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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东洲岛，重温保卫战（摘要）

[ ]
#%&% 年，在富阳的东洲岛，富阳军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史称东洲保卫战。东洲保

卫战是侵杭日军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是浙江正面战场上一次较有影响力的战斗。此役，浙江省国民抗
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将士顽强抗敌，共击毙击伤敌军 $" 余人，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壮丽诗篇，也极大
地鼓舞了富阳乃至整个浙江抗日军民的抗战热情、决心和信心。周恩来闻讯后，特意辗转数十里，赶到富阳大
源，与一支队将士亲切交谈，鼓励一支队坚持抗战、奋勇杀敌。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 周年之际，!"($“走读富阳”大型乡土人文讲座走进东洲岛，近百名读者现场聆听富阳抗战史研究专
家张建华讲述那一段烽火燃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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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底，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富阳县城以
后，因缺少渡江工具，难以渡富春江继续南侵，由此，富
春江就成为敌我双方对峙的一条天然分界线，而处在
富春江中的东洲，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军民
抗战的最前沿阵地。

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是在东洲驻防的
第五支部队，(%&) 年 (" 月下旬奉命开赴富阳的富春江
前线，接替原陆军独立 && 旅防线。

第一支队辖有四个大队，总兵员约 !""" 余人，驻
防富春江南岸的太平至里山一线，以东洲为前卫阵地。
东洲的东北部与杭州的周家浦隔江相望，离周家浦不
远的凌家桥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东洲是一支
队的重点防守地区。

一支队到富阳守防后，一方面抓紧军政训练，教唱
抗日歌曲，鼓舞士气；一方面警惕地注视江对面日军的
动静，有日军从江对面路过，便开枪阻击。他们还以当
地民众为向导，经常派出小股部队不时渡过富春江北
支流，到杭富公路伏击日军，或袭击日军凌家桥等据
点，最远到达杭州的闸口并抓来 & 个俘虏，给日本侵略
军以不小的打击。

至东洲保卫战前的四五个月时间里，一支队毙伤
日军 !%" 余人（内官 4人），俘虏 & 名，击毁敌炮数门，
破坏杭富公路及桥梁百余次，割来电线几千公斤，可谓
战果累累。

侵占杭州的日军对东洲早就虎视眈眈，急于占有
之。侵杭日军从 (%&% 年 ! 月始，着手作进攻东洲的准
备。日军先是修筑了凌家桥到周家浦的公路，继而在富
春江边的算账岭，在原有 $ 座炮台的基础上又增筑了 &

座，随后又向江边据点增兵数百名并筹集船只。
& 月 (% 日、!" 日，日军连续两天炮轰钱塘江南岸

和东洲第一支队阵地。!( 日拂晓，敌先向东洲施放大
量的烟幕弹和毒气弹，接着，!" 多艘橡皮艇和民船载
敌 (!" 多名，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渡富春江北支流，
在东洲北端的紫沙、浮沙两渡口强行登陆。东洲守军为
第四大队第二中队，对日军施放的烟幕弹和毒气弹缺
乏防护知识和设施，许多战士中毒，有的流泪呕吐，有
的鼻子出血，有的甚至失去了知觉，严重影响了部队的
战斗力。但将士们迅速用湿毛巾、绑腿布护鼻，坚持战
斗。

在东洲紫沙、浮沙两渡口登陆的日军先头部队窜
至杨家村以南时，遭到第四大队第二中队的有力阻击，
当场击毙日军 & 名，余敌顾不得拉回同伴的尸体，狼狈
逃回渡口。日军待第二批部队过江后，兵分三路向第四
大队大队部驻地陆家浦猛扑。第四大队官兵奋勇抵抗，
一时使敌难以前进。不久，日军兵力增至 *+" 余人，且
调用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参战。没有重武器的第
四大队将士们，在部分士兵中毒的情况下，顽强抵抗，
但终因装备低劣，正面防线不断被日军突破。一支队的
通讯联络器材被日军炮火破坏，第四大队指挥部与各
阵地的通讯中断，各中队、分队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
境地。

战至上午 ) 时许，东路日军已进至陆家浦的东侧。
日军占领陆家浦后，放火烧了杨家祠堂及数十间民房，
枪杀了 (& 位民众。是日，民众被杀百余人，其中七八十
个躲在防空洞里的老百姓，被日军当作游击队残忍杀
害。日军后又进占通向灵桥的渡口，企图渡富春江。

日军进攻东洲及占领陆家浦的消息传到驻大源的
一支队司令部指挥所后，指挥所立即命令九中队渡富
春江南支流支援。九中队渡过富春江南支流后，向日军
占据地搜索前进，不久即与日军交上了火。大约激战了
两个小时后，日军突然退出阵地。九中队惟恐有诈，不
敢冒然追击，于是派出小部队搜索前进。诡计多端的日
军果然设置了埋伏圈，欲引诱九中队跟踪追击而消灭
之。见九中队并未上当，日军便散开队形向九中队左右
两翼包围过来。九中队长发现自己已处于不利位置时，
即令陈班长断后阻击，掩护大部队撤退。陈班长见大部
队转移完毕后，方率领全班撤退。日军见九中队火力减
弱，全力追击，敌人越追越近，陈班长自知很难撤出，便
下了拼死的决心，指挥士兵们埋伏在草丛中，当敌人行
至最佳射程时，给敌以迎头痛击。可是陈班长及全班战
士最终未能突围出来，为国捐躯。

守卫于东洲西端防线的是迫击炮队，说是炮队，但
并没有一门炮，实际上只是一个步兵中队。这个中队原
驻守在富春江南岸的太平村，由于中队长叶润华抗战
决心强烈，多次向支队司令赵龙文请求上东洲前线杀
敌，终于如愿以偿，于 ! 月中旬调到后江沙防守。日军
在突破东洲东北面防线后，便向西面扑来。该中队官兵
在叶中队长的指挥下，前赴后继，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
攻。陆家浦失守后，第四大队官兵大部分撤到了江南。
处于东洲西端防线的叶润华中队处境就更趋危急。敌
人凭借优势的火力，对他们阵地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

双方的力量虽悬殊很大，但叶润华中队却始终坚守着
阵地不退却。日军的进攻使他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
形势已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可叶润华仍没有后退的
意思。不久，叶润华所在阵地被日军突破，队伍也被冲
散。部队撤退到了江南。东洲陷入敌手。

退到江南的叶润华部下，不见自己的炮队队长，便
又渡江上东洲战场找寻。原来叶队长在队伍被打散后，
带领传令兵吕龙虎、勤务兵张承林也在寻找集结队伍。
当他们来到关帝庙前时，碰到了大队的日军。敌人看出
他是军官，便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
钢盔，接着又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叶润华倒下了。
勤务兵抓过叶队长的手枪射击，可是子弹已经打光，被
冲上来的日军用刀砍去了半个脸，惨死在东洲。闻悉叶
队长牺牲的地点后，战士们再次渡江，下士班长吴成元
背起叶润华遗体就跑，被日军发现中弹牺牲。直到晚上
(! 点左右，迫击炮队才将叶队长的遗体运到江南大源。
支队司令赵龙文闻讯爱将牺牲不禁流下了悲愤的泪
水。

为了打好反击战，!( 日下午，赵龙文偕参谋主任
张光从大源赶到灵桥，设立了临时指挥所。决定派第
三大队星夜渡江，协助第四大队反攻东洲。第三大队
接令后，从里山渡口过了江，占据了渡口对面的学校
沙村。随即一方面派兵侦察陆家浦之敌，一方面修筑
防御工事准备战斗。根据侦察员报告，大队长召集干
部开会，制定了分两路夹击陆家浦，尽量采取近战的
作战方针。

晚上 (! 时，第三大队各部到达指定地点后，向陆
家浦发起了进攻。刹时，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
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由于日军的通讯线路被一支队破
坏，在不明白攻击部队的情况下，日军在支持了约两个
小时后向倪家、赵家村等地溃逃，第三大队夺回了陆家
浦阵地。就在第三大队夺回陆家浦后不久，第四大队经
过休整，复渡江参战。在天亮前第三、第四大队将日军
压到浮沙一带。反击取得了初步胜利。

东洲是富春江沿岸的一扇门户，日军视东洲为南
侵的一块跳板。因此，侵杭日军继续向东洲增兵 )""，大
炮 (" 余门，重机枪多挺，企图牢牢将其占领。天渐渐亮
起来了，第一支队的兵力和位置明显地暴露在日军面
前。敌再次向一支队施放毒瓦斯，用大炮、轻重机枪向
一支队阵地轮番轰炸和密集射击。东洲沙是一片平地，
日军的重武器对第一支队的威胁特大。第三、第四大队
官兵在战壕被打平后，凭借田塍、树木、沟坎等作掩体
坚持战斗。分队长杨春友靠在一棵桑树上，一边鼓励部
下沉着应战，一边频频举枪点射，一连击倒了 ! 名日
军，大大鼓舞了士气。

战至 $ 时许，日军又有增援部队渡江参战，使敌在
东洲的总兵力增至千余人。退守浮沙之敌见援军已到，
便反守为攻，分数路向一支队阵地猛攻。战斗呈白热化
程度。第十一中队中队长贾行之，在阻击中毙伤了敌指
挥官，他趁敌阵似有动摇之机，指挥部队对敌发起了反
冲锋。在冲锋中，贾中队长和姜鸿钧分队长先后中弹阵
亡。第三大队终因武器低劣支持不住，且战且退。

) 时许，中路日军与第四大队在陆家浦周围又发生
了激战。这时，另一路日军也窜至第四大队西侧，第四
大队第十、十一两个中队两侧受敌。由于其后是富春

江，江面又被敌炮火封锁，第四大队只好再次向陆家浦
以南地区转移，陆家浦复陷敌手。继而，第四大队在蒋
家桥附近设置阵地与敌展开激战。不久，第四大队再度
被日军包围，大队副何惠民带领士兵奋勇冲杀，以图杀
出一条血路突围，可是没有成功。此刻一颗炮弹袭来，
何惠民头部中弹血洒疆场。在危急关头，一支队援军赶
到，第四大队才脱离险境。这一仗，第四大队牺牲官兵
," 余人。

由于第一支队指挥所与各大队的联络中断，情报
与命令的传递全靠东洲的民众来完成。东洲的老百姓
的确是好样的，稍经动员便纷纷起来，他们输送弹药，
传递命令，救护伤员，渡江运送部队，破坏敌人交通与
通讯，有的还投入战斗，许多人为国捐躯。村民郭正明
输送弹药到前线后参加了战斗，用手榴弹炸死 ! 名日
军，自己亦壮烈牺牲。村民邵仁者完成了情报的传递任
务后，毅然拿起牺牲战士的武器投入战斗，最后亦英勇
牺牲。船老大在敌人炮火封锁着的江面上来回输送部
队，有 & 位先后为国殉难。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当天午后，第三、第四大
队接令撤回江南休整，以计划第二次反击。为保障大部
队的安全撤离，踞守陈家桥阵地的二分队，顶住了数倍
于己的日军进攻。大部队安全转移了，然二分队却遭到
了日军的包围，已负伤的陈分队长在指挥战士突围时，
被日军击中数枪牺牲，二分队官兵全部以身殉国。东洲
再次落入敌手。

第一支队指挥官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及时改变了
战术，决定发动第二次反攻，誓死夺回东洲。将主力放
在灵桥渡和里山渡，另将一部分兵力埋伏于西面的小
沙和长沙，再抽调一部分兵力北渡富春江联络友军，进
攻富阳县城和绕道插入敌后凌家桥一带，以切断敌人
的通讯线和交通线；政工队深入民众之中做广泛的宣
传，组织民众协助一支队抗击日军。

!! 日黄昏前，赵龙文对反攻作出新的部署，天黑后
各路部队开始行动。!& 日凌晨，第一支队全线出击。左
翼 (%! 师进攻富阳县城，右翼浙江保安队袭扰凌家桥，
游击大队配合江北义勇游击队，在当地抗日民众配合
下，在杭富公路剪电话线，破坏路面，拦袭弹药补给的
军车，使敌通讯中断，弹药运输受阻。驻渔山友军的炮
兵则向日军阵地开炮。一支队官兵对两天来的屡进屡
退和目睹日军的残暴，早已义愤填膺，激发出了超常的
勇气，奋勇冲杀。数小时后，侵犯东洲的日军开始溃退。
下午 ( 时，这块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东洲沙，又重新
回到第一支队怀抱。

日军进攻东洲沙，是自其侵杭以来第一次大规模
的军事行动。东洲保卫战共毙伤敌队长等官兵 $" 余
人，其中有队长及运输队长各一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
药和食品。第一支队官兵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官
兵 !&" 余人。第一支队这支地方武装，在东洲保卫战
中，以劣势的武器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军，极大地鼓舞
了富阳乃至整个浙江抗日军民的抗战热情、决心和信
心。当时正在浙江视察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
书记周恩来闻讯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
部长的公开身份，于 & 月 !' 日亲临富阳大源第一支队
驻地，与支队司令赵龙文等官兵亲切交谈，鼓励一支队
坚持抗战，奋勇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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