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 18 时，解放军的火力准
备开始了。令二二三团大惊失色
的是，这一次，砸在阵地上的火
力是前所未有的凶悍。伴随着

“砰砰”之声，近百个巨大的物体
飞向张圩子，一落地就发生强烈
的爆炸，不但周边半径数十米内
人员全部伤亡，就连土木结构的
工事也会全部被毁。这种武器，
后面被国民党官兵起了一个不
太雅观的名字——— 没良心炮。史
料记载，这是中野一个工兵干部
的战场发明，利用汽油桶把十几
二十公斤的炸药包抛射到 150-
200 米距离上。中野的迫近交通
壕作业，也是为这种武器的使用
创造了契机。攻击张圩子，中野
三个团一次就使用 80 个这样的
装置，发射了 1700 多公斤炸药。

把这么多的炸药一股脑的
砸在如此面积狭小兵力密集的
阵地上，无疑是致命的。伴随着
猛烈的爆炸，张圩子一下就笼罩
在爆炸火光之中。而与此同时，
解放军也分别从东北、西北和南
方三个方向发起了冲击。其中，
第七十六团的突击队一马当先，
仅用5分钟就突入了村庄。

而二二三团也确实表现出
了王牌的素质，战斗精神远远强
于其他国民党军队。一看解放军
楔入阵地，残存的士兵便拿起
枪，跃出掩体、地堡，向突破口直
迎上来。两股力量顷刻间狠狠地
撞在一起。双方先是以美式自动
武器互相扫射，而后又硬碰硬地
拼上了刺刀，甚至互相抱住撕
咬，每一道堑、每一个地堡甚至
每一片废墟都充满了残酷的争
夺。七十六团三连是一个红军时
期就诞生的加强连，满员 160 余

人，此战作为预备队加入战斗，
仅仅在攻了没多久，就只剩 17
人了。团长李钟玄得知后心疼地
直掉眼泪：“狗日的‘青年团’呐，
把我的‘红三连’拼光了，把我的

‘红三连’拼光了呀……”
战斗是胶着的，但七十六团

能持续不断的投入后续梯队进
行攻击，而二二三团却只能逐渐
流干每一滴血。战斗以寸土一命
的代价艰难地向村中央推进，双
方的尸体绵软地向村中的核心
母堡铺去。然而就在两军在村内
进行最后搏杀的时候，国民党军
重炮开始对张圩子进行了覆盖
射击，把整个村子彻底炸成了废
墟。9日凌晨4时，这片被鲜血浸
尽的战场终于平静下来，“青年
团”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后来据
当地人回忆，二二三团的伤兵在
碉堡瓦砾之下的哀嚎持续了好
几天。

这场王牌对王牌的战斗，
最终以七十六团的惨胜告终。
2000 多人的“青年团”除了被俘
的不到 140 人外，余皆战死；而
包括七十六团在内三个中野主
力团也元气大伤，休整了好几
天才得以继续参加最后围歼黄
维的战斗。

张围子战斗这段历史可能
并不太为人所知，但在这种惨烈
战斗中生存并获胜的经历却能
够深入到一支部队的骨髓血脉
之中，并在更大的考验中发挥作
用。几年后，国人在一个叫上甘
岭的地方知道了这支部队新的
番号——— 十五军。在那里，这个
王牌以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铸
就了一个民族新的尊严。

据《国家人文历史》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
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
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
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
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
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
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
战役。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
始，第一阶段的战役战场中心
虽然在徐州东部碾庄，但是徐
州西的商丘张公店地区也展
开了一场激战。

从山东菏泽逃往河南开封、
商丘又企图从商丘逃往徐州的
国民党军55军181师，11月6日逃
到马牧集东南十余里之张公店
一带时，即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7日晚19时半，中原野战军
某部由东、西、南三面分别向
张公店及其周围村庄发起攻
击，冒着敌人猛烈火力，通过
丈余宽的壕沟，打开了突破
口，于23时半攻进张公店。敌人
反扑六七次均被打退。8日凌
晨3时，解放军即将十字街路
以西全部控制，国民党军55军
181师师部及其自命为最精锐
的541团完全被压缩到村东一
隅，并将其辎重营全部歼灭于
张公店东南之胡楼附近。张公
店外围村庄国民党军也多数
被消灭或驱逐。至此，国民党
军残部全部被压缩到张公店
东隅及张阁庄两地。

8日上午，解放军向张公
店残敌发起总攻，猛烈的炮火
与爆破，使敌师部阵地变成一
片火海，死伤狼藉，幸存者也
被震得心惊胆裂，不敢应战。
某部二中队仅8分钟即将敌师
部阵地全部攻占。181师师长米
文和仓皇率小部残兵败将向
东南方向逃窜，刚走出村外不
远，即被解放军某部迎头挡
住。解放军从四面八方一齐压
拢上来，米文和无处可逃，只
好和部下一起缴枪。解放军不
到半小时，便将181师师部和
541团全部消灭。

解放战争中，181师（当时
为整编181旅）两次被解放军重
创，都只有米文和带领少数部
下逃跑。张公店战斗中，曾两次
侥幸逃脱解放军天罗地网的国
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兼
181师师长米文和及其少将参
谋长董汝桂等人被活捉。

张公店敌人被歼灭后，固
守张阁庄之敌543团恐慌动摇，
在解放军不断的政治攻势下，
由团长胡树基率领，于黄昏时
缴械投降。181师就这样在和解
放军的第三次作战中被全部
歼灭。181师被歼的“噩耗”传
来，令邱清泉大吃一惊，他想
不到第二兵团尚未行动，就丢
掉了一个师。他自知米文和师
被歼是因他指挥疏忽而造成
的恶果，为推卸责任，他便把
罪过推到米文和头上，向徐州

“剿总”报告：米文和率部投降
了解放军。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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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过三终于被捉
被解放军打败了三次的
国民党师长米文和

米文和

一支军队有很多部队，有主力部队，也有普通部队，而主力
部队之中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主力部队中能被用在刀刃上的，才
能被称为王牌。按此逻辑，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第十军七十五师
二二三团，算是王牌部队。

二二三团的前身是国民革
命军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是陈
诚起家的骨干部队之一，在大
革命时期、军阀混战时期、抗战
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民
党屡立战功，其骨干皆为黄埔
军校毕业生。国民党军最具实
力的“土木系”，其中的“土”字
就是指十一师体系，三十二团
作为十一师原三大主力团其地
位可见一斑。

陈诚治军颇为严厉，也注
重发挥三青团作用，吸收一些
高学历青年入伍。抗战期间，有
不少热血青年加入该团，并表
现出了极强的战斗精神，该团
也因此被称之为“青年团”。作
为陈诚嫡系部队，国军对待该
团待遇十分优厚，不但远超其
他部队，武器装备也全部美械。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三十二团
经过数次整编加强转隶，战斗
力空前强悍，最终番号为七十
五师二二三团，是第十军乃至
十二兵团的头等主力团，也是
黄维和胡琏所依仗的杀手锏。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的
大幕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
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
缓缓拉开，事关中国命运的国
共大决战由此开始。作为蒋介
石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二二三
团在黄维兵团的编成内杀入战
场。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在指挥
上连出昏招，黄维兵团很快在
11 月 25 日被中原野战军主力
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固

守待援。其中，二二三团作为军
队最具战斗力的主力团，负责
扼守双堆集东北方重要的据
点——— 张围子。

张围子，其实准确的叫法
应该是张圩子，是一个位于双
堆集东北的面积不过3个足球
场大小的小村庄，地域狭窄、地
势平坦，只有十几户土木结构
的房屋，难以抵挡重炮轰击。按
照二二三团原来的打法，全团
是不可能龟缩在如此拥挤不利
的地域内进行防御。但此时已
没有选择了，因为整个黄维兵
团12万人所控制地域也不过12
平方公里，没有丝毫的回旋空
间，只能固守已有阵地。

尽管很不情愿，但二二三
团还是表现出了强烈的信心，
因为该团历史上曾经有过被中
野主力十倍兵力围攻，坚守 5
天最终全身而退的经历。在其
看来，解放军的火力，应该很难
敲开他们死守的阵地。即便如
此，二二三团也依然在有限的
时间里尽可能的进行了防御准
备：全团依托村庄，构建起 3 道
环村防线，疏密有致地设置了
工事网和梅花状地堡群，同时
又得到双堆集兵团大炮群的战
术支援，构成火力交叉覆盖的防
御系统。该团认为，只要能死守
数日并对围攻的解放军以重创，
就能坚持到其他国军兵团前来
解围——— 毕竟，十二兵团才是蒋
介石的心头肉，别人都可以不
救，但没有理由不救他们。

1948年12月6日傍晚，解放
军攻击终于开始了。他们无论
如何也没有想到，不到40个小时
后，二二三团，这个国军王牌部
队就成为了历史。

应该说，最初剧本确实是
二二三团所设想的那样：在并
不算猛烈的炮火准备后，村东
北方和村南两个方向都有解放
军发起的进攻。穿着灰色军装
的共军士兵们从堑壕中勇敢跃
起，迎着凶猛的火力奋勇冲锋。
然而，血肉之躯单凭勇气是难
以攻克现代火力所构筑起来的
防线的。冲击的队形才刚刚前
进到鹿砦前20米处，就撞上了
一道由二二三团的机枪、战防
炮、喷火器和后方的重炮组成

的火墙，立刻就造成了巨大的
伤亡。

即便是有勇敢的小股部队
顶着巨大的伤亡突入村庄，也
会立刻遭受二二三团凶狠的反
冲击。负责从村东北进攻的中
野九纵一个加强团，在7个多小
时内组织了三次大规模进攻，
非但没有攻破防线，反而在反
击中损失巨大。到当晚24时，两
个攻击方向都被迫停止了进
攻，张圩子阵地毫无变动。据
说，当晚胡琏听到战报后十分
得意，夸奖二二三团“不愧为我
十八军的英雄好汉，不愧你们

‘青年团’的光荣称号。”
不过，这却是二二三团最

后一次受嘉奖了。

12 月 7 日进攻失利后，中野
九纵司令员亲自来到张圩子附
近的指挥部，他叫秦基伟。这个
名字在当年并不算有名，但是其
强悍的性格却在中野非常突出。
当天的战斗激发了这个参加革
命二十多年老红军的斗志，他果
断把九纵的“家底”——— 二十六
旅七十六团也投入到了攻击位
置，来个以王牌对王牌。

九纵的这个王牌也不是虚
的，其最早是“晋豫边抗日游击
队”，1940 年，在其被编为八路
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一旅第二团
时，又把一支从黄麻暴动中建
立起来的红军赤卫队班底调入
作为二营，极大地提高了该团
的整体作战能力。此后该团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场上辗
转征战，屡立战功，成为名噪太
行的“老二团”。挺进太行山后，
中原野战军整体较为困难，但

“老二团”却在恶仗中顽强发
展，部队装备了不少缴获来的
美械装备，作战顽强、火力强
悍、威名赫赫。

12 月 8 日，当朝阳开始照
耀这片硝烟弥漫的战场时，新
的战斗又打响了。整个白天，九
纵官兵顶着猛烈的火炮和轰炸
坚持土工作业，把战壕向张圩
子阵地方向延伸；而二二三团
则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多
次出击尝试阻止，战斗和流血
一刻也没有停止。双方都清楚，
交火线距离将决定晚上攻击发
起的距离，谁多赢一寸，谁就能
占据下一场战斗的优势。当太
阳开始落下时，解放军的战壕
最终从三个方向前伸到村前防
线很近的地方，只有近则四十
米远则一两百米。双方的士兵
各自躲在自己的阵地里，屏住
呼吸，等待着新的战斗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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