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3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林洁

电话：89880091

爸爸传奇

邮

7

箱：hhwb2014@126.com

人称“飞毛腿” 为民除奸匪
——
—吴庄仁的那些故事
■吴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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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毛腿”
长途奔袭勇歼敌

1942年春， 淮泗县蒋集区政府成
立后， 我父亲出任安南乡乡长。 1944
年，淮海、淮北地方伪化，汪伪28、29师
侵犯我根据地， 蒋集区政府被迫转移
到徐淮公路北， 在北吴集坚持对敌斗
争。 经区政府批准，成立区游击队。 由
我父亲带领，抓紧训练，常常夜晚潜回
公路南活动，出其不意地打击日伪军。
1944年11月的一天， 区游击队接
到情报， 说大运河边三岔据点的日伪
军经常下乡扫荡， 烧杀抢掠， 无恶不
作。 上级命令游击队尽快灭除这颗钉
子。
接到命令后， 我父亲马上挑选两
个精干的队员， 化装前往三岔侦查敌
情。 他们到达三岔北边后，依靠当地民
众，很快探明敌炮楼周围的地形、哨位
和敌人进出活动的规律。 他们在与内
线取得联系后， 得到了两天后据点小
头目徐麻子要过生日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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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员回来后， 我父亲向区长请
示， 决定就利用徐麻子过生日的时机
行动。 他选了10名勇猛擅跑、胆大心细
的战士组成小分队， 于行动的当天晚
上6点出发。 从北吴集到三岔40华里，
他们一路小跑， 只两个多小时就赶到
了。 他们摸到炮楼近旁， 按照事先安
排，我父亲带领两个队员，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干脆利落地干掉了哨兵。 小
分队迅速地跃过圩沟，到了炮楼底下。
只听炮楼里鬼子、二皇正在大呼小叫，
划拳喝酒。 小分队犹如神兵天降，眨眼
间闯入炮楼二层， 十支手枪齐刷刷地
对准了吃喝正酣的众匪徒。
就这样，小分队没放一枪一弹，只
用了半个小时的工夫就解决了三岔炮
楼的二十个日伪军。 他们把这些俘虏
押去了后方，临走还一把火烧了炮楼。
此战后， 父亲所在的游击队受到
了表彰，他“飞毛腿”的美名也传开了。

吴宗康/口述

吴宗培/整理

我

的父亲吴庄仁，1912年生于
淮阴县蒋集北吴大园村。
1940年投身抗日，1942年出任蒋集
区乡干部。 1944年地方伪化后，他
参加区游击队坚持斗争。建国后，他
在乡务农，平凡一生，无怨无悔。

意志坚
为民除恶安民心

在对敌斗争中，我父亲机智勇敢、
果断坚定、从不手软。 1943年活捉伪区
长郑绍禹，镇压土匪汪传梦、丁明西，
就是他有口皆碑的抗日故事。

■活捉郑绍禹
1943年农历五月四日那天， 外号
郑小秃子的来安伪区长郑绍禹， 带领
十几个伪军， 耀武扬威地来吴大园抢
粮。 当时由于敌人来得突然，吴大园自
卫枪分散，蒋集区区队又离得远，来不
及组织力量还击。 因此，吴大园各家各
户刚收下的麦子被敌人一抢而光。
伪军走后， 区长吴宗崑闻讯回到
吴大园，见村里大人小孩愁眉苦脸，区
长安慰说：“大家不要怕， 郑小秃子抢
走多少麦子，就叫他还多少，一颗不能
少！ ”
区长一边让人挨家挨户统计被抢
的粮食，一边让区队带人去侦查敌情。
区队长吴森仁派我父亲和另一个队
员， 悄悄摸到郑绍禹的老巢泗阳郑道
口，摸清了他的出没规律。 于是就在第
二天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晚上， 我父亲
到他们家活捉了郑绍禹。
我父亲把垂头丧气的郑绍禹带到
区长面前， 吴区长责问道：“你知不知
道抢的是吴大园的粮食？ 你是要粮还
是要命？ ”郑绍禹连声说：“要命，要命！
还粮，还粮！ ”
在郑绍禹一粒不少地把粮食还回
了吴大园民众后， 区长才饶了他的命。
日本鬼子投降后，作恶多端的郑绍禹在
三树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了。

■镇压土匪汪传梦
1943年8月， 蒋集区政府粮食紧
缺，为了巩固维持地方政权，区政府决
定到各乡筹集一点粮食。 三合乡与临
泗交界， 乡长吴宗序和几个乡丁从那
边搞到了一批粮食。 但后来却被汪梨
园的土匪汪传梦带人给弄去了。
吴宗序找到区长吴宗崑， 说了粮
食被土匪抢走的情况。 区长听了果断
地说：“
这个土匪，不灭不快！ 你到东长

庄找庄二爷说一下， 叫带几个人和徐
为良他们一起去把汪给办了。 ”区长说
的庄二爷，就是我父亲吴庄仁，他当时
已是安南乡乡长。
得到区长指示后， 吴宗序和吴庄
仁找到区员徐为良和夏广亮、夏如湖、
崔剑晓、周国富等人，一起去汪梨园收
拾土匪汪传梦。 他们还没到他家，就在
路上遇到了。 于是由我父亲宣布：限你
明天把抢的所有粮食交出来，不然，明
天就派人打死你。
汪传梦害怕， 乖乖地叫人把粮食
交到蒋集来， 他自己却像兔子一样吓
跑了。
这个土匪后来还是作恶， 解放后
被逮着了， 在三树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了。

■夜逮丁明西
土匪丁明西， 住在王祠堂西边丁
小庄。 丁明西是个无恶不作的惯匪，整
天带人到处抢粮抢物， 周边百姓不得
安宁。 蒋集区政府早就准备除掉他。
1943年深秋的一天， 区员徐为良
接到区长的通知， 叫带几个人去把丁
明西干掉。 于是由徐为良、蒋志铎找吴
庄仁、朱近希、吴宗序，晚上趁黑去了
丁小庄。
他们到了丁明西家把门叫开后，
发现屋里有5个人，每人都有枪。 我爸
他们临危不惧，先由区员蒋志铎发话：
“丁明西，你跟我们出去说件事。 ”
屋里有个叫庞风知的说：“不行，
有话就在这里讲。 ”
吴宗序伸枪就打， 庞风知中了一
枪没死，其他人都拔腿逃跑了。
丁明西没敢跑， 乖乖地被我爸他
们押走。 但走到他的家屋后时，就睡地
上死活不走了， 一个劲求饶说：“下次
再不作恶。 ”
徐为良和我爸几人商量后， 决定
先饶他一命。 但后来发现，丁明西还是
土匪成性。 不久，上面派来崔剑晓，一
枪毙了丁明西。

吴庄仁

吴庄仁
大事记
1.1912年8月生于淮阴县蒋集北
吴大园村。
2.1940年参加吴大园抗日自卫
队，开展武装斗争。
3.1942年参加蒋集区建区工作，
担任安南乡乡长。
4.1943年由蒋集区区员徐为良、
蒋志铎介绍入党。
5.1944年蒋集区政府转移到北
吴集，参加游击队，人称
“
飞毛腿”。
6.1946年参加第三次土改运动，
任三合乡农会长。
7.1948年底参加第四次土改运
动，任吴大园村农会长。
8.建国后，在家务农，当过生产
队队长。
9.1999年11月去世，终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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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坎坷
革命路上有进退

1946年9月，淮海地区组织北撤时，我父亲
正害腿病，没法跟着北撤，一时落了伍。
但我爸革命意志很坚定，腿稍好后，撵不上
北撤队伍，就坚持参加地方斗争。
然而在国民党占领时期， 当过我民主政权
乡长的父亲，在家里危险很大，国民党三天两头
到村里搜捕。 庄上吴锡全老人出于好心，晚上带
父亲到丁家沟他亲戚家躲藏。 过一阵子后又躲
到我大姑家里。 但因坏人告密，险些被抓。 在老
家实在躲不下去了，经熟人帮助，逃到扬州，在
雅观人巷落下脚。
父亲在扬州避难两年， 跟人家挑柴为生。
1948年冬，参加北撤的蒋集区原干部汪广润，在
参加解放扬州时，找到了我父亲。随即把他带回
淮阴，在汪叔的安排下，我父亲做了三合乡农会
长和村农会工作，重新投入了革命工作。
那时， 我父亲参加了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
第四次土改运动。 他回忆说，早在1946年抗战胜
利后的第二年， 我父亲就参加了解放区的第三
次土改运动。那次土改是根据中共制定的《中国
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
者有其田”。 但那次土改没多久，国民党大举进
攻解放区，我军实行战略转移，北撤山东。 吴大
园村也和苏北广大乡村一样，又被还乡团占领，
人民复失土改分得的土地。 而这第四次土改运
动，是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现农民的
土地所有制。 在这场土改运动中， 我爸立场坚
定，政策性强，坚决执行国家的土改政策，使广
大民众分得了应有的胜利果实。
建国后的这么多年， 我爸因为没有什么文
化，还是跟不上历史的车轮，渐渐落伍了。 但他
心态好，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农民，心甘情愿做个
脚踏污泥的农民。 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
期，我爸当过生产队长。尤其是在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 他多次带领民工参加扒河工程， 为新沂
河、 淮泗河的扒建和农田水利建设贡献自己的
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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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评说
为人谦和好名气

我爸多半辈子在农村面对黄土，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倒也乐在其中。父母生育我们四个孩
子，从小教育我们要为人正直，本分做人。 父亲
性格刚强， 但为人谦和， 见到村邻长幼都很随
和。 他个子矮，肤色又黑，谁见了跟他开个玩笑，
他从不生气。 他也爱管闲事，村上谁家有困难，
他都想去伸把手；谁家有不睦，经他调解，会很
快烟消云散。
解放后我爸对过去的抗日经历，从不夸口，
但常被人们记起。 听村里绍浩说，1982年他去淮
阴他表哥蒋宝山家看望， 正遇到原蒋集区的一
位老干部徐正方。 徐老一听说他是吴大园人，显
得很高兴， 就向绍浩问：“老区长吴宗崑家里还
有什么人？ ”又问，“吴大园有个人名字我记不起
来了，他当时当过区游击队队长，人称飞毛腿，
他个子不高，也长得黑一点。 ”绍浩说：“是不是
叫吴庄仁？ ”徐老说对，就是他，他还当过乡长。
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只要做过对革命有益的
事，人民就不会忘记他。
1999年11月父亲谢世，村邻络绎前来致哀。
尤其是毗邻的淮阴区韩圩乡人大主任张步成，
当他得知我父亲逝世时， 特地带领几位村干部
前来吊唁。 这是人们对一位普通抗日老人的祭
拜，家父如地下有知，他会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