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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里的抗战故事我们村里的抗战故事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河南力量

天门精英，有明枪也有暗箭
叱咤豫北三角村——

□记者 游晓鹏 文图引子 PREFACE

抗战之初，以三角村为中
心，附近的裴庄、东江窑、余营等
村都发生过与日伪军的激战。
其中，北距三角村不远的裴庄在
浚县抗战史上赫赫有名，在本村
士绅常仙甫的带领下，农民们用
土枪土炮，打响了浚县民间抗战
的第一战。

常仙甫跟杨贯一意气相投，
后来成为天门总会副会长，他的
女婿、共产党员胡紫青1940年冬
以后担任天门总会参谋长，翁婿
俩为天门会向共产党的靠拢起
到了关键作用。

去三角村之前，我在浚县党
史研究室主任侯杏林的指引下，
先去了裴庄。穿行村中，房屋、
院落、岔道与其他村庄并无二
致，不过，这里多了一条两三米
宽、弯弯绕绕的壕沟，似是人工
所凿。71岁的老支书丁武云说，
这就是以前村子寨墙外的寨沟，
寨墙原有三四米高，外层是石
头，内层为土，可惜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被扒掉了。

高大厚实的寨墙曾经是裴
庄人平安度日的定心丸，不过面
对火力强大的日军，该怎么办？

丁武云曾在上世纪60年代
整理过村民档案，走访过很多老
天门会员。他说，对裴庄来说，
当时的主心骨正是50岁的常仙
甫。常家是村里最大的户，曾有
上千亩地，常仙甫和兄弟分家
后，把自己的地卖掉用来接济穷
人和乞讨者。“他衣服穿得很破，
但对穷人很大方，而且神神秘秘
的，他接济过的很多人后来都参
加了八路军。”丁武云说。

1938 年 2 月，日军逼近浚
县，常仙甫就在村里宣传抗战，
动员百姓。当年3月的一天，两
车日军从寨墙下通过时被村民
用土枪土炮伏击，第二天，大批
鬼子围攻裴庄。常仙甫站上寨
墙，高呼口号，率领数百青壮年
英勇抗击，后因寨墙被炮弹轰
破，村民们不得不撤退。“我父亲
亲历了这一仗，当时村子里一片
火海，跑出来后回头看，南寨墙
上站着日本人，打的子弹跟下雨
一样，村民们跑到村南的一条沟
里躲起来，天黑后鬼子才撤。”丁
武云说。

此后不到10天，常仙甫又领
着人在附近的汤阴县司马村伏
击日军，据县志记载，此役打死
日军70人。

常仙甫抗敌如此果敢坚决
并非偶然，他的思想很进步，丁
武云说，常仙甫在清末便是村里
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抗战期间
拥护共产党，曾经两次跟陈赓将
军联络，他和胡紫青在天门会担
任要职期间，介绍大批党员进入
天门会，天门会的重大举动也都
会向八路军报告。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三角村
和天门会成为藏在敌人腹地的
一座堡垒，不断射出明枪暗箭。

浚县一位老党史工作者
曾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天
门会就像钻进铁扇公主肚子
里的孙悟空一样，在敌占区施
展本领，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的确，天门会一方面利用与当
地日伪政权的关系，不断向根
据地提供情报，比如1941年
日军扫荡沙区根据地，冀鲁豫
军区提前几天知道了消息，减
少了损失；另一方面，也直接
参与了对日伪、汉奸的打击，
并协助根据地政府征收公粮，
护送来往八路军。

不过，其间绝非风平浪
静，常有惊心动魄的较量。

1940年7月，汤阴县皇甫
村天门会会长王春荣将来搜
索八路军的伪县长和日军指
导官打死，日军随后在皇甫村
烧房报复，天门会也引起驻汤

阴日军中队长的怀疑，他亲自
质问杨贯一，限期三天捉人。
杨贯一假意捉拿，之后连写报
告说搜不到人，此事不了了
之。实际上，事发当晚王春荣
就赶到三角村汇报情况并藏
在村中，杨贯一和胡紫青还备
宴为其庆功。

杨成宪还讲述了一段天
门会掩护八路军三纵队通过
平汉铁路的事。1942年8月，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部
1000多人奉命开赴延安，选
定经过天门会地区通过日伪
严密控制的平汉铁路。“胡紫
青、黄友若、傅凌云和我大哥
他们定下了一个办法，让我大
哥提前两天就进城，给鬼子说
来了四五万八路军，准备打浚
县城，日伪军龟缩城内，把门
都封住了不敢动弹。胡紫青

等人负责招待八路军，夜间顺
利通过铁路线。”事后，胡紫青
让人到附近善化山上虚打了
一阵枪，将一些破枪交给日军
称是打八路军的战果，结果受
到日军奖励。

1943年，邓小平由冀鲁
豫返回太行，也在天门会辖区
住过一夜。浚县党史资料显
示，从1941年至 1945年，天
门会往来护送八路军人员有
2000多人。

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尽
管投靠日军的扈全禄（解放后
被捕，狱中自缢）多次到汤阴、
新乡、开封日军处告状说“天
门会里有共产党”，但杨贯一
一不避二不躲，每次进城解释
都镇定自若，日军没什么证
据，也无可奈何。其间，扈全
禄派亲信假投天门会，企图暗

杀杨贯一和胡紫青，杀手反被
天门会击毙。

1945年 8月 14日上午，
天门会武装600多人宣布起
义，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豫边区
浚汤支队，不久浚汤支队与其
他部队一起解放浚县县城，杨
贯一担任浚县县长。

自起义起，天门会便完成
了历史使命予以解散，不过这
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在裴庄常仙甫故居，院外杨得
志题写的“天门精英”四个字
十分醒目——这不仅是题给
常仙甫的，也是题写给当地经
历过那段明枪暗箭打鬼子岁
月的所有人的。

本文参考了中国文史出
版社的《浚县天门会》，特此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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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北，天门会成为人数
最多、范围最广的地方势力。
不过，根据学者乔培华的调
查，在1940年之前，天门会组
织松散，以各自然村为基本单
位，有事集合，没事务农。

这与杨成宪的回忆吻合，
会员们没有统一的服装，也没
有什么训练，村与村之间以鸣
火铳为号。

尽管如此，日军对杨贯一
和天门会不敢小觑，采取了威
胁加拉拢的策略。根据杨贯
一的回忆文章《我与天门会》
记述，1940年正月，日军召集
天门会、红枪会等会门首领在
屯子镇开会，日军头目沼馆伍

造让杨贯一首先发言，表示对
日军的服从和拥护，杨贯一以
喉咙有病为由拒绝。当天中
午吃饭时，沼馆说杨贯一“脑
筋坏了，八路干活有”，杨贯一
否认，沼馆随即用手枪朝杨贯
一斜打一枪，让手下将其捆绑
扣押。

“知道消息后，胡紫青等
人组织了几千名会员去屯子
镇，包围会址，日军不得不释
放我大哥。此后我大哥不再
进城，日军多次委托伪县长出
面说和。”杨成宪说，在日伪的
威胁下，天门会方面提出条
件，屯子镇的日军撤走，永不
驻日军。日军同意，驻屯子镇

日军半年后撤走，允许天门会
拥有武装，负责浚滑汤地区的

“社会治安”。
杨成宪说，这次扣押事件

对大哥触动很大，深感天门会
组织松散、战斗力不够。不
久，他在胡紫青等人的建议
下，建立起1200多人的常备
武装。1940年8月，冀鲁豫军
区敌工部的情报股股长黄友
若被派到卫河以西敌占区了
解情况，与常仙甫、胡紫青、傅
凌云等取得联系，黄友若观察
认定，杨贯一具有保家爱国的
民族正义感和底线，值得信
任。

“当年10月，黄友若带着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
亲笔信，找我大哥，提出三点
要求，只能在原有范围活动，
不能跟随日军去根据地‘扫
荡’和骚扰，共产党的人经过
天门会辖区或在这些地区搞
活动，要保证安全。我大哥自
然同意。”杨成宪说。

也是在这段时间，共产党
员开始大量进入天门会。根
据浚县党史资料，从1941年
到抗战胜利，天门会内部发展
党员260多人，常备武装中的
中队长、小队长大都换成了共
产党员，特别是天门会中的
四、五、十八中队，成为共产党
直接掌握的地下军。

明枪暗箭打击敌寇

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地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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