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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雨花台保卫战

抓住我也跑不了你

事实上，松井石根对最后
进攻南京城的军事部署与军事
命令是在12月12日的前五天
就制定好并正式发出了。

…… ……
派遣军：中山门、太平门、

和平门；
第十军：共和门、中华门、

水西门。
松井石根选择的南京这6

座城门，既是进南京的要道，也
是中国守军重兵把守的关键军
事要地。

日第10军最先进攻的是
紫金山和雨花台，因为这是通
向南京“中华门”的外围屏障，
失紫金山、雨花台，便意味着南
京城被撕开一个大口子。中国
守军在此派了重兵，其中有孙
元良的88师和蒋介石身边装备
最好、实力最强、兵员最足的

“御林军”——教导总队。孙元
良是72军军长，他兼任88师师
长。而教导总队下有3个旅和
直属部队，共3万余人。

12日前，这两个要处，敌我

双方已经展开多场生死搏杀。
日军先对守军薄弱的麒麟门一
带阵地进攻，结果阵地先失。
之后敌人集中兵力攻南紫金山
老虎洞阵地，由于该阵地地势
明显，炮火容易袭击，因此老虎
洞阵地激战一天后，守军主动
放弃，退至紫金山第二峰高
地。日军以为中国守军不堪一
击，有些得意地直向紫金山第
二峰阵地进军，哪知这儿驻扎
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教
导总队。这支队伍在这一带驻
扎已4年，平日天天在此实战练
兵，熟悉地形，加之工事牢固，
日军首攻惨遭失败，留下一片
尸体。吃了亏的日军，迅速调
兵遣将，与守军在紫金山第二
峰和西山一带再度展开拉锯式
激战，枪炮声在山谷密林中呼
啸怒号，震天动地，双方死亡俱
众，但阵地依然在中国守军手
中牢牢把着。

久攻不下的日军急了，不
仅不断增兵，且调来加农炮穿
甲弹直射中国守军阵地。巨大

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水泥和巨
石筑铸的工事被掀起数丈之
高。但是令日军没有想到的
是，如此轮番轰炸，又一次次出
动战车横扫，还有敢死队三番
五次出击，结果均被中方打
退。11日，又是几番死杀硬拼，
扒去厚厚一层皮的紫金山虽在
流血淌泪，但仍然不肯垂下高
昂的头颅。

12日拂晓，日军重新调来
几个中队的飞机轰炸之后，又
从左右两侧向紫金山北侧高地
直射重炮……顿时，山峰间火
球飞滚，乱石扬天，一片杀声和
叫喊声。

…… ……
12日下午，日军先破中华

门。破中华门之前，日军以为
雨花台已经不在话下了，谁知
中国守军88师将士们竟然在雨
花台和中华门之间继续顽强抗
击，又让日军丢了足足四五百
具尸体……守军88师死伤自然
也不轻，262旅旅长朱赤、362
旅旅长高致嵩及两千多官兵殉

国牺牲。
在这场紫金山、雨花台的

保卫战中，与日军拼杀的还有
后来增援上来即战伤的团职军
官、74师305团团长张灵甫，51
师师长王耀武等名将。其中张
灵甫的305团打得最为惨烈，
全团折损官兵千余人，连长以
下军官所剩无几。南京保卫战
中紫金山之役的教导总队第3
旅旅长马威龙，在半年后在河
南兰考与日军的战斗中阵亡
……那位在南京保卫战时担任
教导总队最高指挥官的“常败
将军”桂永清，由于与蒋介石、
何应钦关系特殊，倒是有了另
一种命运：抗战结束后连连升
迁，到台湾后成了“国军”海军
总司令、参谋本部总参谋长、一
级上将，但寿命不长，1954年便
病逝，终年54岁。

国民党的败将一般都能在
蒋介石那儿卖好，且每次战事
中又溜得快，这也是个常例。
但留在一线守城的勇士则仍在
战火中厮杀血拼……（31）

李金虎的心彻底乱了。
出了副县长田伯光的门，

他就觉得一切都错了。
一路上，他把车子开得像

飞一样，恨不得一步就到家里。
关于那块地，他们的保密

工作做得非常严密，到底从哪
个地方跑的风呢？如果没有
跑风，刘贵生怎么对此事知道
得如此详细，那封告状信不但
把每亩地的价格写得清清楚
楚，就连青苗补偿款的数字也
说得一点不差。此信幸亏转
到了田伯光手里，否则凭此就
可以把他搞得身败名裂。

李金虎觉得，必须尽快采
取雷霆行动，彻底制止刘贵生
这条老疯狗！一旦刘贵生带
领全村人去上访，那后果将不
堪设想！

想起前一阶段村里的打打
闹闹，李金虎蓦然感到一切从
开始就是个套。此刻，他才真
正感到自己走了多么臭的一
步棋，他把本该团结的力量硬
生生地推给了敌人。

…… ……
“唉！”李金虎两手重重地

拍了一下方向盘，思路又回到
了与田伯光的会面上。

一大早，副县长田伯光就
给他打电话，让他火速赶到其
办公室。

见了面，田伯光就把那封
告状信摔在了他面前。

“你不是说保密工作做得
万无一失吗？消息怎么泄露出
去的？还有，那刘贵生串联那
么多人你能不知道？”

面对田伯光一连串的质问，
李金虎心头的怒火一下子蹿到
了脑门，他愤怒地瞪了田伯光
一眼，闷声吼道：“不知道！”

提起那400亩地，李金虎
就生田伯光的气。

当时征地时，明明谈好的
一亩地征地款3万元，地面附
属物赔偿一亩地6000元，却在
临付钱时又降到 2.5 万元一
亩。等他到县里领钱时，田伯
光说镇政府要装修，要他赞助
赞助，张口就要80万。

钱刚领到手，田伯光就让
他先取100万，跟他去北京和
省城跑官买官——没有那补偿
款，他当个屁的副县长。

李金虎算了算，那些土地补
偿款，光田伯光一个人就弄走了
400万。现在遇到事了，他竟然
居高临下地教训起人来。

李金虎心里怒骂道：把你自
己的屁股擦干净再来教训我！

田伯光见李金虎想翻脸，
忙换作一副笑脸，说道：“老
弟，你也不用害怕，这事我已经
基本搞定。我亲自找了书记，
把这事给压住了。”

“来来来，坐下喝杯水！”田
伯光走到李金虎身边，把他摁
到椅子上，给他倒了杯水。

等李金虎稳住神，田伯光
又说：“去年我借你那100万，
我会尽快还给你；还有镇里用
的那80万，我也正督促他们尽
快还给你。”

李金虎能感觉出来，虽然
田伯光表面上说得轻松，但内
心深处却是极度的忐忑不安。

田伯光接着说：“老弟呀！
大风大浪从容过、小河沟里弄
翻船的事情可是常有的呀！此
事处理不好，我们很可能会栽
到这上面！对那个刘贵生，你
得采取点措施。我估摸着，他
不会善罢甘休。”

“老弟呀，你一定要想好那
些钱的出处和用途，将来要是
纪委去查，要让他们抓不着任
何把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李金虎很清楚，田伯光极
力想洗清自己，让他顶起来，独
自承担一切。他岂能当那冤大
头？他也要让田伯光有压力。

想到此，李金虎阴阳怪气地
说：“你放心，纪委去查也查不出
来啥问题。该我做的工作，我肯
定会做好，县里面的工作就靠你
了。反正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
蚱，抓住我也跑不了你。”

“你！……”田伯光的脸色
顿时变了。他气急败坏地说：

“好吧，好吧！”
李金虎不屑地看了田伯光

一眼，昂首走出了屋门。(8)

上/期/回/顾

南京城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而
当日包抄守军后路的日军第十八师团
占领了芜湖……此时的南京城三面临
敌，十万火急……

上/期/回/顾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高明海和县
工商局领导缓步走到月亮湾柴鸡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大牌子前，一起拉开
上面的红绸布。

顿时，又是一阵潮水一样的掌
声。许多在台下坐着的社员纷纷站起
身，用力地鼓掌……

推/荐/理/由

大部分人对于自己年龄的增长感
到无奈和恐惧。本书通过对长寿老人
的调查、分析，从身心、运动、营养、交
往、学习、分享等方面，总结了健康、长
寿之道。为了得到长寿的力量，让我
们从现在开始准备吧！

不要拿年龄当借口

人从生下来的那一瞬间开
始就在慢慢变老。我们的一
辈子都是在向着衰老急速狂
奔。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死
去”的过程，而是“适应”的过
程。不是衰退，是“成熟”的过
程。

所谓生命，并不是为了
“死”才有的存在，而是为了
“生”而盛放的状态。老化，是
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
想要活下去，就一定要付出真
挚的努力，时时刻刻积极应对
着环境的变化与刺激，同时减
少阻力——这才是老化过程的
真面目。所以，我们需要做的
事情真的不是想着如何拒绝
衰老，而是全面地接受它。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资料，
截至2050年超过 100岁的人
口大概可以达到300万人。虽
然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这将是事实。而在多年来游
走世界，亲自采访众多百岁老
人的过程中，我也慢慢对这一
未来趋势的实现更加确信。
在韩国，百岁老人在人数上的
增加趋势尤为明显。这种被称
为百岁老人的现象正在全世界
蔓延。

这些急速上升的百岁老人
的长寿力从何而来？通过观
察，我们发现这群非常长寿的
人身上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
那就是热爱生活。这同时也说
明，相比于导致老化基因这种
根本性的因素，周边的环境、生
态以及社会要因起到更加重要
的作用。也就是说，长寿与否，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决
定的，而在于自己的努力与否
以及努力的程度。那些年过百
岁的老人家，大多数比已年过
七八旬的子女还要健康，更加

积极地生活。
…… ……
“年纪70岁，不过是小孩

子。年过 80 岁，也不过是青
年。90岁的时候，即便上天在
召唤，我也要要求他等我到
100岁。我们年纪越大，越精
力旺盛，也不会依赖子女……”

这是日本冲绳县北部大宜
味村的村口充满自豪的碑文。
而多年来对于长寿老人的实地
采访，更让我们对碑文中的内
容深有同感。每当我们见到那
些长寿老人，他们大部分人都
会说这样的话：“老是待着干什
么，得干活呀！人死了才躺在
床上不动呢！杵在那儿不动，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老人们仍然亲自搓衣洗
衣，阅读报纸上如同芝麻一样
的文字，照料家中的各种小
事，甚至还忙着参加全国唱歌

比赛（韩国一档有名娱乐节
目，很多老年人参加）。对于
他们来说，年纪从来就不是阻
碍因素。长久以来慢慢形成
的生活习惯，对于生活的热情
以及积极的实践，才是最应该
注意的事情。

我曾经参加过几次以 60
岁以上老人为主题的聚会。在
那里，人们从来不会沉迷于辉
煌的过去以及美丽的回忆中。
人们更愿意讨论 10年后、20
年后、30年后的梦想与计划。
我所谈起的这些都不是别人的
故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将经
历的事情。在平均寿命名列第
三的香港，人们把长寿的老人
称为“长青人”，取年年“青翠”
之意。不管是什么事情，“因为
年纪大了”这种话，都只不过是
借口而已。因为对于我们的人
生来说，从来没有太晚。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