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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沟村抗日模范村纪念碑

菏 泽 英 烈菏 泽 英 烈

薪火传承薪火传承

菏泽日报主办菏泽日报主办 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协办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协办

清明时节，位于曹县郑庄街道孔道口村中的“革命先
驱孔庆嘉烈士纪念碑”前鲜花簇拥。今年 4月 5日，是孔庆
嘉烈士牺牲 90周年的日子，我们走访了孔庆嘉烈士的孙子
孔学军。

“我们家在当时家境比较好，有不少田地。爷爷在我
们家里排行第七，他牺牲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他的女儿是

‘遗腹子’，现在东北定居。”孔学军说。
孔学军的父亲孔繁亮是孔庆嘉烈士的侄子，由孔庆嘉

夫人抚养长大。孔学军说，他是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的
（孔学军从小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常常主动给他讲起
孔庆嘉烈士的故事。

接受革命进步思想

孔庆嘉，1906 年出生，16 岁考入山东省立第六中学。
当时菏泽城内另一所南华中学思想较为进步。学校开办
了一个“书刊介绍社”，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订购了
进步书刊，本校和校外师生均可自由阅读。同时书社还负
责给师生介绍、推荐和代为订购书报杂志。孔庆嘉常到那
里去购买和借阅书籍，逐渐产生革命思想，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

1924年 1月 21日，列宁逝世。月底，南华中学进步师
生冲破反动当局的阻挠，在礼堂隆重召开了追悼列宁大
会。孔庆嘉不顾学校的禁令，毅然到南华中学参加了这次
追悼大会。会后，他与其他进步师生一起走上街头进行演
讲，传播马克思主义，讲解共产党的主张。这次追悼活动
使孔庆嘉深受教育，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萌生了走苏俄
革命道路的信念。

1925年，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共青团员徐鹏翥
和刘正甫到菏泽地区开展青运工作。孔庆嘉主动和他们
取得联系，很快成为革命骨干力量，同时争取了几个要好
的进步同学共同参加革命活动。五卅运动爆发后不久，孔
庆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孔庆嘉、郑尔拙、丁培之
等十余名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跟随徐鹏翥奔赴武汉。随
后孔庆嘉进入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孔
庆嘉进一步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深入系统地学习
研究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中国农民问
题等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得到很大
提高。由于他学习刻苦努力，工作表现出色，不久就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推动曹县革命运动发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结束学习的孔庆嘉被派往河
南，在郑州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 6月，孔庆嘉被捕，
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1929年 7月 6日，孔庆嘉在家人出
钱营救下被保释出狱，立即回到家乡曹县，开展革命活
动。和同样刚获释、从武汉返乡的共产党员曾广山建立了
中共曹县支部，孔庆嘉任支部书记。他先是在曹县平民小
学任教，后又到曹县民众教育馆通俗讲演所当讲演员，利
用讲演员这个合法身份，他深刻地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
宣传革命真理，在曹县思想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孔庆嘉非常注意团结进步青年，培养青年骨干。他不
断向青年们介绍进步书刊，讲述革命道理，引导他们关心
社会、关注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组织
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任守钧就是
在 1929年被他发展入党的。

曹县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创办了“曙光书店”。书店从
上海运来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如

《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孔庆嘉认为，这是传播新
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列主义的极好阵地，他大力资助，成为
认股最多的股东之一。据孔学军讲述，孔庆嘉变卖了家里
的土地，把钱投入在书店里，家里人只知道他在县城做生
意，对于干什么一无所知。孔庆嘉一直对家人隐瞒着共产
党人的身份，一方面是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另一方面也是
出于对家人的保护。

他还和任守钧组织了“曹县社会科学研究会”，定期召
开座谈会，介绍自己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收获体会，探讨
中国革命的道路。同时，在县城内的城隍庙，孔庆嘉还发
起成立了小车工会，向穷苦车夫宣讲革命道理，动员他们
团结起来，去打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争取自由和幸福。

孔庆嘉不但在宣传教育群众、引导青年进步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还利用多种隐蔽的方式同敌人展开斗争。

1930年，曹县在旧县衙前第一次放映无声电影，引起
了轰动。孔庆嘉和任守钧将革命传单秘密带进了放映场
地，趁电影换片灭灯的机会，将一叠叠传单迅速散传开
来。警察还来不及阻止，大部分红色宣传品，已被走散的
人们带至县城内的各个角落里了。

他们还在夜间四处张贴共产党标语，在人民群众间制
造了共产党要进城的舆论，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国民党县

党部的头目和豪绅地主如临大敌，四处搜捕“共产党”，但一
无所获。

领导农民革命运动

1930年，曹县革命组织在开封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
系。孔庆嘉详细汇报了曹县革命工作的开展情况，地下党
组织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自觉革命精神，并对今后的工作作
了重要指示。

回到曹县后，孔庆嘉向其他几个党员传达了党组织
的指示，研究了今后的活动计划和工作重点，决定兵分
两路：任守钧留在城里，继续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活
动；孔庆嘉和郑尔拙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农
民运动。

在农村期间，孔庆嘉经常利用房东赵协雨的儿子赵小
四把红色宣传品秘密送往城外，然后再由孔庆嘉本人拿到
农村散发。他还通过袁玉钧多次从城南郑庄郑尔拙那里
把秘密文件和红色书刊取回城内来。

孔庆嘉经常奔走在郑庄、孔道口和桃园集一带，在孔
道口村秘密建立农民协会，接着又在桃园集等村庄建立了
农民组织。农民组织建立起来后，孔庆嘉、任守钧、郑尔拙
共同拟定了一套武装斗争方案。一方面组织农民建立武
装，准备暴动；另一方面深入到地方武装王喜太（王道平）等
部做争取工作，以图和他们一起共举武装暴动的大事。
1930年 12月下旬，孔庆嘉奔赴开封向党组织汇报了曹县开
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并特别提请党组织对建立武装、举行
暴动的计划进行审查。党组织肯定了曹县开展农民运动
所取得的成绩，批准了他们的斗争计划。

为革命事业慷慨就义

1931年 1月 18日，由于武装暴动计划泄密，任守钧、孔
庆嘉被捕，被关押在曹县监狱，随后被押解到济南第一监
狱。孔庆嘉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曹县党部极端仇视，
他们多人次到南京、济南活动，要求必须将孔、任二人置于
死地。

1931年 4月 5日凌晨，孔庆嘉、任守钧和原中共山东省
委书记邓恩铭等共 22人同时被杀害，史称“四五烈士”。

孔学军回忆，爷爷孔庆嘉被捕后，家里多方奔走，想方
设法营救，最终都失败了。临行刑前，奶奶为了能给爷爷
留个全尸，把家里的地基本上都卖了，换了 800块银元，打
通关系，最后才保住了孔庆嘉的全尸，把他从济南拉回曹
县安葬。800块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奶奶义无反顾
地这样做了。她说，她虽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但她相信，
他是在做正义的事业，这就够了。

1991年 4月 5日，曹县民政部门在孔道口村树立起孔
庆嘉烈士纪念碑，石碑背面楷书阴刻孔庆嘉烈士简介，碑
身四周刻花卉图案，碑额横刻“发扬革命传统，继承先烈遗
志”12个大字。如今，这里成为曹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
多人前往这里探寻革命先辈的足迹。抚今追昔，耳畔仿佛
传来激情岁月的呐喊，革命志士们用青春热血和红色梦想
铸就的历史丰碑，后世将永远铭记。

张荣昌 朱 青

单县史园烈士陵园，俗称“八路林”，坐落在单县城西
北 6公里谢集镇史园村西 200米处。这里主要安葬着解放
战争时期牺牲的 100多名无名烈士，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单县史园烈士陵园，笔者看到大门口赫然写着“生
的伟大，死的光荣”几个大字，四周松柏环绕，墓地内有 5排
整齐的钻天杨树，枝繁叶茂、高大挺拔，树下 100多个烈士
墓分为四排排列整齐，墓碑及周围保持得干干净净、整整齐
齐。

1947年 1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皖边战役，捷报频
传。刘邓大军三纵九旅在单县、单虞县地方武装配合下，于
24 日包围国民党占领的单县城。26 日夜，冒严寒发起总
攻，激战 7小时，解放了单县城。此役，我军牺牲 100多人，
其中 120余人安葬于此。这些烈士大多是早年参加革命的

山西、陕西、甘肃籍的八路军战士，他们曾跟随刘邓首长，冒
着枪林弹雨，转战黄河两岸，立下赫赫战功。

据埋葬时在场的老人们反映，这些战士都很年轻，经
过艰苦岁月的磨难，他们的身体很瘦弱，有的战士身上布
满了弹孔。当时他们的遗体从县城用太平车拉过来，大
多数是用 24 尺白布裹体，挖抗掩埋，只有一部分用了棺
材。本来他们的上衣右领里面都写着籍贯、姓名和职务，
凡是能看清楚的，人们就把他们的姓名和籍贯用朱砂写
在薄瓦上，放在烈士头下，便于以后查找。后来拉锯战
中，墓地遭国民党军队破坏，有些墓曾一度被挖开，稍微
值钱的衣物被抢走，墓地凌乱不堪，当地群众多次修整坟
墓。解放后曾开墓查寻，没能找到瓦片上的籍贯和姓名，
英雄们成了无名烈士。

新中国成立后，县乡政府重修了烈士墓，并派专人管

理。几十年来，看护墓地成了史园村男女老少义不容辞
的责任，先后在墓地周围栽植了松柏和槐树，陵园内种植
了花草。逢年过节，村民们都会按照当地的祭祀习俗，祭
奠先烈，教育后人。每逢清明节，县乡各单位都组织党员
干部和中小学生到这里祭奠英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2011 年 4月，单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八路林”进行
修缮，2012 年 10 月竣工，并立碑纪念。目前，陵园占地
6500平方米，共修缮烈士墓 122座，安葬烈士 122名，建烈
士墓碑 122处，陵园内建英名碑、护碑石亭，新修建陵园东
大门，四周建仿长城垛口式围墙。院内松柏掩映，庄严肃
穆，幕碑整齐划一，绿树红花环绕其间，是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的圣地。

文/图 通讯员 谢 丽 陈雨冰 司 晴
（资料支持：单县县委宣传部 单县政协）

孔庆嘉：曹县农民运动的先驱

“ 八 路 林 ”里 埋 英 魂
—— 单 县 史 园 烈 士 陵 园 探 访

“我们吕沟村刚举办了首届桃花节，跳
舞的，唱歌的，到桃行里赏花拍照的，人流
熙熙攘攘，可热闹啦！”人间最美四月天。
在建党 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4月 9日上
午，沐浴着温暖的春风，欣赏着那一望无际
的麦田、金灿灿的油菜花，笔者到定陶区张
湾镇吕沟村采访，正在自己的桃园里喷药
的吕沟村党支部委员贾宪朝高兴地说。在
贾宪朝的身后，那一行行的桃树，刚刚卸了
春红，发出浅绿色的新芽。

吕沟村曾是我市远近闻名的抗日模范
村。抗日战争时期，鬼子在吕沟村东北不
远的牡丹区河南王村设了一个据点，里面
驻着 12名鬼子和 100多名汉奸。为了给驻
在菏泽的日本兵提供军饷和粮食，河南王
据点的日伪军经常到吕沟村要粮要款，不
给就抢，搞得吕沟村的群众民不聊生，苦不
堪言。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自
1939年 10月吕沟村成立党小组以后，便在
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抗粮抗款等抗
日斗争。冀鲁豫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张耀
汉是吕沟村的外甥，他充分利用这一亲戚
关系，经常带领部队深入到吕沟村，发动群
众，利用大刀会这个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
群众性组织抗击日伪军，把吕沟村的抗日
斗争搞得红红火火。

“当时我爷爷吕西才是村长，我父亲吕
明进跟着张耀汉副司令员当通讯员。张耀
汉副司令员一来，就到我家落脚，组织党员
和大刀会开会，开展抗粮抗捐斗争。”现年
72岁的张湾镇卫生院退休医生、老党员吕
贞华说。

吕沟村抗日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使驻
守在菏泽的日本军司令官小松又气又怕，多
次命令驻守在河南王的日伪军到吕沟村讨
伐，可由于吕沟村抗日军民严防死守，敌人
一连向吕沟村进攻了十天，不仅没占到任何
便宜，反而被打死了一个日本兵。小松司令
官十分恼怒，从菏泽、成武、曹县等四个县调
来日本鬼子 400多人，加上伪军 300余人，共
700余人，6门六○钢炮，决定血洗吕沟村。

1941年农历三月二十三上午，日军的
大炮在吕沟村东南的杨庄村西、关帝庙前，
张府家西南呈扇子形一字排开，目标直指
吕沟村的东门和南门。顿时，吕沟村变成
了一片火海。

“他有大炮，咱打不过他。他攻上来咱
就用大刀跟他拼。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跑到寨跟前，被俺哥吕洪次
一刀砍中了胳膊，那家伙嗷了一声，滚下寨墙去了。”提起那次战斗，
现年 80多岁的老党员吕鸿敏说。

由于敌强我弱，硬撑下去要吃大亏，军分区独立团的曹营长掩
护老百姓从西门转移，留下 48名大刀会成员断后。下午 5点钟左右，
吕沟村的南门首先被打开，大队的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向吕沟村扑
来。大刀会见寡不敌众，只好边战边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村
庄。

“日本鬼子一进入吕沟，便杀人放火抢东西。大火整整烧了三
天三夜，共烧掉房屋 386间。村民吕金需有病没走掉，被日本鬼子劈
死在厨房里。”老党员吕贞华哽咽着说。

据了解，日军血洗吕沟村不久，部队首长杨得志、军分区副司令
员张耀汉又带领部队来到了吕沟村，召开抗日群众大会，称赞吕沟村
是英雄的村庄、英雄的人民。1944年 9月，军分区副司令员张耀汉、
政委陈耀先采用“六百锅米饭”的计策，端掉了日军河南王据点，不久
就迎来了解放，吕沟村人民群众逐渐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2016年，省派“第一书记”刘和风到吕沟村包队。他充分发挥自
己的资源优势，争取资金 216万元，流转土地 300亩，免费为吕沟村发
放桃树苗 3.8 万棵，请来专家给果农讲课，由村民负责承包管理经
营。目前，桃树种植已成为吕沟村群众的增收产业。

贾宪朝高兴地说：“我们种植的曦春桃 5月 20日左右成熟，成熟
以后，游客前来采摘、超市来拉，同时进行网上销售，黄桃是 7月份成
熟，今年这两个品种的桃产量预计能达到 30-40万斤，亩收入可达
5000元。” 文/图 通讯员 张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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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林八路林””里排列整齐的烈士墓碑里排列整齐的烈士墓碑

吕沟村老党员向孩子们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吕沟村老党员向孩子们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单县史园烈士陵园单县史园烈士陵园，，俗称俗称““八路林八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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