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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中国
军民在亚洲战场牵
制敌人，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最后
胜利做出巨大的贡
献。自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华民族
与 侵 略 者 殊 死 抗
争，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2015 年，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本报“纪念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专题采访组
一行，实地采访调
查，追索胜利背后
的家国情仇，寻访
革命先辈的光辉足
迹。

（五十九）

■■ 记者记者 杨军杨军 孙明春孙明春 孔浩孔浩 文文//图图

见证见证：：依然矗立依然矗立
———我市境内浸染抗日血与火的老建筑—我市境内浸染抗日血与火的老建筑

在枣矿集团安全培训中
心院内，有一座两层建筑

“枣兴堂”，青石台阶以及４
个半圆形青石拱门，让人可
以明显感觉到它与中国建筑
的不同。记者查阅资料，发
现“枣兴堂”大门的建筑构
造，和长春“伪皇宫”里的
部分建筑非常相似，猜测是
日本人设计建造的。

从枣矿集团退休的毛文
奎老人告诉记者，“枣兴堂”是
日寇侵占枣庄后，于 1941年

建造的戏院，主要用于演戏、
放无声电影等，他小时候进去
看过京剧，里面的构造跟现在
的电影院差不多。“枣兴堂”先
是供日本人娱乐，中国人不能
进，后来放开了，矿工们没事
时也可以进去看戏，这应该是
枣庄的第一座电影院。解放
后被改成了办公室，后又改成
了档案室，近几年由于年久失
修变成了危房。老人说，“枣
兴堂”是日军侵华的见证，理
应得到必要的保护。

“血染洋行”是小说《铁道游
击队》中的一出重头戏，可谓家喻
户晓，至今还在广为流传。“老洋
行”位于市中区车站街五号，房子
为 1937年以前所建，曾是交通银
行、民生银行的办公场所。1939
年初，日寇占领枣庄后，在此处开
设了“国际洋行”，又称“正泰洋
行”、“枣庄国际公司”，它以经营
五金布匹等日用百货为幌子，实际
是一处情报点，秘密从事间谍活动
的大本营。

1939 年 8 月，为了除掉“洋
行”，扩大抗日影响，洪振海、王
志胜与宋世九 3人各带短枪一支，
趁夜摸进“洋行”，将大掌柜、二
掌柜击毙，三掌柜击伤，缴获长短
枪各一支。1940年1月，铁道游击
队成立，为了给侵枣日军沉重打
击，同年8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洪
振海、王志胜带领 32名队员二袭

“洋行”，共击毙日军 13名，翻译
一名，缴获长短枪 6支，物资一
宗。铁道游击队夜袭“国际洋行”
后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鲁南人
民的抗日热情。

“国际洋行”旧址大门向北，
内为四合院，南北各 9间主房，东
西配房 12间，南北长 38米，东西宽
31米。东西厢房为解放后所建，南
北住房为原来的老房子，外部结构
基本未变，南部房子由石块垒砌而
成，北部房子材料主要以青砖为主，
屋顶均覆青瓦，大门为典型的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风格。现在的

“洋行”四合院内盖起了数间小屋，
并被分为东西多个小院。解放后此
处曾作为市药材公司的仓库，后市
百货站在此办公发货，再后来则成
了市百货站的职工宿舍。目前“国

际洋行”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文物部门今年还对
老旧房屋进行了修缮。

老洋行

台儿庄大战从 1938年 3月 23
日开始，到 4月 8日结束，前后历
时 17天。中国军队用大刀和手榴
弹打退了日军的多次疯狂进攻，歼
灭日军一万余人。

当年在台儿庄城内，“无土不
沃血，无砖不饮弹”。现如今，这
里有 53处保存完整的战争遗址，
也是世界上二战遗址最多的城市，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拉锯战最为激烈
的清真寺。

清真寺位于台儿庄古城东北
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台儿
庄回民的宗教活动场所。台儿庄区
政协原秘书长孔庆龙介绍，大战爆
发时，清真寺为第二集团军 31师
186团加强连驻守。由于这里建筑
物高大坚固，离中正门最近，又是
向城内纵深挺进的必经之路，因此
这里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是
战斗最惨烈的地点之一。日军攻进
城内，与清真寺守军发生激战，攻
破清真寺后设为指挥所兼临时包扎
所，寺东则为日军焚尸坑。后来我
军奉命夺回清真寺，双方的拉锯战
打了七天七夜，终将寺内日军全部
歼灭。至今寺内的墙上弹痕遍布，
可见当时战斗的激烈。

寺内一棵已有几百年树龄的古
柏躯干上，弹孔遍布，弹头、弹片
依稀可见，前来参观的游客均唏嘘
不已。孔庆龙介绍说，战后的清真
寺残墙断壁，满目疮痍，寺内尸体
遍布，血水横流。寺中原有4棵古
柏，有两棵化为灰烬，幸存的两棵
中，西边这棵因烧损过半，干枯龟
裂，已于近年枯死。西小讲堂在大
战时是指挥所办公室，南外墙上弹
痕累累，弹痕特别密集的近一平方
米的砖墙，已于 1988年被国家博
物馆搬走陈列，并被定为国家一级
文物。

清真寺
目前在我

市，还保留着日
寇侵占枣庄时建
造或使用过的部
分建筑。经历了
70 余年的风雨
后，这些有故事
的老建筑有的仍
在使用，有的亟
待修缮。它们是
日寇侵略枣庄的
见证，它们理应
受到应有的保
护。

枣庄老火车站即现在的枣
庄东站，里面建有两幢洋房，
东边的一幢为中兴公司于上世
纪 30 年代所建，下有地下
室，用于票房及办公；西边的
洋房大概为民国初期建造。房
子是青石结构，拱形门窗，保
存完好，目前仍被车站作办公
室使用。

日寇占领枣庄后，除了重
兵把守中兴公司外，还要守护
火车站。日寇将掠夺的煤炭等
资源，通过台枣铁路运到连云
港装船送往日本。火车站内西
南处的老仓库与西边的票房是
同一时期的建筑，仓库高约 8
米，占地约500平方米，铁道游
击队员曾在此设过伏击。

在火车站南、老洋行西
面，有一座立有保护碑的“日
军炮楼”，高约8米，占地约30
平方米，为青砖结构建筑。据
附近的老人讲，这座炮楼原来
是姓陶的人家为看家护院而建
的，后来被日军占据，成了保卫
火车站的瞭望哨。当年车站街
上有六七个这样的炮楼，1945
年冬，汉奸王继美的部下张家
振，带兵驻守“泰丰”面粉
厂，因害怕炮楼被新四军占领
对他们不利，就派人放火烧炮
楼，到后来仅存这一座。

火车站与
日军炮楼

●

电光楼位于现在的八大
家小区内，为日寇侵早后建
造的一座十几米高的炮楼。
当年日军在楼上驻守一个排
的兵力，在楼的顶端安装了
大探照灯，夜间灯光扫过，
周围几公里内彻如白昼，因
此被人们称为“电光楼”。

日军投降以后，汉奸王继
美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挺进
军三十二纵队少将司令”，盘
踞在中兴公司负隅顽抗。“电
光楼”被王继美作为一个重要
工事，挑选了一个机抢排驻
扎，上中下三层都配有轻重机
枪。1946年6月，新四军七师、
鲁南八师向王继美部发起全
线进攻。战斗一打响，我军七
师一部从东南围墙炸开突入，
一个连在炮火掩护下直逼“电
光楼”，当一排战士快冲到楼
下时，“电光楼”里几挺机抢同
时发射，冲在前边的战士一个
个中弹到下。连长果断命令一

排就地卧倒，二排组织火力掩
护，他率三排从左侧冲了上
去，很快便占领了“电光楼”底
层。与此同时，一排在二排火
力掩护下，匍匐到楼下，用人
搭肩梯接近中层枪洞口往楼
里扔手榴弹，楼里顿时一片火
光。连长立即带领三排战士从

“电光楼”外沿楼梯冲上去，5
分钟后全歼守军，“电光楼”被
我军占领。此时，王继美正带
领残部从北门向西突围，我军
恰好利用“电光楼”这个制高
点狠狠打击向北门突围的敌
人。一夜激战，歼王继美部
3000余人，其中击毙王继美
以下170余人，并俘虏国民党
十九集团军副参谋长王刚以
下1413人，枣庄遂宣告解放。

战争的硝烟已散尽，现在
“电光楼”附近被开辟成了一
处小广场。而弹痕累累的“电
光楼”每天都在提醒着人们，
勿忘国耻，爱我中华……

爬桥位于薛城区邹坞镇西
北村内，也称蟠龙桥，是一座年
代久远的石板桥。台儿庄大战
期间，日寇曾在此制造一起骇
人听闻的惨案。

驻守在台儿庄的中国军队
给予日寇致命打击，邹坞地区
抗日民众同样是群力奋起，扰
袭日寇。孰料日寇困兽犹斗，
穷凶极恶，竟于 1938年 3月 30
日晚，纠集300余人，闯入邹坞
西村。日寇杀人放火，无恶不
作，霎时村内一片火海，未及逃
难的村民惨遭杀害。上至八十
老妪，下至六龄儿童，无一幸
免。五位农民躲进枯井内，被
日军开枪射死。更为残忍的
是，日军竟把村民赶上爬桥，连
同拦截的行人一并当场刺死。
惨案中共有83人被害，一时尸
积如山，河水断流，血染爬桥。
后人在河边建了一座纪念亭，
而这座古老的石板桥，同样也
见证了日寇的惨无人道。

●

●

枣兴堂 ●

邹坞爬桥 ●

▲ 清真古寺。

日军炮楼。▶

电光楼●

十里泉原名许池泉，因
距原峄县城北10里，故名“十
里泉”，为古峄县八景之一，名
曰“许池绿波”。枣庄中兴公
司于 1935 年开发十里泉水
源，同时在泉的南岸建起了水
泵房，安装设备，敷设供水管
路，把十里泉的水送至西沙河
水塔，向北部矿区供水。

十里泉村村民徐得志当
年曾在十里泉为日本人修建

过水井，他说，鬼子也知道
十里泉的水旺、水质好，专
门在泉眼上修建了两眼水
井，用于解决驻枣庄鬼子的
吃水用水问题。他们怕中国
人搞破坏，除了将水井建成
封闭式的外，还在附近修了
碉堡，派重兵把守。两眼水
井至今还留在泉中，这也成
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见证。

十里泉泵房与水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