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泉村红色记忆
一、红色基因
黎城,上党小县,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时光追溯到 1926 年春节
期间，中共太原地方执委会委员周玉麟和特派员陈立志，赴上党进行党建工作，成立了长治
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潞安支部，当时就读于长治省立第四中学的黎城籍学生康森奇
（化名孙振夫）
，就成为了黎城第一个共产党员。
1937 年 7 月 7 日，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于 8 月底到 10 月初，
东渡黄河（图 1）开赴抗日前线，
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1937 年 11 月，八路军抗日
工作团进驻黎城，18 日黎城成
立了太行山上第一个由共产党
领导的全区域完整执政县级抗
日民主政府。至此黎城就成为
了太行山最早的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挺进敌后
和解放县。八年抗战期间，无一例外的保持了解放区的地位，并成为保卫太行抗日根据地的
东大门的擎天柱，
是八路军最
大的敌后抗战后勤基地和太
行抗日根据地的后方之后方，
是太行抗战最红、
最艳的一面
旗帜。
先后落户黎城的八路军
后勤保障单位（图 2），总计
超过一百家以上，
门类齐全应
105 号八路军鞋袜厂旧址
军工部化学厂旧址
有尽有。生活物资、兵工生
产、生活设施、医院疗养、粮食储备供给等。军工生产（图 3）占到太行军工总量的一半以
上，30 多家落户黎城，军工人员 5000 多人，被称作“太行兵工第一县”、
“新中国军工摇篮”。坚持抗战离不开经济的强力支持，所以黎城还是
太行抗战货币供应中心，是敌后抗战和根据地的最大银行，长达十年之
久，有 30 多家金融机构落户黎城，成了新中国金融的摇篮。黎城抗日
大后方的地位不可动摇，许多著名与关键战斗战役，决策与指挥部都设
在黎城，如神斗岭伏击战、响堂铺大捷、粉碎九路围攻、交通总破袭、
关家垴战斗（图 4）
、黄崖洞保卫战等都是在黎城杨家庄、南桑鲁、西井、
子镇、北社、东崖底等地决策并指挥。
彭总在指挥关家垴战斗

八年抗战期间，黎城人民支前参战 20 多万人次，捐躯英烈 2000 多人，群众死伤 7000
余众，房屋被毁 45260 间，财产损失近 58 亿元（冀钞）
，40 年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授予“抗
日模范县”
。
正是处在这种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之中，源泉民众把这种红色基因接收并发扬光大，融
入到了自己的抗战行动中，和全县人民一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可歌可泣的抗战壮举，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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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独树一帜的红色文化，留给了后人永久的、引以为荣的红色记忆。

二、红色记忆
1937 年 11 月，八路军工作队进驻黎城，18 日黎城抗日政府就成立了，至此源泉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空前饱满的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我八路军的后勤保障、
人才培养、政治、经济、军工生产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成了我们这些后来人永远引以
为荣的红色记忆。
1939 年 12 月 30 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
，割让国土
给日本，给日本人多项特权，卖国浊流成灾。为了坚定我八路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1940
年 7 月，毛主席在延安向全国发表了《团结到底》一文，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为了保
证我抗日将士后勤补给，保证前线顺利作战，1940 年 5 月，中共北方局根据我村的群众基
础和自然条件，决定在源泉村成立八路军鞋袜厂（图 2）
，旧址在源泉村 105 号，为坐西朝
东一进院落，占地 253 平米，现存正楼一座，北厢房两间，马棚三间，南厢房已毁。
根据村里李银亭老人讲，当时鞋袜厂里职工很多，都穿八路军军服，有男也有女，采用
分散生产，集中保管，原材料
除集中供给，抗日民主政府还
发动群众从当地筹集并分散到
老乡家，特别是山沟里的分散
住户隐蔽保存，成品及时分发
新一旅的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八路军战士的尸体

给各部队，以防日军扫荡。
然而不测之祸还是如期而至，42 年冬的一天夜里，负责保卫鞋袜厂的八路军新一旅一
部半夜来到源泉，人困马乏，天寒地冻，五更天遭到了日军偷袭，那晚来偷袭的日军很多，
偷偷进村，没听一声枪响，只听到“杀杀杀”的拼刺刀声（图 20），群众不明情况，纷纷摸
着上了山，天亮后返回村里，日军不见了，就只有满地的八路军尸体（图 6）
，都是鞋袜厂
和新一旅的战士，村公所组织村民用苇席打包了他们的尸体，都埋在了一个叫“黄炉峧”的

安葬鞋袜厂和新一旅战士的墓地

源泉村南的油坊沟小山村

山沟里（图 7）
，都快埋满了。
为了彻底摧毁八路军鞋袜厂，日军带领黑狗队，进山搜寻鞋袜厂物资，村南三里有个叫
油坊沟的小村（图 8）
，在百姓家藏有八路军的物资，夜里敌人闯进家门，惊醒了老乡，为
了保护房后隐藏的这批物资，老乡把枕下仅有的几块银元投向屋外，趁黑狗队闻声寻找银元
的机会，光身窜出，把敌人引开，枪声刺破了星夜的宁静，仗着地形熟，有夜色保护，硬是
引开了敌人，保住了物资，对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天寒地冻，乱石荆棘，枪弹纷飞，都
没能夺取他的生命，这个智勇双全、有胆有识的老乡正是作者的父亲，已于 1979 年因病去
世，享年 6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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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4 月 11 日，中共北方局在黎城 129 师司令部附近的北社村召开高干会议，史称
“黎城会议”
。这次会议确定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的重大决策，其中决定将原来
的 129 师供给部财政学校整编成华北财政经济学校（图 9），校长由 129 师供给部原政委赖
勤担任，王述为教导主任，大队长肖华，副大队长孙森，
学校在西井正式开学，主要课程有借贷管理、统计学、银
行学、数学等课程。这年后半年，日寇多次对太行腹地进
行报复性大扫荡，财校办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只有一边
转移一边抽空隙上课，先后转移到武乡小岭山、黎城源泉
村、河南村办学。
华北财校旧址

王根英（图 10）
，1906 年生于上海浦东，1925 年入党，1927 年 4 月作为上海代表，参
加了武汉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调 129 师供给部，
任财政学校政治指导员。1939 年 7 月 8 日，师
供给部和财经学校驻地，遭日寇突然包围，在突
围的紧要关头，王根英发现一个装有党内文件和
公款的铁皮箱没有带出来，毅然冲进村中去取，
路上和日军遭遇，壮烈牺牲，年仅 33 岁。值得
王根英遗照

陈赓一家

华北财校旧址
华北财校旧址
说明的是，王根英就是威震敌胆的开国大将陈赓的第一任妻子（图
11），他们育有一子，叫
遗照
陈知非。
遗照
华北城财政经济学校，为解放区和八路军培养了大批财经管理人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
超乎寻常的贡献。
1944 年，抗日战争已到了战略反攻阶段，武器装备亟待扩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8
月 3 日，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在八路军总部听取了刘鹏部长关于筹建源泉化学厂的情况
汇报，得到了首长的批示，于当年 11 月 29 日，源泉化学厂（图
12）正式建成投产。
化学厂工人除白布礁化工厂的几十名外，大部分都是从八路
军中选派的精明强干
的警卫人员、勤务人
员和年轻的班排长，
职工人数多达 290 人，
经过短期的突击攻关，
两套缸式硫酸系统
（图 13）、四套硝酸

兵工部源泉化学厂旧址
缸式硫酸系统主设备大缸

系统，以及较完整的一套硝化棉制药系统都先后投产，日产量较白不礁时期增加了约 7-8 倍。
产品有硫酸、硝酸、硝化棉、硝化甘油、酒精和乙醚，还有为医务部门制造的少量盐酸、硫
酸铜和硝酸银等。抗战胜利前夕，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产品，即用硫酸氨和硝酸钾，生产了大
量硝铵炸药。月生产无烟火药 1300 公斤，硝氨炸药 2100 公斤，有力支援了战略反攻，为
最终打败日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制造出的现代高效硝酸炸药，为新中国的国防工业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然而生产设备的简陋和生产工艺的落后，以及受生产条件的制约，给化工生产埋下了重
大隐患，1946 年 1 月 10 日，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浓烟滚滚（图 14）
，隐天蔽日，酿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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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军工化学史上最悲壮的特大事故，出事车间灰飞烟灭，以玉皇
殿为中心的古建筑群，除了小鬼殿、老君殿之外，全部化为灰烬，玲
珑剔透，秀丽端庄的水阁凉亭化为废墟，古老石拱桥上，大量的精美
石雕（图 15）
，粉身碎骨，很多民房遭损，因为爆点在源泉河出水口
的山洞，巨大的爆炸震动破坏了原来的地质结
构，流量锐减 2/3。这次事故对军工生产固然
是重大损失，同时对源泉村几百年来的文物古
迹和水资源的破坏造成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和无法弥补的。
化学厂失事浓烟滚滚

更重要的是加上十天后的二次事故，牺牲

八路军战士 11 位，事
后 18 集团军所立烈士
纪念碑，连续用了“目
不忍睹”
、
“口不忍言”
、
“远近谈之无不啧舌
而变色”等词句，足

源泉古石桥的精美石雕

纪念碑上的碑文

见事故之惨烈与悲壮，这群中华民族的
优秀子弟，把年轻的生命永远融化在那
八百里太行的青山秀水里，和老区人民
朝夕相伴，直到永远。
八路军朱、彭首长得此噩耗，立即
批示，修建纪念亭，竖立纪念碑，让后
人永远瞻仰英烈之壮举，军工部长刘鹏
亲笔题写的“烈士亭”三个字（图 17），现在仍高悬正门最上方，这位军工泰斗，开国将军，
在天有灵也该聊以慰藉了。
刘鹏亲笔题字

刘鹏

三、抗战堡垒
1940 年，在抗战最艰苦的情况下，经源庄村共产党员郭文堂、李富和高慧玉等介绍，
抗战积极分子李全盛（图 46）
、杨福会两同志光荣入党，成为源泉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共产
党员。同年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源泉源庄合并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源泉
党员李全盛，经民主选举和上级批准，成为第一任政治主任（支部书记）
。
至此，源泉民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和支援全国
解放、实行土地改革（图 18）的伟大革
命实践中，以巨大的牺牲，证明了老区
人民的忠诚、勤劳和善良，成为当之无
愧的抗战堡垒村、支前模范村和土改先
进村，同年成立了党的农村基层政权组
李全盛
织——源泉村农会。从此源泉贫苦农民
有了自己的娘家，有了自己的主心骨，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 土改时分得土地的农民在犁地
事业紧紧联系起来，用牺牲和奉献写下了属于源泉自己的光荣历史和感人故事。
1940 年从八路军鞋袜厂进驻源泉和撤出转移的三年里，源泉妇救会组织成百名妇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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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参加厂里生产劳动（图 19），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自觉以支前抗战为己任，特别是 42 年
冬，日寇偷袭鞋袜厂，牺牲了几十个八路军战士，他们虽然没有力量做棺厚葬，但是他们把
各家炕席揭下，铺上
干草，打包烈士遗骨。
大街上支起大锅烧水，
给这群年轻的战士洗
脸剃头，用老区人民
自己的方式送别亲人
（图 21）
，寄托哀思。
军民一起安葬牺牲的战士
黄炉峧那一片新土，
成了他们永远的痛，在没有全部被亲属家人认领以前，每年清明十月一，都会有村民自发的
上坟烧纸，表达哀思。当油坊沟的那位老乡，把枕下仅有的几块银元投向院子引开敌人，保
住鞋袜厂的物资，他当时想的不是钱财的得失，生命的安危，而是党的重托，抗日政府的信
任，为天下大众求解放，已成为源泉村人刻在骨子里的朴实信仰。
兵工化学厂驻源泉的时期，源泉人积极投身生产，组织民工方圆几十里收集柴草灰，上
山扛硝土，只要有普通人能帮上手的岗位，都有源泉人的身影（图 22）
，本村青年董逢顺、
江三玉等，干脆加入化学厂，
成了正经的军工战士。46 年
元月，一声巨响，炸毁了源
泉村几百年来的古文明（图
24）
，很多是不可复制的文物
古籍，是源泉前人几百年来
源泉妇女参加鞋袜厂劳动

勤劳和智慧的见证（图 23）
，
老石桥的文物古迹遍布全身
他们没有一声怨言，而是日
夜奋战在善后一线，挖设备、救伤员、葬烈士、清废墟、安排兵工战士生活，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贫富贵贱，
有人出力，无钱
出物，谱写了一
首军民团结共赴
灾难的感人篇章。
遵照朱、彭
老总指示，为烈
士修建烈士亭，
源泉人选最好的
工匠，在水阁凉
为烈士修建的三重四角烈士亭
被炸的废墟
亭原址建起了庄
重肃穆的三重四角烈士亭（图 25）
，军工部长刘鹏、化学厂厂长陈浩、指导员冯义彬、工程
村民在化学厂装填手榴弹

化学厂首长的亲笔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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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朱英等首长在烈士亭上亲笔题字，分别是“烈士亭”、
“革命战士”、
“丰功伟绩”、
“人民之

塔形纪念碑

正气长存纪念碑

烈士生平事迹纪念碑

光”
（图 26）
，风雨 70 多年，现在仍在正门侧门上方，向后人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和
军民共克时艰的感人故事。
接下来是为烈士立碑，太行山不缺的就是石头，然而短时间选择刻碑石料也不是易事，
尤其是挺拔肃穆的塔形碑（图 27）
，选料更是不易。源泉
人民又一次伸出援手，将被炸后仅剩的三块石碑献出两块，
磨去正面刻上了十八集团军的《烈士纪念碑记》
（图 28）
，
和刻有英雄生平事迹的《人民功臣》
（图 29）
。把炸倒的后
丹池引桥桥墩石，改制成塔形碑，正面刻有“九位烈士光
荣牺牲纪念碑”
（图 27）11 个苍劲大字，两侧背面均有勒
石，永远向后人诉说着遇难英烈的悲壮故事。后来修复引
对接的桥墩石

桥时用去的一块桥墩石，只能用两块石头对接而成（图 31），

这残缺的桥墩石背后，是源泉人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博大
胸怀的具体体现。
源泉人民以宽广的胸怀和坚强的民族气节，和全县人民
以及八路军将士，共同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不足 600 人
的一个小山村，先后参军参战 150 多人次（图 32）
，牺牲烈
士 6 人（图 33）
，最长傅锁玉 40 岁，决死队员，39 年 7 月
沁州战役牺牲，最小史水全 20 岁，新一旅，40 年合涧战役
牺牲，杜松贤、董老虎、赵牛儿均属 38 旅十三纵队，在解

送子参军

放临汾、太原的战斗中牺牲，
张合汉牺牲在黎城反扫荡中。
他们的名字将与山河同在，
与日月同辉。除 6 位烈士血
染沙场外，日寇杀我乡亲 51
人（图 34）
，牲畜 60 多头，
被日军杀害的源泉村民
烧毁房屋 300 多间，掠抢财
物十多万元，枪击、刀捅、火烧、毒气、碎尸、活剐、推崖，手段无不残忍至极，口不忍言，
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国仇家恨，永世难忘。
1940 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源泉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先后有李全盛（图 46）
、杨福
会、刘金全、江起玉（图 47）
、郑福奇、郭宝德、董黛玉、霍娃儿、刘起德，还有稍晚一些
的史三喜、乐文奇（图 48）
、刘虎师、赵春喜（图 49）
、常有根（图 50）
、王书奇（图 51）
、
烈士纪念证书

6

张贵良（图 57）
、姚凤明（图 52）等光荣入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土地改革

李全盛

江起玉

乐文奇

赵春喜

常有根

王书奇

姚凤明

中作出了重大成绩和重
出代表，用忠诚和勇敢去
命感和责任心去呵护共
带领民兵制造的榆木土

要贡献。是源泉人民的杰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用使
和国的成长。源泉党支部
炮（图 35）
，在战斗中大显

张贵良
王三孩
郑福奇
神威，威震敌胆，后被黎
陈列于太原的山西抗战历史博物馆，源泉民兵，名扬三
晋。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主席朱老总联合发表了《向
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江
南北的敌占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了加强和充实新
解放区的领导和管理力量，迎接全国解放，我村党支部

城县和晋东南行署，选送

源泉民兵制造的榆木炮
选派最精干的党员干部，参加了黎城县随军南下工作团，
其中有郑福奇（图 53）
、李全盛、刘起德等，跨黄河过长江，汇入到滚滚而来的全国解放的
洪流之中，其中郑福奇卸任于福建省水利厅党组书记任上，还有董黛玉、郭宝德同时也奔赴
太原和长子，担负起了更重要的领导工作。他们为源泉人民争光，是源泉河边、无根山下土
生土长的优秀子弟。王三孩（图 54）
、韩文分别于 1937 年和 1945 年参军，王三孩战斗中负
伤，光荣退伍，韩文副师长任上退休。

四、“八路军”再回家
1969 年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4667 部队先遣分队进驻源泉（图 37）
，源泉百姓
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夜里在寒风中夹道欢迎“八
路军”再回源泉村。长长的欢迎队伍里大到 70 多
岁的老人，小到六七岁的小孩，他们像等待久违
的儿女，这种战火中结下的军民鱼水情，22 年后
再一次升温，老区人民将重新体验军民大家庭的
无限温暖。
源泉村民欢迎“八路”再回家
第二天早上起来，平时宁静的小山村今天却
异常热闹，清澈温暖的源泉河边一片草绿，那领章红的像団火，那帽徽亮的像颗星（图 38）
，
挂着稚气的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图 39）
，
他们知道自己的先辈就
是从这太行老区走向了
全国解放，这里就是军
人的故乡，这里就是战
士落脚的地方，他们洗
灿烂的笑容
解放军 56 式领章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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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行军的征尘，洗去了长途的劳累，以崭新的姿态去继续谱写属于他们自己的军民团结新
篇章。
这次部队是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号召，战备施工，他们要在
太行老区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光荣，源泉驻扎的有加修连、机械连、运输连、施工十三连、
团直卫生队、团直后勤部等直属机关，共计 7 个单位 900 多人。
除机械连、加修连、运输连驻扎原源泉造纸厂旧址外，其他各单位全部驻扎村里。这下
全村老少和战士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了，集体办公场所腾出来了，集体库房腾出来了，新建的
11 间 250 平米仓库（图 40）
，7 间 150 平米老君殿腾出来了，施工十三连安排在戏台院搭起
了伙房（图 42），戏
台正好做仓库，第四
生产队将饲养院、库
房让出给卫生队做办
公和病房，学校撤走

给部队用的仓库

给部队用的小学教室

给后勤部用
（图 41），
施工连炊事员送饭
而孩子们都到羊圈改
造的教室上课。乡亲们把家里最好的房子让
子弟兵住，正好印证了毛主席“军民团结如
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科学论断，在短

短两天后，部队便开始了正常施工。
这里没有军营的高墙，这里没有隔离的铁丝网，这里只有军民同
饮一河水，这里只有军民同居一小院。工余休息除了学习开会（图
43）
，扫地担水成了他们每人的所爱，大街小巷，房前屋后，一尘不
染，街上行进的战士，三人成行，两人成排，步伐整齐，身姿娇健，
给人一种清新和活力的感染。春夏农忙部队出手帮助颗粒归仓，就连
小孩做家庭作业都有兵叔叔做辅导老师。家，真的是一个水乳交融的
军民之家。部队夜里进行集合训练，老乡看到战士摸黑扎背包，就点
上油灯给战士们照明，战士们都乐了，当告诉老人这是训练，是不能
战士在开会
点灯的，老人还是半信半疑站在院中，不肯回屋。
卫生队的年轻医生们（图 44）
，以精湛的医术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村民的爱戴和尊敬，
有好些多年的老病号得到了康复，有好多危重病人的生命被他们夺回，锦旗匾额挂满办公室，
却分文不取，就连老乡送的核桃柿子饼都婉言谢绝（图 45）
，老八路的
光荣传统在他们身上又一次得到升华。
三年的时光转眼而过，部队完成了战备任务，就要返回营区，那
深情的握手，那含泪的嘱咐，就是兵工战士告别场景的重演。车动了，
人走了，留下的是深情的留恋和永远的记忆。
时隔五十年，那些白发
苍苍的老兵，有的还不远千

里重游故地，看望老房东老
乡亲。只是这次老兵不是打着背包来的，而是带
着子女儿孙，他们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这血浓于水
的军民情谊，永远记住太行老区人民的拥军情怀，
医术精湛的女军医

下乡巡诊的卫生队战士

永远记住为祖国奉献过子弟儿孙的太行小山村——源泉。然而当年的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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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已成坟丘，除了老兵点上的三炷香，就连一声问候的话都听不到了。
太行的硝烟早已散尽，祖国大地已处处红遍，不论扛枪的“老八路”
，头顶五星的“新
八路”
，还是扛起枪奔赴战场，背起行囊涌向新区的优秀子弟，都已离开了源泉这片热土。
但历史会告诉未来，正是这军民血肉铸就的太行精神，伴随着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来，这
深入骨髓的血肉深情和坚定信仰，将会成为源泉人民永远的红色记忆。

附：
一、八路军军工部长简介：
刘鹏（1912-1986），湖南湘潭人，1930 年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
1939 年 6 月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1953 年入朝作战，任防空司令部副
参谋长，1957 年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高炮指挥部司令员，1955 年
授予少将军衔，1986 年逝世，享年 73 岁。
二、抗战期间至文革以前源泉村历届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览表：
支部书记
姓名

在职年限

备注

李全盛

1940-1945

1949 年随军南下

李茂元

1946-1947

江起玉

1948-1949

江贵良

1950-1951

史三喜

1951-1952

姚凤明

1953-1957

李银亭

1957-1963

刘虎师

1964-1966

姓名

在职年限

备注

江起玉

1942-1953

1921 年出生，1945 年入
党，1957 年病逝

姚凤明

1954-1957

党政一肩挑

王先虎

1948-1959

缺职

1960-1963

后调黎城勇进渠

村主任

1963-1966

公社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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