亲从小就是一个孤儿，'爹死娘不在 '，家里很
穷。我们那个地方叫鹿角富强村岭上王屋场，处在洞
庭湖与新墙河的夹角中，日本鬼子打过新墙河的时
候，我有了上十岁。"王爱民老人说。
刀下断头鬼，荒野乱游魂。1944年，第四次湘北

会战后，新墙河南岸沦陷，鬼子的一股部队驻扎在费
赵屋场铁坑小学，与岭上王层场相距约二华里，王爱
民老人曾经在那里念了三年书。"鬼子每到一地，杀
人放火，人心惶惶"。"鬼子突然开进费赵屋场，附近
老百姓慌里慌张，大多逃到了岭上王屋场的后山，有
100多人。后山的柴草很深，人躲进去不易发现。'家
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满天飞 '，乡里乡亲故土难
离呀。"
王爱民的母亲手里抱着妹妹，拖着几个儿女，挤

在逃难的人群中往山上跑；王爱民一不小心摔倒在
地上。膝盖刮破了皮，鲜血直流。母亲叫喊着"我的儿
呀"，弯腰去扯，不料被旁边的人绊倒在地，呼儿唤
女，乱作一团。
王爱民的父亲王夕仇舍不得走，在家看房子。他

辛苦了大半辈子，燕子衔泥巴，好不容易起了几间泥
巴屋。

鬼子抢入岭上王屋场，脚踹大门，枪砸窗户，牵
牛赶猪，鸡飞狗跳。王夕仇看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在
地坪里晃动，心里发毛，打开后门往山上逃。二个鬼
子发现后跟着赶。一条很深的沟，一米多宽，王夕仇
一抬腿就跃了过去，像兔子一样钻进了柴草中。鬼子
站在沟边干瞪眼，跳不过去，又怕中埋伏，对空放了
二枪后悻悻返回。
鬼子在屋场里捉鸡宰猪，翻箱寻柜，闹哄哄的声

音不时传人后山。山中的百姓大气都
不敢出，难民中有金星村一对母子，
小孩抱在怀里，忽然肚子痛，哇哇哭
了起来。难民们吓得要死，有胆小的
说将孩子闷死算了，省得连累大家。
母亲哀求地望着大家，大伙纷纷摇头
叹息，脸色惊慌。母亲极不情愿地拿
出毛巾，捂住了儿子的嘴巴。就在这
时儿子好像懂事了，滴溜溜的眼睛乱
转，闭上了嘴，不哭了。难民们松了一
口气，母亲却忍不住哭出来……

被逼修桥，英勇献身

中央军撤退前，为了阻止日军南
侵，将位于麻塘破岚口上新墙河铁路
桥忍痛炸毁。日军为了向河南岸进攻
以及运输战略物资，逼迫附近民众出
工出力抢修铁路桥，十几岁的王爱民
也被鬼子捉去。在鬼子的刺刀与军犬
的严密监视下，100多人没日没夜地

干活。王爱民年龄小，被鬼子派到厨房搬柴火。
桥前后抢修了一个多月。老百姓忍饥挨饿干活，

鬼子对他们非打即骂。老百姓一般都从家里带来了
斗笠，一碰到下雨天，鬼子就将斗笠抢过来戴，逼着
大家淋雨干活，还在一旁哈哈大笑。
鬼子喜欢吃河鲜。老百姓出完工后劳累不堪，鬼

子又逼着他们下到新墙河里摸螺丝、蚌壳，捞虾子。
地里的蚕豆、山上的野果，也逼着百姓去摘，有一次，
一个姓潘的大哥从山上摘了一捧野泡，鲜艳水灵。鬼
子吃下后不停地呕吐。"这下倒了霉，潘大哥被鬼子
吊起来毒打，打得奄奄一息。"
一个日军队长，身边带了一个朝鲜妇女一起生

活。朝鲜妇女是一个慰安妇，每天早晨起来要做一碗
人参汤给队长喝。这天早晨，王仲吾、王爱民在厨房
里劈柴，王仲吾实是肚子饿了，趁朝鲜妇女不注意，
将人参汤一口喝掉，然后往碗里加白开水。鬼子队长
发觉后大怒，将朝鲜妇女打倒在地扇了几个耳光。又
怒气冲冲将外面做工的十几人喊进来，命令他们张
开嘴巴，一一检查。大伙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个个提心吊胆。一个年
轻后生面色发白，扑通
一声跪下来，打着哭腔
喊"太君饶命！"原来他将
工地上的铜丝偷了二根
捆在裤腰上，歪打正着。
后生被鬼子毒打了一
顿。王仲吾则躲在厨房
里逃过了一劫。
就在铁路桥即将修

好之即。一天中午，从南
边的云层中传来" 轰隆
隆"的声音，随即钻出了
三架美国飞机。鬼子害
怕暴露目标，将老百姓
赶入新墙河里。

"我年纪最小，站在
河岸边惊慌失措，潘大
哥一把拉住我的手，将
我拖下水。"
鬼子威胁老百姓只

能露出脑袋，自己则纷纷躲进预先挖好的工事中。美
军飞机在上空盘旋，眼看就要飞走。

"就在这时，潘大哥从水中蹦出来，冲上堤岸，往
铁路桥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挥舞着一条白毛巾。鬼
子队长气急败坏朝他连开二枪，打在他的后脑壳上，
潘大哥当场牺牲。"
美国飞机终于发现了目标，连续对大桥发起攻

击，几颗炸弹命中了目标，大桥一片火海，像一个醉
汉栽向河中。

"潘大哥是我们军队的便衣队员，他故意暴露目
标牺牲自己，炸毁了大桥，让鬼子的计划落了空。"王
爱民老人向我们说起这些，眼含深情，无比怀念。
大桥炸毁后，王爱民跟在大人后面趁着火光逃

回了家，鬼子后来再也没有修过桥。

击落敌机，帮助埋弹

那时候，洞庭湖上空经常发生空战。
"日军飞机上印有太阳旗，美国飞机上印有大鲨

鱼标志，打仗时都是低空飞行，看得清清楚楚。"
有一回，一架日军飞机被援华美机击落，落在岭

上王屋场二里路的地方，大约是五爱村与青莲村交
界处。"隔老远便看见冲天的火光。"王爹回忆说。
岭上王屋场住着我军的便衣队员，他们和老百

姓一样打扮，相同的口音，四处活动刺探日军情报。
老百姓知道他们的身份，暗中保护他们。
便衣队员赶在日军前面，将飞机上的机枪子弹

搬回了岭上王屋场。这时鬼子也在找子弹，便衣队担
心鬼子追捕，将子弹搬到了王夕仇家中，嘱咐他埋
掉。王爱民老人一生都记得，他比划着说："子弹很
长，黄澄澄的，父亲连夜在后园菜地里挖了一个坑，
埋了进去，足足装了二箢箕。"

"后来日军果然挨村挨户搜查，我父亲整天提心
吊胆，不敢出门，不敢多说半句话，一旦被鬼子查出
来，不但自己掉脑壳，全家人也要遭殃。"
三天之后的一个夜晚，便衣队员潜入村子，挖走

了机枪弹，王夕仇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日军投降，霍爹挖塘

日军投降后，部队分散驻扎在鹿角沿湖一带，等
待中国军队缴械。
吴文高屋场与费赵屋场都是受降点，"鬼子打了

败仗还是不服气，我亲眼看见驻在费赵屋场的鬼子
来到岭上王屋场，将刺刀、手榴弹、子弹丢进水井里。
后来老百姓取出来上交给了便衣队。"
鬼子们不死心，暗中将枪的撞针磨掉，让枪打不

响；还有的鬼子晚上偷偷将马蹄拔下来，白天马就不
能行走，一走就打跪。
鬼子缴械后原地待命，没有饭吃，又不敢到老百

姓家抢东西，饿得头昏眼花。后来，实在不行了，三五
成群出来讨东西吃，烂红薯、菜叶、萝卜，甚至猪潲，
只要老百姓打发一点，他们就吃得津津有味。

王霍楼老人煮了一些红薯和萝卜给鬼子吃，鬼
子千恩万谢，王霍楼说："你们在中国干尽了坏事，现
在投降了也做件把好事，帮我们挖一口水塘吧。"

20几个鬼子为了活命，锄头挖，箢箕背，连续干
了三天，在岭上王屋场挖出了一口水塘，旁边堆出了
一个小山包。

"这口水塘还在，我们叫它 '霍爹塘 '，好几十年
了，叫惯了。"王爱民老人笑呵呵地说。
波光粼粼，水塘如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霍爹塘 "就是一面历史
的镜子。

采访结束，爱爹和老伴恋恋不舍起身，硬要送
我们到门外，那个热情定人久久不能忘怀。我们衷心

祝愿二老笑口常开、身体健康、做长寿的寿星。

王爱民老爹：口述抗战时期亲身经历

步先哲之高衢，觅山水之琼湾。闹市红尘之外，

深园蓊郁之厢。倚龙山之巍巍，凭南湖之荡荡；拥洞

庭之神韵，沐圣寺之祥光。群贤毕至，风华晏晏；华

堂高筑，气象煌煌。茂林修竹，摇红绕碧；春兰秋桂，

溢彩流香。锦鳞嘻戏，鸟鸣蝶舞；灵果参差，荻露葭

霜。樽酒留连，吕仙驻足；莼鲈怀思，游子归乡。

夫斯山斯水，钟灵毓秀；精英汇聚，韵度留芳。

胜景澄心，当山水知音而不狎；福祉盈门，为民族复

兴未敢忘。居风水宝地，系万家忧乐；维精神嘉园，

数一代儒商。忠孝传家，有宅心仁厚，种德收福；诚

信立业，凡厚德载物，济世经邦。其行维健，其命维

昌；薪火相传，山高水长。

噫，山水之湾，钟山水之秀，极物华之盛，焕人

文之彩，立潮流之上。地灵人杰，再镶洞庭明珠；古

城新篇，又写巴陵胜状。

乙未年秋

岳阳市政协原副主席程谦逊

王爱民老人，生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七月初四，岳阳
县鹿角镇富强村人，是董事长王五星最尊敬和最爱戴的父亲。当
年，日本鬼子攻打新墙河时，爱爹有了上十岁，土改时，爱爹是大

队的文艺宣传员。今年 88岁的爱爹，身板硬朗，记性好，乐善好
施，是受人喜欢和远近闻名的大好人。 图为本文作者采访爱爹

图为采访留影，前排手牵手者为王爱民老人和老伴吴宽
心老人，后排为湖南天欣集团董事长王五星与作者彭新华。

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

新墙河：抗击日军的东方“马其诺防线”

□文 /彭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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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快乐带动心情/用观念导航人生/用执着追求事业/
用真诚对待朋友/用平淡对待磨难/用努力追求幸福/用感
恩对待生活！

岳阳市临港富强混凝土管桩有限公司 小 张

Z 美好中秋
在heligushi

女儿打来电话，约定明天回来探家；小
儿子也从学校一连发了两三条祝福短信，祝
福的话甜得发腻。但是，想起从前中秋佳节
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我还是不免心生几许
世事沧桑的无奈和人生易老的悲凉。

一轮圆月早已高高的悬挂在湛蓝的天
空，如约而至似的，一如既往地诠释着岁月
的流逝，寄托着人们幸福团圆的美好愿望。
而我，对中秋赏月向来是不太感兴趣的。因
为在我的观念里，那只是人类根据自己的需
要强加给她的一种意愿而已，不然，象征团
团圆圆的她为什么还会有类似嫦娥奔月独
守广寒宫的凄美传说呢？在我的意志力，我
更喜欢元宵节的月色，因为那时的天气，虽
还未有从数九寒天的尾气里完全解脱出来，
但是，一轮圆月下，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里，冲
天而起的礼炮和瀑布似的礼花所带来的大
地回春的气息，总给人以希望和温暖；而中
秋之月，虽还残存些夏的余温，但总令人感
到繁花似锦的春天以及如火如荼的夏季又
一次离我们远去，短暂的收获后，又将是衰
草连天，枯叶遍地，进而进入天寒地冻的漫
漫冬季。以前的所谓中秋赏月，说白了，就是
利用难得的节假日，和儿女们在一起说说笑
笑而已。而今日，独自一人徘徊在院子里，心
中更多涌起的是失落与悲秋。
月光坦坦荡荡地倾斜下来，把周围的一

切勾勒得棱角分明。那冷静的光似乎也飘荡
进我的心里，驱散着我内心的浮躁，我的心
不觉间渐趋平静，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抬头仰
望那圆圆的月亮。忽然，那月亮似乎并没有
多少的生动，只无声无息地把太阳的光明毫

无保留地折射给本应漆黑一团的地球，完成
着地球卫士忠诚的职责。一种新的感悟便油
然而生：其实，月亮原本一直都陪伴在我们
的生活里，无论正月十五、八月十五，还是二
月十五、三月十五、四月十五……只是，公历
的纪年以及日趋浮躁、忙忙碌碌的生活使我
们忽视了她的存在，而她，依旧无怨无悔的
用忠诚书写着或隐或现、或圆或缺。古诗中
的溢美之词被没有使她飘飘然，现世的冷遇
依旧不动她的一颗平常心。她知道，自己只
是一颗茫茫宇宙中极其微小的星体，她的本
真就是演绎时间的变换，季节的更替，人生
的轮回，宇宙的进程……此时，一朵朵追月
的彩云蜂拥而至，为她遮上了一层朦胧的面
纱，她立刻变得生动了许多，而彩云也因此
镶上了一圈金光。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
过程，不大一会，彩云的金光散尽，一切顷刻
之间变成过眼云烟，月亮也依旧孤独地悬挂
中天。是啊，人生苦短，何必斤斤计较于繁花
似锦的青春年华，奔波劳累于追名逐利，悲
悯于人生易老的慨叹之中不能自拔；何不在
我们的有生之年，亲近自然，随遇而安，就像
空中的那轮圆月，从从容容地运行，坦坦荡
荡地奉献呢？
楼宇间的灯光渐次熄灭，也不再听到街

上的欢闹之声。轻拢慢抹着一曲月光，不觉
已夜深。秋的寒意渐浓，阵阵寒意袭上我的
周身，天凉好个秋！带着内心的几分从容和
安宁，在月亮冷静的眼神目送下，我走进屋
里，心中竟无端生出些许的暖意。此时，妻已
经熟睡好久了。

（请本文作者与编辑部联系，以便领取稿费）

中 秋 情 思

有人为了等待机会，往往一心想摘取远方的蔷薇，却反
而把身边的玫瑰践蹅在脚底，他忘记了一切大事都必须从
小事做起！

岳阳市富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蒋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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