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举出兵"经略中原#

!人民解放军强攻洛阳为掩

护刘邓野战军主力休整和策应西

北野战军作战" 遵照中央军委指

示"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 #谢

富治集团军各派两个纵队" 乘敌

裴昌会团从豫西西调" 兵力空虚

之机"发起洛阳战役$ %

!

月
"#

日"

谢晓鹏在接受采访时说$

"$%&

年
&

月至
"$%'

年
&

月是

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阶段"在中

共中央!大举出兵"经略中原%战略计

划的指导下"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

大军挺进中原为标志而展开$

"$%'

年
(

月下旬"西北野战军

发起宜州战役"胡宗南为确保西安"

急调原据守潼关至洛阳段的裴昌会

兵团全部增援西安$ 原在郑州南下

的孙元良兵团"也龟缩回郑州"准备

以两个旅加强汜水& 黑石关一线的

防御$原位于平汉线上遂平&驻马店

的胡琏兵团" 正以一部袭扰我集结

在沙河&淮河之间休整的刘邓大军$

在鲁西南地区监视我在黄河以北休

整的华东野战军的邱清泉兵团有回

师陇海路郑州以东的征候$胡&邱两

兵团" 是当时敌人在中原地区可用

于机动作战的主要兵团$

这样" 在洛阳以东至郑州"以

西至潼关
!&)

余公里的沿线上"只

剩下据守在洛阳的国民党青年军

()#

师"别无其他正规部队$该敌已

陷入孤立" 实为我攻打洛阳的良

机$ 为了掩护刘邓大军和粟裕兵团

的休整" 配合我西北野战军的行

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中央军

委不失时机地决定"由陈赓&陈士

榘& 唐亮指挥华东野战军第三&第

八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

九纵队
*+

余万兵力立即发动洛阳

战役$

军事重地"兵家必争
洛阳是中原战略要地"地扼秦

晋豫三省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 国民党政府曾于
,$!(

年定洛

阳为!行都%"在政治&军事&交通等

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同

时"洛阳又是郑州与西安之间的联

络中心和补给重地$ 蒋介石对洛阳

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曾亲自

召见守备洛阳的
()#

师师长邱行

湘"指示他!洛阳的地形很好"易守

难攻$ 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都非

常重要"必须加强工事"严加防守"

教育部队$ 飞机场也很重要"必须

确实控制%$

邱行湘的第
()#

师是蒋介石

嫡系"守城之敌除此之外"还有中

央炮兵四个连和独立汽车第五营"

共约二万人$

()#

师全部是美械装

备"火力较强"技术水平较高"该师

军官政治上反动"死心塌地随从蒋

介石$ 其士兵多是西北等省失业&

失学青年"长期受法西斯训练和教

育"战斗力较强$ 敌军的部署是'师

部率一团担任城内西北运动场及

洛阳中学&城西北关帝庙至城东北

站段守备(二团除派出一个连驻守

美国医院"一个营驻守上清官为外

围据点"其余为全师预备队(三团

担任东北门至城东南潞泽会馆段

守备(四团除一部分守备城西门南

北段外" 其余为师部控制的守备

队(六团担任城西周公庙&火柴公

司和西工发电厂等处守备(师工兵

营驻守东& 西车站( 整编
!$

师炮

营&八团三连&十四团之一部为第

一炮队" 位于西北运动场及菜市

场"担任支援第一线部队及城周围

之战斗( 师属炮兵营为第二炮队"

分散配置于各城角" 配合步兵作

战"营部位于文峰塔附近$ 炮兵总

观察所设于文峰塔上"敌人计划除

特种兵外"其他守备部队均留出三

分之)兵力作为预备队$

双层袋形"易守难功
!洛阳城内外的防御工事也是

十分坚固的$ %谢晓鹏介绍说"!其

城防工事完全是在美国军事顾问

团指导下修建的"具有现代化半永

久性质" 构筑和组成有几个特点$

第一"阵地选择高地要冲"利用自

然地形或孤立建筑物为依托"构成

核心阵地$ 但又各自成为独立支撑

点"互相策应"并能独立坚守"从而

构成外围据点&城垣主阵地&核心

阵地三道防线$ 第二"有层叠的地

堡$ 每一阵地都以梅花形的诸多碉

堡构成" 碉堡之间且互相连接"单

人工事与班&排&连工事互相连通$

在二丈多高的城墙上" 有很多城

堡"上设有两三层射孔"从而构成

城墙上下&房子内外&沟壕上下公

开的&隐蔽的&真的假的互相结合$

第三"城垣前沿筑有复杂多层次的

辅助防御工事"如外壕&拒马&铁丝

网&交通壕&地霄群等$ 外壕一般深

五米"宽五至十米$ 东门外设有五

道铁丝网&四道拒马&三层潜伏地

壕&两道外壕$ 在各工事间隙中密

布地雷群"仅周公庙阵地就有地雷

,-))

多个$每个阵地都贮备数日食

品&饮料和大量弹药"还有炊事所&

水井&寝室&厕所等$ 大的核心阵地

还备有地下电线& 地下掩蔽部"其

最大的可容一二百人$ %这就是敌

人号称!铜墙铁壁%的工事$ 当时的

*洛阳日报+ 曾吹嘘洛阳是双层袋

形阵地"!易进难出%"!共军如攻此

城"无疑自投罗网%, $未完待续%

,$#(

年夏天" 庭长批准对徐某某

申诉的强奸幼女案立案再审" 并交给

我学着办理,

原判认定徐某某强奸一名
,%

岁

少女"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徐某某不

服"申诉和上诉的理由一样"都是说对

该女孩只有猥亵"并未强奸,

我看过卷后"认为已构成强奸,因

为"从受害人的控告材料看"被告人的

动作和受害人感觉疼痛的部位" 都是

符合性行为特征的"并且还有物证#旁

证和法医鉴定, 特别是受害人裤头上

的精斑"化验结果与徐某某的相同,

合议庭由我和正副两位庭长组成

-搁现在说" 这个合议庭是不合法的"

因我当时只是个书记员" 是不具备审

案资格的,但在当时"这种情况并不罕

见., 他们听了我的案情汇报后"一致

同意维持原判,但在判决书的写法上"

两位庭长意见不一,

因当时正在学习贯彻最高人民法

院谢觉哉院长视察河南时的指示)))

判决书要摆事实讲道理" 不能搞无理

判决"所以我在起草判决书时"把事实

叙述得比较清楚" 特别是把被告如何

用糖果引诱受害人" 如何趴在受害人

身上撩裙子&扒裤头"使受害人下身感

到疼痛等都写上了, 但写好送给副庭

长看时" 他对我的写法提出了质疑"

说'!判决书应当摆事实讲道理没错"

可是对隐私问题"还应当保密,受害人

是个女孩"现在已十五六岁了"你把这

些事都写上去了"判决书是要公开的"

叫她以后如何做人/ %

副庭长就对我写的进行了认真的

修改后把稿子递给我说'!我帮你修改

了一下"你拿去看看"若认为可以"再

抄一下送庭长签发吧, %

我感到副庭长讲得很有道理"同

时也想起来最高法院搞的审判经验总

结中" 也确有关于隐私问题要保密的

规定"所以我就照副庭长说的办了,

不料庭长看后大为恼火" 立即将

我叫去" 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你这个

人"刚参加工作就这样不虚心,我曾当

面给你讲过" 在庭务会上也给大家讲

过"你们几个刚来的同志写的稿子"要

先送副庭长或其他几位老同志看一

下"你为什么不送他们先看看/ %

我刚想解释, 庭长接着训斥'!不

讲事实" 不讲理由" 你这叫什么判决

书/ 谢老的指示你没看过吗/ %

我感到委屈"呆了好一阵"才胆怯

地说了一句'!那我拿回去重写吧0 %

但我回到办公室后" 感到无所适

从"就把庭长的意思给副庭长说了"因

为我怕不说就照庭长的意思办了"副

庭长会不高兴,副庭长听了以后"果然

不太高兴地说'!不必重写了, 我在核

稿人栏内签名" 你把你写的原稿也附

上" 一块儿再给他送去" 说明我已看

过"并修改过, 不是你不讲理"是我不

让你讲理, 叫他有意见直接冲我来, %

我更为难了' 两位庭长的分歧似

乎已超出判决书了"我可听谁的/

!怎么0你害怕是吧/%他把卷从我

手中要过去翻到他修改后让我抄清的

判决书稿" 在核稿人栏内签上他的名

字"又递给我说'!把你那原稿找出来"

一块儿给庭长送去吧0 %

我犹豫许久" 最后还是按副庭长

的意思给庭长送去了,正好他不在屋"

我往桌上一放"便跑出来了,

第二天下午" 庭长召集全庭同志

开会,开始说是庭务会议"要研究庭里

工作"继之又说是进一步学习&讨论谢

老指示, 我看他手中拿着我写的经副

庭长修改过的判决书" 估计他可能要

联系这个实际了"心里捏着一把汗,果

然"他讲过谢老指示的重要性后"把话

题一转"便联系上了'

!第一"大家都应好好学习"尤其

是年轻人更应该虚心学习, 学习不能

光停留在口头上"要联系工作实际,谢

老要求我们写判决书要摆事实讲道

理" 我们不能找这借口那理由而不摆

事实&不讲道理,

!第二"申诉到我们这里的"都是

不服一&二审判决"要求我们重新审理

的, 比如我手中的这份判决书"原判

认定申诉人强奸一名
,%

岁少女"申诉

人向我们申诉说他没强奸" 并且讲了

他没有强奸的证据和理由, 我们要驳

回他的申诉" 就应当把他如何强奸的

事实和证据摆出来" 讲明认定他犯强

奸罪的道理"才能将他驳倒"使他心服

口服, 可是"现在的写法呢'1原判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得当"

应予维持, 2这怎么令他心服"怎么令

群众相信我们判决正确/

!我把这份不讲理的判决书退回

承办人" 令其重写" 大家说应该不应

该/但承办人不仅没重写"而且连个招

呼也不打" 又原样放在我桌子上让我

签发$ 大家说"我能签发吗/ %

听到这里" 我感到既委屈" 又冤

枉"一股火气直往上冲"不由自主地站

了起来说'!我又给你送回去" 是因为

核稿人签过名了" 放你桌子上没给你

说"是因你没在屋$签不签发是你的权

力"我没有要求你必须签发$ %

!我问一句"%副庭长未等我把活

说完" 便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质问庭

长"!今天这个会到底是学习会" 还是

批判会/是批判王国幸"还是批判我/ %

副庭长说罢" 提起包气呼呼地走

了$ 我心里更加惴惴不安$

过了两天" 刚回省法院不久的刘

副院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 说'!判决

书的事"两个庭长都给我说了"不要背

包袱$ 你还年轻"以后慢慢就会知道"

工作中磕磕碰碰的事是常有的$ 每个

人的知识领域不同" 又各自站在自己

的角度看问题"分歧是难免的$ 其实"

庭长说写判决书要摆事实讲道理是对

的" 副庭长说隐私问题要保密也是正

确的$你应该博采两家长"把判决书写

得既有说服力"又符合保密原则$ %刘

院长笑了笑说'!你觉得困难是吧/ 其

实动动脑子也不难$我已给你改好了"

你拿去抄一下打印吧0 %

我仔细看了一遍刘院长改的稿

子"事实还是我写的事实"道理也还是

我讲的那些道理" 但隐去了受害人的

姓名和受害的时间&地点等$ 我的心里

一下子亮了起来"所有的委屈和愤怒"

统统地没有了$ $文中人物除作者外均

为化名"在以后的连载中"不再说明& %

作为祭祀宙斯神的赛会"古奥运会严禁

女子参加比赛&严禁已婚妇女观看"触犯神

条的女子将被从山顶推入万丈深渊"处以死

刑$

据史料记载"在古希腊阿尔菲奥斯河岸

的山崖陡壁上"曾经悬挂着一些因偷看体育

比赛而惨遭杀戮的妇女的尸体$ 有人以为"

禁止妇女出现在竞技场"是因为男子在比赛

过程中赤身裸体" 女子的出现会伤风败俗$

这种想法肤浅而幼稚$古希腊哲学家普利纳

曾说'!全身赤裸是希腊人特有的习惯$ %古

希腊人崇拜健美的身体就像崇拜他们供奉

的神灵一样"怀着纯朴而诚挚的感情$

古代奥运会排斥妇女的根本原因是对

妇女的歧视$ 早在荷马时代"妇女仅作为男

人的财富而存在"她们的价值是以牲口的数

目来计算的$德国诗人席勒说'!当人游戏的

时候才能成为人"而当人成为人的时候才会

游戏$ %古希腊的女子还没有!成为人%"如何

能在祭祀神灵的赛会上出现呢/这显然是对

神的亵渎$

然而"任何困顿迷茫的时期总会出现令

人钦佩的先驱者$ 公元前
!$#

年的第
$#

届

古代奥运会上"一个名叫费列尼卡的女性闯

进了男人的领地$ 她的父亲&丈夫都是当时

著名的拳击家" 她的儿子庇西特鲁斯在祖

父&父亲的熏陶下也爱上了拳击运动$ 当费

列尼卡获知儿子将参加奥运会拳击决赛时"

她冒着生命危险"女扮男装混入会场为儿子

加油$ 当庇西特鲁斯赢得拳击比赛冠军时"

费列尼卡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感情"情

不自禁跑上前去"热烈拥抱和亲吻儿子$ 她

的忘乎所以暴露了女性的身份"当即被捕并

被判处死刑$ 后来考虑到她是名门之女"其

父亲&丈夫"特别是她的儿子庇西特鲁斯在

奥运会上有出色贡献" 终于赦免了她的死

刑$ 后来的古代奥运会汲取了这个教训"连

教练员进场都要裸体了$ 这一陋习在
,'$#

年首届现代奥运会被推翻$

$据'重庆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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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洛

阳!我军在处理完善工作后"主动有秩序地

撤离洛阳!

!

月
,'

日晨"敌援兵进入空城

洛阳!

!"#$

年
%

月"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取

得重大胜利"国民党急调洛阳#潼关的兵团

西援"洛阳守军兵力空虚!为策应西北军作

战"掩护刘邓大军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

野战军第三# 八纵队"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四# 九纵队发起洛阳战役! 经过七昼夜激

战"攻克了被国民党军自诩为$金城汤池%

的古都洛阳" 全歼守军第
()#

师及地方武

装两万余人! 在洛阳解放
#)

周年之际"记

者采访了郑大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谢晓

鹏"他讲述了解放洛阳的情况&&

奥运首位女观众
险被处死

博
采
两
家
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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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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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将长期设立政法战线上的老同志

的回忆录"如法官回忆录#检察官回忆录#警

官回忆录#律师回忆录等! 文章内容可以一

案一叙"亦可讲述人生经历"或者见证法制

进程等"文章长短不限"欢迎广大读者

不吝赐稿"提供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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