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渡江战役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3 兵团第 11 军在军长曾绍山和政委鲍先志的
指挥下，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后，于 4 月 23 日天色微
明之际，到达皖南小镇殷家汇。

4月23日晚上，曾绍山把军指挥所设在殷家汇。
午夜，曾军长接到报告：国民党军第174师溃退至殷
家汇附近，其先头已被第93团阻挡在松岭一线。

敌 174师是桂系王牌之一，过去在大别山地区
曾数次与11军交锋。这次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曾
绍山立即调集 2 个师的主力，形成钳形之势，对敌
174师发起了围攻。

此时的174师军心混乱，士无斗志，已经失去往
昔的威风，不堪一击，没用几个小时就被消灭了。

天亮后，大批穿着沾满污泥、破烂不堪的军衣
的俘虏，垂头丧气地被解放军押下阵地。俘虏有的
赤着脚，有的掉了帽子，活像一串串大虾。这支国
民党的反共劲旅，终于在刘邓大军的铁拳之下，结
束了它的寿命。

围歼了 174师，11军乘胜向南追击。出了殷家
汇，满地都是国民党溃军遗弃的辎重、尸体和奄奄
一息倒卧在路旁的伤兵。

4月25日大清早，11军先头部队到达皖南赫赫
有名的大洪岭下。敌 96军残部见解放军迂回到主
峰两侧，慌忙丢下大洪岭往南逃。但刚逃到山脚
下，迎接他们的便是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机枪声。
敌人欲逃无路，只得束手就擒。11 军一路猛追，插
过祁门、屯溪，向浙赣线前进。

把敌人南逃的脖子卡住了

在江南5月的霏霏细雨中，中路5兵团的3个军
在杨勇、苏振华指挥下一路猛追不舍。

为了不让敌人逃跑，17 军 49 师派侦察科长王
巨胜带一队侦察兵，作为追击的前锋，大踏步前进
在赣东北的山林水网地区。战士们全身湿透了，雨
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但谁也不顾这些，每天行军
50多公里，直往南进。

5月 4日，他们到达景德镇，接受了国民党专署
及一个保安团共 900多人的投降。之后，侦察兵们
继续逼近浙赣线，来到离玉山城还有15公里的杨柳
树底村。

在杨柳树底村的小街，王科长正想找老乡了解
情况，战士们抓到一个从玉山城里跑出来的国民党
军官。这个军官交代说：“玉山城里现有敌 55军及
所属 181师、96师一部及工兵团，还有警察总队，共
万余人，都是刚逃到玉山，正准备继续南逃的。”

王巨胜详细地询问了敌军的驻地和玉山的地
形，马上绘了个草图，派人送回师部，建议迅速围歼
玉山逃敌。

5月 5日上午，解放军开始攻打玉山县城，枪声
一响，敌人便慌作一团，不多久，玉山县城即被解放
了。5月6日，49师攻占清湖镇，把敌人南逃福建的
脖子卡住了。

在第二野战军 3路出击浙赣线的同时，由粟裕
领导的渡江战役东路军和由谭震林率领的中路军
于4月27日会师吴兴，将从浙赣线上撤下来的国民
党 5 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经两天战斗，8 万余人
悉数被歼。5月3日，第三野战军占领杭州。自此，
浙赣线 400多公里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汤恩伯
集团与白崇禧集团被分割开来，彼此不能相顾。

5 月 16 日，三野 7 兵团 21 军兵分几路，向浙江
南部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蒋介石的老
家——浙江奉化溪口指日可下。

5 月 23 日，南昌解放，标志着第二野战军渡江
作战的全面结束。在渡江战役中，二野歼敌10万余
人，解放了安庆、金华、上饶、南昌等 86座城市和皖
南、浙西、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至此，二野渡江
部队完成了千里大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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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记者 马国福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后，乘胜追
击，二野三路大军下浙赣，和三野并肩作战，一举解放
了杭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苏、浙、赣、皖、闽、鄂广
大地区。这一胜利，为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
件，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二野三路大军千里大追击

◀ 1949 年 5
月7日，金华群众
欢迎解放军入城

资料图片

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王近山，指
挥突击队在长江南岸登陆后，敌人全线溃退，狼狈
逃窜。王近山是一员虎将，他眼见渡江没有打上
硬仗，心里觉得直痒痒，便命令35师师长李德生：

“追！一定要给我追上刘汝明的主力部队。”
李德生接令后，两天率军追了 100 多公里。

一路上只遇敌人一些零散的抵抗，仍然没有抓住
敌人的主力。

1949年4月25日，王近山命令李德生的35师
向徽州急进，乘敌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歼灭。王近
山说：“今后的追击作战，应该发扬高度的勇敢顽
强精神，要大胆地迂回、分割、包围、歼灭；要敢于
单独带部队作战，及时果断地处理情况。对溃逃
的敌人要不顾疲劳、不怕困难地追。20天、1个月
不休息地追。穷追，猛追，追到底，直到全部歼灭
这股敌人。”

李德生和政委李如海一起对情况进行了研
究，判断徽州城里肯定有敌人的主力，这是一块

“肥肉”，一定要“吃”掉它。
20 公里路的大山，大半天的功夫就翻过去

了，先头部队当夜就赶到了离徽州城仅15公里的
地方。

这时，李德生接到王近山的电报，命令他迅速
截断徽（州）杭（州）公路，包围徽州，不让敌人逃
窜。李德生立即命令担任后卫的104团迂回35公
里，插到徽州东面，切断徽杭公路。

李德生这一决定非常大胆。104团的穿插迂
回完全是孤军深入，单独作战，既可能顺利地抓住
敌人，阻止敌人逃跑，也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恶
战一场。李德生指示团长张镰斧：“抓住了敌人就
不让它逃跑。万一情况紧急，一定要坚持，我们很
快就会赶来！”

张镰斧走后，剩下的103团没有立即攻击徽
州的敌人。8小时后，李德生估计104团已经切断
了徽杭公路，才开始率领103团行动。部队冒雨
前进，很快接近了徽州城。

城里的敌人将主要防御方向设在正北。而西
南比较空虚。这里有一条小河，绕城向南流去，敌
人以此作为天然的防御屏障。李德生命令部队从
这里涉水过河。战士们毫不犹豫，迅速卷起裤管
下到河里。

城内的敌人一见解放军打进来，顿时一团混
乱，争先恐后地往城外逃命。一股往东北面山上
跑，一股沿徽杭公路东窜。

张镰斧的104团，在快要迂回到徽杭公路时，
前哨突然发现东边公路上黑压压的一大批敌人正
朝徽州方向走。104团的任务是截住从徽州往杭
州方向东逃的敌人，现在却有一大股敌人从杭州
方向往徽州来，怎么办？情况很突然，请示已经来
不及了，张镰斧果断地命令前面的部队，来一个猛
袭，被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顿时混乱了。不到1
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捉了 1200多名俘虏。原
来，这股敌人是从杭州方向溃逃下来的敌暂2师，
少将师长也在其中，当了俘虏。

104团解决了暂2师后，即按原计划沿公路向
徽州进发。这时张团长也收到了师长李德生的电
报，知道徽州城里的敌人正迎着他们逃跑过来。

果然，不一会儿前面就发现溃逃的敌人。敌
人在公路上前拥后挤，乱七八糟，他们做梦也没有
想到，他们前面，有一支解放军正在等着。解放军
根本不用开枪，只需一声大喝，就吓得敌人破了
胆，投降一大群。

前面的敌人当了俘虏，后面见势不对就往回
跑。这时103团也赶了上来，几千名敌人只好放
下武器。

中间的敌人正往城东的大山上爬，解放军赶
上去，和敌人“比赛”爬山，终于捷足先登，早一步
到了山顶。

双方对峙到第二天，解放军朝着敌人多的地
方轰上几炮，马上就有几个军官摇着白旗一歪一
瘸地走了出来。十几分钟后，敌人的团长带着整
整一个团，扛着枪，背着炮，下山投降了。

5月1日夜，35师继续向南追击敌73军。在
威坪东面的山上，他们追上了逃敌。敌人原以为
解放军会沿着大路走，一时还赶不上来，于是在山
上摆开炊事锅，烧水、淘米、洗菜，忙个不停，想吃
上一顿热饭。没想到这一耽搁，解放军突然从背
后插了过来。

惊魂未定的敌人拔脚就逃，开水还在锅里烧
着，饭也不吃了，菜也不要了，衣服、行李丢得满山
都是。

慌乱的敌人丢下一个团“断后”。这时，解放
军一个加强连乘船沿新安江顺流直下，刚好赶到。

消灭了敌人留下掩护的一个团，103团和104
团没有喘息片刻，急速地向南追去，一两个小时
后，来到距淳安县十来公里的一座大山。这座山
山势十分险要，公路在半山腰盘旋，又窄又陡。山
下是新安江大河滩，敌人在此留下的一个连，几下
就被解放军解决了。

战斗中，已经能够听到前面有嘈杂的马达
声。战士们知道敌人的大部队就在前面，劲头
更足了。翻过山头一看，前面公路上、河滩上，
200 多辆汽车从山腰一直摆到河边。这些汽车
在狭窄的盘山公路上，争先恐后地逃命，拼命往
前挤，山高路窄，很多连人带车一起翻下几丈高
的石崖。有的汽车趴在山坡上，有的陷在泥坑
里，有的陷在沙滩上，有的停在河当中，头尾相
接动弹不得，有的四轮朝天翻在路旁……车上
装满了各种物资、皮箱……还有些涂脂抹粉的

官太太，还有背着大喇叭、小喇叭的军乐队和带
着长矛大刀的京剧队……捉到俘虏一问，原来
是侯镜如兵团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全部家
当。

35师在李德生的指挥下，马不停蹄，继续逼近
浙赣线。5月7日，35师主力从建德长途奔袭75公
里，解放兰溪、金华，斩断了浙赣线。

这天傍晚，师指挥所进驻到距金华只有15公
里的小镇上。正在吃晚饭时，报务员送来军部急
电：“沪杭残敌正沿浙赣线南逃，你部尽速占领义
乌、东阳地区，堵击南逃之敌。”

李德生和副师长贺光华看了电报，感到情况
特别紧急，即令参谋人员打开地图，边吃饭边研究
情况。

从地图上看，金华到义乌约有60公里，部队
行动约需一天半。显然，跑步都来不及了。想来
想去，李、贺二人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由金
华乘火车向义乌进发。部队乘火车很快到了义
乌。

当李德生正在东阳城外布置战斗的时候，住
在义乌的师部来了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他立刻
回去。李德生赶回师指挥所，参谋告诉他：“被堵
在义乌北山上的敌85军110师感到无路可逃了，
来找解放军谈判，说什么要‘起义’。”

李德生一听这话，立即说：“起什么义！现在
时机已过，赶快投降，不然就武力解决。”就这样，
不费吹灰之力解决敌人一个师。

千里大追击 孤军深入连克敌

赶快投降，不然就武力解决

“长江防线一击即破，

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
放，这完全在刘伯承的意
料之中，但蒋军逃跑之快，
超出了原来的预想。”商丘
市社科联秘书长、长期致
力于解放战争研究的张道
军在接受采访时说，“刘伯
承判断：战局急转直下，但
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
可能。敌军成建制地向南
逃奔，很可能想利用钱塘
江、沪杭公路和浙赣路，以
皖浙山区为依托，构成新
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
京杭公路已被三野切断，
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
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
刘伯承想到这里，就叫作
战参谋给总前委发报。”

“根据敌人在江防被
突破后混乱的状况，黄山、
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
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
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
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
全力直出贵溪、上饶、歙
县，以指向浙赣路至义乌
之线。这样，既可以割断
蒋桂两敌之联系，又可放
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
之侧背。”

邓小平、陈毅立即复
电表示同意。于是，刘伯
承命令陈赓 4 兵团取消原
定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
5 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
区，协同第 3、第 5 兵团歼
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
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
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第
3、第 5 兵团仍按原定目标
向歙县、衢县追击，协同三
野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

二野第 3、4、5 三个兵
团分成三个方向，分别以
徽州、上饶、贵溪为目标，
展开了一次跨越 500 多公
里的大追击。

3 个 兵 团 齐 出 浙 赣
线。陈锡联、谢富治率第
3 兵团的第 10、11、12三个
军为左路，直指金华、龙
游。

杨勇、苏振华指挥第
5 兵团第 16、17、18三个军
为中路，直指衢县、江山。

陈 赓 率 第 4 兵 团 第
13、14、15 三个军为右路，
直指横峰、贵溪。

3 个兵团像三股决堤
的江水，一泻千里，几天里
流遍皖南，又在不到半个
月的时间内，把使人民获
得新生的甘泉，灌溉到江
西东北和浙江的大部土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