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潍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替

息团”成立不久，便凭借集体力量，跟

日伪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较大

规模的斗争有两次。

1930 年 12 月，山东省委派两名

代表到寿光县张家庄召开了四边县
(潍县、寿光县、广饶县、益都县)联席
会议。为领导坊子煤矿工人运动，会

议决定派益都县与会代表陈铭新前
往工作。1931 年夏，陈铭新和本村党

员刘兴功一起来到潍县。潍县中心县
委组织委员牟铭勋亲自把他们俩送

到坊子，并与以卖青菜为掩护的我党

组织联络员王青梅接上关系。不几

天，潍县中心县委书记刘良才找到他

们，详细介绍了坊子煤矿的情况，具

体布置了工作任务，

那时，日伪反动派和资本家在坊

子煤矿相互勾结，对工人实行残酷剥
削和压迫。在井下，日伪豢养的把头，

严密监视工人。在工人当中，对不熟

悉的外地人，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欺生

思想。为了打开工作局面，陈铭新、高

松溪等决心先取得工友们的信任，累
活自己多干，危险活抢着干，让别的

工友休息，多挣的钱记在大家的帐

上。在两次险情中，陈铭新奋不顾身

救护工友，被塌方埋住，差点牺牲性

命。他们慷慨仗义、见义勇为的品格，

深深感动了工友，渐渐地把他们当成

了亲兄弟。就连把头也认为他们能

干、老实，放松了监视。

由于工人文化程度普遍低，又多

出身于小生产者家庭。当时封建思想

比较严重，在要好的工友中，有拜干

兄弟的习俗。为了开展工作，经潍县

党组织批准，陈铭新以拜干兄弟的方

式，团结了一批骨干分子，通过他们

又带动了许多工人，成立了“替息

团”。“替息团”名义上是工人在劳动

时交替休息，照顾年老体弱工友、出

炭挣钱大家分的互助组织(当时亦有

人称它“息息团”)。实质上，“替息团”

是我党的群众组织，接受党的领导。

以团结工人开展对敌斗争为宗旨，起
赤色工会的作用。

第一次大罢工是 1932 年 2 月 5

日。那时，时值年关，资本家拖欠工人

13 个月的工资，工人生活陷入极端

困难的境地，整个煤矿象一座即将爆

发的火山。中心县委看到罢工时机已

经成熟。便指示陈铭新、高松溪等，发

动了以“替息团”成员为骨干力量的

全矿(东炭矿)工人大罢工。

2 月 5 日六时左右，六百多名工
人，全部脱离工作岗位，聚集在井口。

大把头刘贵如见状上前喝斥，工人们

不予理睬，矿警室派来矿警，把矿工
张郎(张家柳沟人)抓了去。

工人们见矿警抓人，包围了矿警

室，扬言拼命，吓得矿警乖乖地放了

张郎。九时左右，罢工队伍开到坊子

四马路经理办公楼前，资本家吓得躲

在楼上不敢下来。罢工人群一边高呼

口号痛责资本家，一边用石块砸楼门

窗，资本家李五见势不好，调来手持

马刀、大枪的五、六十个伪军，企图实

行武装镇压。伪军刚进现场，立即被

手持棍棒和工具作武器的工人分割

包围，伪军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带队的伪队长(杨姓)见状也暗暗
惶恐，硬着头皮站到高处，大声指责

工人：“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干活，聚众

闹事！”工人们立即回击：“为什么六

个月不开工资！”“不发工资还叫我们

活不？”伪队长厚颜无耻地说：“不发
工资也不准闹事！你们看，我的军队

六个月没开饷了”。“你们不开饷照常

吃大白馒头，你六个月不吃饭试试！”

工人们据理反驳。伪队长理屈词穷，

想动武又不敢，只得领着“兵”闪到一

边。

武装镇压失败了，李五等人只得

叫工人派代表上楼谈判。罢工队伍选

出刘垒、吕九等工友作代表，并提出

三个条件。一、全部发放拖欠工资。

二、工资必须是现钱。三、不准开除工

人。楼上谈判，楼下罢工工人不断高

呼口号声援代表。李五等人被愤怒的

工人吓怕了，同时也惧于水泵无人

开，淹了井损失更大，被迫答应了工

人们的要求。

罢工斗争胜利了，这是坊子煤矿

工人第一次取得罢工斗争的全胜，极

大鼓舞了工人们的斗争热情，加强了

工人们的团结，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打
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次大罢工是为死难工友追

索抚恤金的斗争。

1932 年春，工友冯秀忠(淄川人)

在一次塌方事故中不幸丧生后，资本

家只花二十一元钱雇人一埋了之，什

么赔偿费、抚恤金一概不给，还骂道：

“死了活该！”悲痛欲绝的冯秀忠家

属，因失去经济来源，生活无着，妻儿

老小沦为乞丐，工人们十分同情，纷
纷要求“替息团”出面跟资本家讲理，

追索抚恤。

刘良才同志闻知此情后，立即来
矿和陈铭新同志一起，率领数十名

“替息团”成员和工友，挽着冯秀忠的

妻儿，不顾黄色工会的阻挠，一起冲

进账房，与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讲理
斗争。最后，在正义的怒斥和工人们

团结力量的威慑下，资本家无可奈何

赔偿了一百元钱。(冯秀忠的儿子小

名叫井，后来全家不知流落何方)。

两次斗争后，资本家视陈铭新等

人为眼中钉，宣布开除。“替息团”闻
知，马上组织起一大批工人，向资本

家示威。“开除他们，我们就都不干

了！”“罢工，再罢工！”“打替息，再打

替息！”资本家害怕真的再发生罢工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万般无奈撤销了

开除决定。

在这两次斗争中，“替息团”骨干

分子得到了锻炼与考验。刘良才书记

指示陈铭新等同志，尽快发展吕九、

小田等人入党，并成立组织。由于敌

人大肆逮捕，陈铭新等同志被迫离

矿，工作中断。

潍坊市坊子区档案局 李亚西

赵春光 整理

这一歼灭战，不但对向我鲁南根

据地进行第二次“扫荡”的敌人起了

牵制与打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激励

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战

必胜的信心。

1939 年 10 月 25 日，八路军山东

纵队第一支队，在临朐县的五井镇遭

到了驻青州、临朐城的日寇和伪军的

突然袭击。我广大指战员奋起迎敌，

英勇战斗，取得了全歼来犯日寇和击

毙伪军 120 余人的胜利。

1939 年初春，八路军鲁东游击第

七支队和第八支队与临朐、沂水、博

山三县交界的八处整编为八路军山

东纵队第一支队，马保三同志任司令

员，钱钧任副司令员。一支队与二、四

支队同住鲁中，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

争。

8 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

进入淄河流域，一部在副司令员钱钧

的带领下进入临朐县境后，司令部和

机炮连、特务连驻在茹家庄，一营一、

二连驻在司令部东约 4 公里的五井

镇，三连驻五井镇东南 10 余公里的

平安峪村，骑兵连驻镇东头的山坡

上，临朐县独立营驻在下五井，莲花

山上驻防一个班哨和一个游动哨。

八路军的到来，使驻临朐的日军

非常惊慌，于是纠集日军 30 余人，伪

军 300 余人，于 10 月 25 日凌晨 2 时

向五井镇发起进攻，企图消灭八路

军。

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敌人从东门和北门同时发起进攻，一

支队副司令员钱钧立即赶到东门，一

营营长李福泽已在指挥战斗，钱钧副

司令员与李营长判断，进攻东门的是

日军，进攻北门的是伪军。

此时，设在莲花山的班哨撤了下

来，报告说莲花山已被敌人占领，而

且全是日军。敌人强占莲花山制高

点，企图对五井镇形成合围之势，全

歼我五井镇驻军。

钱副司令员与李营长商量后决

定：先以少数兵力牵制日军，集中大

部兵力围歼伪军，待击溃伪军后，再

集中全部力量包围日军。

李营长迅速赶往北门，指挥一连

副连长带一个排出北门，向伪军侧后

迂回，同时组织战士在围墙上向伪军

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

不给日军当炮灰”等口号，以此争取

伪军，瓦解敌人。

就在伪军进攻受阻、思想动摇

时，突然侧后枪声大作，迂回部队在

临朐县独立营的配合下向敌开火了。

在我军的夹击下，伪军大队长被击

毙，伪警备副司令王德平受重伤，伪

军伤亡惨重。

在东门进攻的日军，企图凭借优

良的装备攻入城内，我一营官兵在钱

副司令的指挥下，等敌人快要接近围

墙时，机枪、步枪齐开火，进攻的日军

败下阵去。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失败
后，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也被我军

指战员打退了。

为彻底消灭敌人，钱钧副司令员

重新进行了兵力部署：临朐县独立营

迂回到背后切断敌人的后路；机炮连

在南门外监视莲花山上的敌人，防敌

西进，并配合一营进行炮击，随时准

备抢占制高点；一、二连以最快的速

度向莲花山运动，一营长带领一连正

面进攻，二连从敌后进攻。为确保以

绝对优势歼灭敌人，传令三连一个排

留守，两个排前来增援。

战斗开始后，一连在李营长的带

领下向山上冲去，敌人凭借有利的地

势、精良的武器负隅顽抗。因敌人火

力太猛，主攻部队被压制在山脚下。

赶来增援的三连，从南北两面向

莲花山东侧高地发起进攻。他们采

取迂回战术，前后夹击，使敌人腹背

受敌，占领莲花山东侧高地的敌人，

被迫撤到北面的松林坟地。三连官

兵迅速跟进，向北发展，占领了一座

砖瓦土窑，并在这里架起机枪。

下午三点，敌人见大势已去，便

组织撤退，莲花山上敌人在松林坟

地敌人的掩护下企图撤至松林坟地

与那里的敌人汇合，有 5 名日军抬

一挺“九二”式重机枪逃至莲花山北

约 500 米的平地时，被三连架在土

窑上的机枪阻住，并击毙 3 名日军，

重机枪被丢下。这挺重机枪距三连

土窑阵地仅有 200 余米，距坟地敌

人约 300 米，三连连长说用机枪掩

护，将重机枪夺过来。日军发现后，

集中火力猛烈扫射，有两名战士受

伤被迫撤回。

日军见我们撤回，企图把重机

枪抢回去，于是组织四五个人，用火

力掩护，去夺机枪。三连也组织火力

向敌人猛烈射击，将刚刚离开阵地

的日军打了回去，双方展开了争夺
战。

在三连与敌人争夺机枪的同

时，李营长带领一连战士，避开敌人

的火力，迅速接近山头上的敌人，同

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经过一个

小时的激战，五井镇的制高点———

莲花山又回到了我们的手中，少数

敌人突围逃至莲花山北的坟地中。

为了全歼来犯之敌，钱钧副司

令员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参战部队

一齐向松林坟地压去，机枪声、手榴

弹爆炸声响成一片。

首先冲进坟地的是距敌较近的

三连指导员带领的突击队员，他们

从北面冲进坟地并占领了一个较大

的坟堆。四班长陈培道看见一名日

军端着机枪在扫射，就迅速投出手

榴弹将敌炸到，并纵身跃起去夺机

枪，这时，一个敌人指挥官手持大刀

向四班长扑来，指导员连发三枪将

其击倒。

此时，坟地南部的六、七个日军

端着步枪嗷嗷叫着反扑过来，我突

击队员一齐向敌人开火，但未能遏
制住敌人的冲锋，正在这个节骨眼

上，三连长率领一排战士猛冲上来，

打倒了日军的机枪手，双方展开了肉

搏战。经过不到 20 分钟的激战，退缩

在坟地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五井战斗前后经过十七个小时，

除少数伪军逃走外，来犯日军全部被

歼灭。共毙日军 30 余名、伪军 40 余

名；伤敌伪 80 余名；俘日军 1 名、伪

军 40 余名。日军守备队长有田、小队
长岩井和石日、医生山田等均被击

毙。缴获迫击炮 2 门，“九二”式重机

枪 1 挺，轻机枪 3 挺，步枪 31 支，手

枪 2 支，机枪子弹 1 箱，步枪子弹 5

万余发，以及钢盔、刺刀等一大批战

利品。

临朐县档案局张敬华 郭中慧
整理

坊子煤矿工人大罢工

《大众日报》于
1939 年 12 月 3 日

发表了题为《庆祝
临朐大胜利》的社

论中，誉称五井之
战“是一个伟大的
胜利”，是“山东抗
日两年来的最模范
的胜利战斗”。

五井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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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井战斗旧址

大众日报当年的报道

坊子煤矿工人下井采煤

日本侵占时期的坊子煤矿

本栏目与潍坊
市档案局联合举办

1 9 3 0 年至
1933 年期间，中
共山东省党组织
对坊子煤矿和坊
子铁路工人的斗
争极为重视，曾
多次指示潍县中
心县委：潍县是
胶济铁路之中心

大站，是烟潍路
之终点，坊子有
大批矿工和铁路
工人，潍县党的
主要任务应以组
织罢工为中心，

以矿工和铁路工
人为主要工作对
象，筹备组织工
会组织、群众组
织和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