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告!本栏目信息只作为
双方交流平台"客户交易前请
查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本
报不作为承担法律的依据 #

个人征婚栏目内信息"双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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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补录本科咨询" 重点高
中入学"研究生双证"法律专
业自考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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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在职研究生包过"重点
中小学入学"速拿本科证"高考
升学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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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政策 保留学籍 确保录取

地址!郑州市政三街
*

号院省政府
'

号楼
*"'

室
电话!

%")!+(!)#&$$& !"%*"%!#)))

/01234

高一$高二$高三落榜生均可
,-.

河南省考试管理中心本科处

! #

我单位为占领各地市场! 特开展异地加
工销售业务!现面向全国联办分厂" 灯光调节
器#日做

+/

$

01

个!每个加工费
.

元% 离合器
片#日做

,2

个!加工费
-304

元" 电动车#日组
装

53,

辆!每辆
*4

&

.4

元% 免费提合格散件'

设备'承担税收及销售!派技术员携
.26

预付款
上门扶持建厂" 河南省新乡市恒信机械配件厂

56789:

电话!

%")"

%

$&%%"()

手机!

%!""'")"!&()

王主任

本场系黑白花奶牛养殖

农场"现因当地乳业饱和"

决定向外售牛"小牛
#%%/

!(%%

"带胎产奶大牛
*$%%/$$%%

"另出售一批西

门达尔$红白花$夏洛莱等大小公牛及育肥牛# 本

场食宿$检疫$运牛免费"多购赠铡草机一台#

单位!山西太原郊区国营红旗农场 联系人!文全

;<=>?@

热线!

%"$%

%

(%)("((

手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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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开'

采用日本高科技生产# 捕鱼
机捕捞范围从

1

米至
0,2

米!捕
猎机捕捉范围从

0

千米至
7

千
米! 价特优! 欢迎洽谈购机或代
理"图片资料和实地捕鱼'捕猎光
碟!短信函寄(免费)

0,.--04*24-

ABC ADC

广西南宁市港日电子厂

只要有资源可捕%%%即速富

网址
1222344567389:

%))!+*$%&$'#

传真
1*$%&$%#

ABE ADFG

捕鱼机!该机发射超声波下水!冲击
鱼类的脑'心脏!使其缺氧浮出水面!

任人捕捞% 有大小五种机型%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华石电子厂
电话!

%)&'+'!#'!#"

联系人!莫艺胜

捕猎机!采用变频超声波!能把几千
米外的野猪'野兔'山鸡等野生动物
吸引过来! 发射激光冲击猎物大脑!

使其昏迷过去!任人捕捉(

52

分钟后
苏醒)%有三种机型%短信免费索取资
料光盘#

0,*-55*0020

% 欢迎来人试捕
购买!全国办理货到付款%

办理各种保险业务咨询
67HI JKLM34

0,02,4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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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合作
!!!"89*44"'()

南风投资有限公司
*45-----

STUV

专业办理个人 '

个体工商户 '中
小型企业'低息贷款%无抵押'无担
保 !手续简便 '快捷 !当日放款 !

*个人小额户籍不限 +

!$%"(%&$*##

免担保抵押!现办现放
%WUV XYZ[

不成功不收费
010422,1*--

\S]^ _`abc

郑汴路英协路口
*115****

孔先生

, -

de2f ghij

0"

组织策划文体活动!提供礼仪商业演
出'舞美灯光音响设计,

5"

从事高档礼品 '

收藏品' 皮具礼品' 家庭用品销售% 是目
前河南极具规模和实力的礼品销售企业%

郑州金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联系人!张先生
!$#"#%*((## !"!")'%'(!%

%")!+#(%$#(#' %")!+#(%$#(#"

5k67lmno

我单位研制新型专利产品! 多功能小保姆
护理床框架!寻求加工代理加工户!每张

12

公斤 !回收价
0022

元 !我方免费提供设备
预付

0226

料款% 有人员!厂地均可城乡不
限!另办理租赁公司及护理院业务%河南新
乡市小保姆床业有限公司 ! 电话 #

2,-,3

504-005

手机#

20,**,-,07*-

李经理

淞沪会战是中国从局部抗战到全
面抗战的开始%

0.,-

年
4

月
0,

日!中国军队和
广大民众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在
三个月的激烈战斗中! 以重大牺牲
为代价!重创日军!粉碎了日军开战
之初叫嚣的-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
内灭亡中国. 的迷梦" 在淞沪会战
中! 谢晋元团以孤军坚守闸北四行
仓库大楼的战绩最为悲壮"

谢晋元(

0.21

&

0.70

)!广东省蕉
岭县人!-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谢晋元
所在八八师二六二旅调防上海! 他被
调任五二四团团附! 率部驻防北火车
站!与日军对峙两个月之久"

02

月
5*

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

上海市区作战的中国守军被迫全线撤
向沪西!谢晋元临危受命!率五二四团
一营扼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大楼!

掩护八十八师主力撤退" 四行仓库大
楼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六层大楼!

墙厚楼高!易守难攻!东'南两面毗邻
公共租界!西'北两边是中国地界!已
被日军攻占!这里事实上已成为孤岛"

谢晋元率领一营官兵!号称八百壮士!

实则仅
715

人! 他们由北站转入四行
仓库后!连夜加固防筑工事!集中兵力
防守大楼左右两翼! 誓与日军血战到
底! 保卫当时上海唯一属于中国军队
守卫的一块国土"

02

月
5-

日晨! 日军包围了四行

仓库!动用了坦克'大炮!但四行仓库
工事坚固!当日军接近大楼时!胸有成
竹的谢晋元一声令下! 官兵们集中火
力一起射击!用集束手榴弹投向敌群!

炸得日军死伤惨重!第一天毙敌
42

余
人"日军在大楼西北角纵火!企图借火
势发动强攻!但三次进攻均被击退"八
百壮士孤军奋战一昼夜! 数万上海群
众从早到晚聚集在苏州河南岸围观!

心系八百壮士的安危! 他们对谢晋元
和八百壮士宁死不屈' 浴血杀敌的事
迹深感敬佩! 连租界里的外国人也对
这支孤军赞叹不已"

5.

日那天!谢晋元率部仍与日军
血战! 并亲手击毙了两个爬上仓库大
楼偷袭的日本兵! 八百壮士依托区区
弹丸之地! 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凶
猛的进攻!四行仓库依然屹立/

一连四天的血战!谢晋元率部先
后打退日军六次大规模的围攻!打死
打伤日军

522

余人"

02

月
,0

日!接到
撤退命令!谢晋元率部挥泪忍痛撤离
了四行仓库! 在三挺机枪的掩护下!

冲出大楼!退入租界!谢晋元最后一
个撤出" 谢晋元和八百壮士视死如
归' 忠勇爱国的壮举震撼了全国人
民!国民政府电令升任谢晋元为中校
团长" 毛泽东主席高度赞誉-八百壮
士.!把他们与-平型关.'-台儿庄.的
勇士们并列! 称其为 -民族革命典
型." &据(党史博览)'

p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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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初期! 中国军队

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的

作战中! 先后涌现出以英勇顽强

作战闻名于世的 "四大名团#!它

们分别是北京卢沟桥抗击日军的

吉星文团$ 南口保卫战中的罗芳

珪团$ 山西忻口会战中夜袭阳明

堡日军飞机场的陈锡联团和淞沪

会战中孤军八百壮士守卫上海四

行仓库的谢晋元团% 他们抗击外

侮$ 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

英雄壮举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

光辉壮烈的一页%

吉星文团
卢沟桥抗击侵略军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永定河上!

是北京西南的门户! 由于战略地位重
要!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卢沟桥事
变爆发后! 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
团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守卫卢沟桥!

奋勇杀敌!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吉星文 (

0.24

&

0.14

)!字绍武 !

河南省扶沟县人!

01

岁时家贫辍学!

正逢在西北军任职的堂叔吉鸿昌回
乡省亲!受其影响!吉星文弃学投军!

从此走上行伍生涯" 在战争中!他冲
锋陷阵!身先士卒!屡屡得到擢升!几
年间!升任为营长!驻防华北"

0.,,

年日本侵略者进犯长城要
塞"

,

月
.

日!日军铃木师团直逼河
北迁西县北部的长城重要隘口喜峰
口" 宋哲元二十九军受命增援!赶赴
长城御敌"

,

月
00

日!吉星文所在冯
治安部驰援喜峰口!双方激战!战事
十分惨烈" 面对强敌装备精良!二十
九军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实施近战
夜战!出奇制胜!挥舞大刀!痛歼顽
敌!威名远扬"

,

月
00

日深夜! 吉星文率兵出
击!他们身背令敌丧胆的大刀!由当
地樵民猎手引路!冒着大雨!接近日
军前沿阵地! 出其不意地偷袭了正
在酣睡的日军! 他们挥动寒气逼人
的大刀!令敌魂飞胆破!斩杀了

,22

余人!并夺获日军坦克一辆'大炮
52

余门"

,

月
05

日! 为防止日军卷土重
来! 吉星文激励全营战士#-只有拿
铁血来洗国耻! 收失地! 为国家效
命" .在随后的战斗中!吉星文作战
骁勇!多次与敌展开肉搏!击退敌人
进攻!因功受到嘉奖!升任二一九团
团长" 二十九军长城抗日! 声名大
振! 狠狠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嚣
张气焰! 作曲家麦新为此专门谱写
了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战歌 *大刀进
行曲+!唱响了长城内外"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吉星文团
奉命奋起抵抗! 揭开了中国全面抗
战的序幕" 团部设在长辛店! 所属
一'二营驻防长辛店!战斗力强的三
营驻防卢沟桥和宛平城"

-

月
4

日夜晚!吉星文前往第三
营营部! 亲自精选青年战士组成突
击队!缒绳梯出宛平城!出敌不意!

冲入日军阵地!如风卷残云!杀得敌
人仓皇逃窜" 战斗中!吉星文头部被
炸伤!他全然不顾!略作包扎!仍指
挥战斗" 接着!又组织

012

人的敢死
队!每人一支步枪'一把大刀'四枚
手榴弹!准备夺回桥头阵地" 吉星文
屹立桥头督战! 将桥头与附近阵地
的日军消灭殆尽" 对于这场恶战!京
津各大报纸均以特大号标题或号外
加以报道!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抗日的斗志"

吉星文团在卢沟桥坚持抗战
5,

个昼夜!与顽敌殊死鏖战!始终未让
日军占领卢沟桥与宛平城! 直至

-

月
,2

日!奉命撤出防地"

5,

天中!吉
星文以一团之力! 歼敌

,222

余人!

对日军'武器多有斩获"

.

月!吉星文
荣任三十七师少将旅长! 率部开赴
津浦线!开始了新的战斗"

核心提示

吉星文将军 资料图片

罗芳珪团!黄埔骄雄血战南口

发生在
0.,-

年
4

月初的南口
抗战战事激烈! 史称 -南口保卫
战."

4

月
.

日 ! 日军大举进兵南
口!投入

-

万余人的兵力!主力部
队为板垣师团'铃木师团'山下旅
团和酒井旅团! 配备

,22

门火炮!

另有航空飞行大队'战车队'化学
部队协同作战!战前扬言!-三日内
攻占南口."

中国参加南口战役的军队
*

万余人!以南口为中心布防!阵地
东起德胜口'苏林口!西至镇边城'

横岭!战线长达
.2

公里"中国军队
十三军奉命抢防南口!八十九师五
二九团团长罗芳珪率部为先头部
队"

罗芳珪(

0.2-

&

0.,4

)!湖南省
衡东县人 !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 !

0.,7

年擢升五二九团团长" 战前!

他把怀有身孕的妻子从驻地送回
老家!以便全身心投入战斗"

4

月
0

日!罗团从大同乘车!冒着日军飞
机的狂轰滥炸! 赶赴南口前沿阵
地!到达指定位置后!在龙虎台'南
口火车站'南口村一带迅速构筑防
御工事!进行战前准备"

4

月
4

日晨 !战役打响 !日军
炮火向南口中国军队进行猛烈轰
击!日机轮番轰炸!五二九团一次
次打退日军进攻!坚守阵地!直至
深夜!奉命战略撤退!放弃南口车
站!退守龙虎台"

4

月
02

日!日军发动总攻!龙
虎台首当其冲" 为减少伤亡!罗芳
断下令守军暂时撤退!当日军刚刚
占领龙虎台!未及站稳之际!罗率
兵全力反击!五二九团官兵个个奋
勇争先!与敌展开肉搏!尽管日军
派来增援! 仍未能夺得龙虎台!三
个多小时的血战!五二九团官兵依
然斗志昂扬!坚守阵地"

4

月
05

日后! 日军多次向南

口东西两侧山地和龙虎台阵地进
攻!均被击退"

4

月
0,

日!日军派出战车向五
二九团一营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罗
下令官兵进行阻击! 即使剩下一兵
一卒也决不后退"他亲临指挥!与部
下研究爆破战车' 破坏其履带使之
难以行进的办法! 同时研究接近战
车'攻击其观察孔的!方式!挑选精
兵!分成两批!一批带手榴弹!滚身
接近战车!用手榴弹炸毁履带!使战
车瘫痪,一批利用履带毁坏之时!攀
上车顶!用手枪从观察孔射击!击毙
驾驶员"按此方法!日军战车被击毁
多辆!动弹不得"

等日军清除了废战车!继续进
攻时!早已严阵以待的五二九团官
兵改变战术!等战车经过后!以密
集火力!专门攻击跟在战车后面的
日军步兵!步兵夹在隘道中难以招
架!被打死数百名!剩下的狼狈逃
回"

在
*

天的南口战斗中!罗团与
敌反复争夺!重创日军!五二九团
也伤亡惨重! 在无兵增援的情况
下!他们服从上级命令!拼死坚守!

罗亲临战场指挥战斗!几个昼夜没
有休息!他表示!愿与全团官兵一
起与阵地共存亡!全团官兵无不感
奋!振臂高呼#-誓死不退/ .

4

月
07

日!罗身负重伤!仍大
声呼杀!不下战场!全团官兵大部
牺牲!但士气旺盛!同仇敌忾!视死
如归!与敌激战不止"

4

月
5*

日! 南口战役参战部
队奉命突围!罗团随后转战晋冀豫
三省!继续战斗!予敌重创" 直至
0.,4

年春! 该团参加了著名的台
儿庄战役!罗在徐州会战中壮烈殉
国!

05

天后!他唯一的亲生女儿罗
本忠在湖南老家降生"

0.44

年!罗
芳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
认为革命烈士"

陈锡联团!夜袭阳明堡机场

0.,-

年
02

月!侵华日军在平型
关遭重创以后!改变作战部署!突破
晋北防线!沿同蒲路直扑太原" 忻口
会战中! 八路军陈锡联七六九团在
山西代县阳明堡夜袭日军飞机场的
战斗事迹被广为传扬"

陈锡联 (

0.01

&

0...

)!湖北省
红安县人! 出生于贫苦的山区农民
家庭!

07

岁时毅然参加红军!投身革
命" 作为红小鬼的他作战英勇!冲锋
在前!很快崭露头角!

0-

岁时任团部
政治指导员!

04

岁时升任政治教导
员'团政委"

0.,-

年
4

月! 红军被改编为八
路军和新四军!

55

岁的红军师长陈
锡联被改任为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
六九团团长!作为先遣团!奉命插入
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

02

月中旬! 七六九团来到山西
代县南苏郎口村" 这里是滹沱河东
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即是忻口!

战事正隆! 不时有日军飞机从村子
上空隆隆飞掠而过" 通过对敌机活
动规律的观察! 可以推知机场离村
子不远" 经询问老乡! 得知隔河

02

余里的阳明堡修有日军机场" 阳明
堡坐落于雁门关下!滹沱河畔"

战士们纷纷请缨! 要求端掉这
个日军机场"

当时!日军正忙于进攻太原!如
果趁其不备!一鼓作气!发动突袭!

恰是端掉机场的天赐良机"

七六九团经研究制订了作战方
案#一'二营各一部破坏崞县至阳明
堡之间的公路' 桥梁! 阻击来犯援
敌,三营以夜战见长!在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中能攻善守!曾获-以一胜
百.奖旗!由三营负责夜袭机场,团
迫击炮连' 机枪连在滹沱河东岸构
筑阵地!随时支援三营"

夜幕降临!以老乡为向导!部队
整装出发!涉河而过!神速潜行到阳
明堡机场外!万籁俱寂中!三营战士
神不知鬼不觉地爬过铁丝网! 进入
机场!按照事先部署!十连向机场西
北角日军守卫队的掩蔽部发起猛烈
攻击! 十一连直扑停在机坪上的机
群!刹那间!火光冲天!杀声震耳!机
枪' 手榴弹齐发! 打得日军晕头转
向!敌我双方展开了白刃战"

随着轰轰的爆炸声! 日机燃起
熊熊大火!风助火势!火助风威!整
个机场陷入一片火海" 经过激烈而
短暂的战斗!守敌大部被歼!

52

余架
飞机被炸毁燃烧! 等阳明街里的香
月师团乘装甲车赶来增援时! 战斗
已结束! 陈锡联早已率部撤退得无
影无踪"

谢晋元团!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

吉星文团
卢沟桥抗击侵略军

罗芳珪团!黄埔骄雄血战南口

陈锡联团!夜袭阳明堡机场

谢晋元团!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