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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邢台县东北部的洛村，
随着硝烟散去， 当年的残垣断瓦
已踪迹难觅， 取而代之的是村道
两旁林立的整齐屋舍。 70多年的
时间，足以抚平任何外在创伤，但
留在人们心底的梦魇却无法随时
间消逝。

行走在这个祥和的村落内，
在冬日暖阳照耀下一张张绽放着
幸福的笑脸随处可见， 但每当人
提到“洛村惨案”这个词时，这些
笑脸便会被哀伤笼罩。 在这个村
内， 无论年纪大小的人们仿佛约
定一般，不愿回顾那段 70多年前
的惨痛往事， 只是在来人的不断
追问下， 他们才会满怀哀伤的揭
开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反抗：
洛村村民刺死一名日本兵

该村村民赵先生， 是当年洛
村惨案的幸存者赵二庙的儿子，
父亲及其家族的悲惨经历， 让他
每每思及都悲痛不已……1937
年 10月 21日， 两个日本兵在洛
村村北紧紧追赶着 3个妇女和一
位老人。在途经孝子村时，被该村
几名村民截回洛村。 其中一个日
本兵被洛村村民高桂林用钢叉刺
死，另一个逃跑。 次日下午，赵二
庙外出时在该村西北遇到日本骑
兵队并被抓住。 同时被抓的还有
几个在附近隐藏的村民。随后，日
本兵将他们一起押到该村西头一
大门外， 和其他被抓村民一起捆
绑在一处。

黄昏时， 被抓来的村民逐渐
增多，大门外已容纳不下，日本兵
便将他们赶到村西一个场上，并
端着枪在四周监视着， 谁若是稍
微一动， 就是一顿毒打。 那天夜
晚， 有几个日本兵把一小块馒头
扔到村民王壮命跟前， 让他跪下
低头去啃， 他知道日本兵这是在
侮辱中国人，便坚决不啃。此举惹
怒了日本兵， 便掐着他脖子将其
硬生生按倒。 反绑双手的他猝不
及防， 一头栽倒地上碰得口鼻流
血，而日本兵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夜深了， 日本兵还在继续抓
人，一直抓到第 3天，总共抓来五
六十人。其中有洛村的村民，也有
周围村来此走亲戚的外村村民，
甚至连路过卖馒头、 卖香油和卖
红薯的人也被抓来， 其中就有前
来寻子的赵二庙的父亲。

屠杀：
刺刀在村民身上乱砍乱刺

第三天下午， 日本兵端着枪
上着刺刀， 一个挨一个地排成一
条“人胡同”，把男人和女人分别
赶到两个地方。 男人们被赶到村
西头的一个北屋， 四五十人挤在
一起，让人无法呼吸。赵二庙当时
紧靠窗口站着，见院内、房顶上布

满了日本兵， 个个凶狠狠地端着
枪，院里还架起了机枪，乌黑的枪
口正对着屋门。 大家此时意识到
日本兵要下毒手了。

这时一个日本军官向翻译嘀
咕了一阵， 翻译便大声喊叫：“太
君有令！ 谁有贵重的东西和洋钱
交出来可放谁回家。 ” 见没人答
话， 翻译便打开屋门又叫喊了一
阵。此时，景家屯的一个人把两块
大洋交给了翻译， 该日本军官便
打了个手势， 让他跪在门旁的鸡
窝前。紧接着，该日本军官突然举
起洋刀，一刀砍掉了他的脑袋，三
股一尺多高的血柱顿时从他颈部
喷出， 尸体在地上跪着转了一圈
还没倒下……

接着， 日本兵一连杀了十几
人，有的腹部被刺破，肠子流在地
上，有的脑袋被砍掉滚在一旁，有
的身子被砍成两截，倒在血泊里，
其状惨不忍睹。 有好几人因一刀
没致死，疼得在地上翻滚惨叫。对
此，日本兵非但没有停手，反而端
起刺刀在他们身上乱砍乱刺，仅
仅几分钟，便让院里血流成河。

惨案：
53名无辜村民被残忍杀害

面对日本兵的暴行， 村民们
背靠背互相解开捆绑的绳索，准
备和敌人拼杀。 赵二庙悄悄走到
父亲身边准备效仿时突然发现，
炕边安风箱的地方有几块坯松
动，便顺手抽出几块，而后父子二
人钻到炕洞里藏了起来。此时，日
本兵的屠杀点燃了压在人们心头
的怒火，村民们不约而同地喊道：

“反正是死，和鬼子拼啊！ ”
村民们蜂拥而出，冲到院里，

赤手空拳与装备精良的日本兵搏
斗起来。 顿时，院里的搏斗声，日
军的嚎叫声， 人们的惨叫声乱作
一团。 但手无寸铁的村民如何能
抵住这些手持刺刀的魔鬼， 只一
会儿功夫， 冲到院子里的村民便
被日本兵残忍杀害。随后，日本兵
又到屋内转了一圈， 在确认无人
后， 便把死伤的人们和柴禾木料
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点燃。一时间
火光冲天，呻吟声、惨叫声由大到
小、由小到无……

血腥的烟雾冲进屋内， 呛得
赵二庙父子不能喘气。 火越烧越
旺，顺着风势屋子也被引着，屋里
的火焰从窗口、 门口冒出与院子
里的大火连成一片。 父子二人在
炕洞里熏得实在无法忍受， 便往
屋外爬，刚爬到门外，房顶就轰然
塌落。赵二庙抬头张望，满目只剩
下了大火和血迹……

“在这次惨案中，53 名无辜
村民被残忍杀害， 日本帝国主
义欠下中华民族的血债， 我是
永远不会忘记的。 ”回忆到此，
诉说的赵先生早已满含泪水、
泣不成声……

■本报记者 刘东甲
通讯员 刘永利

当年誓死不屈的同胞，
当年天真无邪的孩子，
当年一个个满怀理想的男子女子，

如今
到哪去寻找你们的名字？

临死前悲痛的哀鸣，
是你们灵魂最深处的呐喊！
你们如风中摇曳的烛火，
落满了我们心中的凄凉。

哭墙依旧在哭泣。
或许，
我们应该面对这个城市的灵魂，
哀悼他们逝去的痛楚。
更应该铭记彼此的现在，
展望乌云过后的未来。

南和县河郭镇惨案
1937 年 11 月 9 日， 侵华日军在南和县河郭镇遭到中国

军队第二十九军一四三师、 一一九师的英勇抵抗。 激战三昼
夜，日军损失惨重。 13日，中国军队撤退，日军进犯河郭镇，进
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河郭惨案。

是日清晨，日军凶神恶煞般冲进村来，见人就杀，见房就
烧，全镇八牌(庄)成为一片火海，在河郭镇五里长的大街上，尸
横遍地。

在郄庄，日军闯进郄凤昌家，郄母上前乞求留条生路，日
军毫无人性，一脚将老人踢翻在地，朝头部胸部连打数枪，老
人惨死血泊中。 尔后又将郄风昌的瘫痪在炕 80 岁的祖父打
死。 日军随后将南屋点着， 当时躲在南屋地窖中的郄凤昌之
妻、嫂子、弟弟、妹妹、女儿被活活烧死。 郄家邻居刚结婚三天
的新媳妇小梅，被日军糟蹋而死，赤身裸体，浑身血迹，头部、
腹部有多处刀口。

部庄不到百十户人家，被杀害 90 多人，烧毁房屋 200 多
间。在桥西牌，日军闯进段珍家，先放火烧房，然后将其又扔进
火中活活烧死，同时杀死其父母、祖父和伯父。 刁凤奇一家八
口被杀绝。其二儿子与几名青年因与日军搏斗被砍头，挂在树
上示众。 段老坤、 段可等几名青年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大街
上，最后乱刀分尸，堆在一起，血肉模糊，难以辨认。 刁大山妻
子被日军奸污后，又被剖腹，刁大山也因反抗被日军杀害。

在樊牌，樊会英一家四口被杀光。 日军闯进王红宾家，烧
了房子又牵牛，其祖母及其母上前去阻挡，双双被东洋刀劈头
砍下，倒在血泊中。 一妇女因激烈反抗日军的奸污，被日军用
刺刀捅进阴部，穿透腹部惨死。

在村北井台上，有 l0 几名青壮年被杀害，其中有刺刀挑
死的，有用大刀砍死的，还有王保堂、王二孩兄弟二人被绑在
树上，用油锤砸烂头部而死。当天夜里，大屠杀还在继续进行。
日军将被抓到的青壮年集中起来，进行杀人比赛。

有一日军用大刀连砍 20多人而受到日军官的嘉奖。日军
对待中国军队因负伤未及撤退的人员更为凶残。 一名负伤的
中国士兵靠在树上，被日军一刀穿透喉咙，钉死在树上；有两
名士兵被日军捆在树上，乱刀刺死，然后开膛剖腹，挖出心肝
肺，肠子拖出一丈多远，其状惨不忍睹。

在这次大屠杀中，河郭镇八个牌(庄)到处是杀人场。 仅就
西四牌(庄)统计，有 1000 多间房屋被烧毁，40 多户和平居民
被杀绝，257人被杀死，伤残者不计其数。

隆尧县北阎庄惨案
1940年 2月 5日， 盘踞任县邢家湾和巨

鹿的日伪军各一部约 2000 多人 (主要是日
军)， 偷袭驻白家寨村的我军冀南二分区司令
部，凌晨 4点进犯白家寨一里的北阎庄。 日伪
军听见北阎庄村南岗哨鸣枪， 误认八路军司
令部在此，立即呈扇面散开进行包围，在北阎
庄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血洗。 当时，被
枪声惊醒的村民们扶老携幼朝西街口涌去，
但是日伪军已用刺刀挑死岗哨， 分三路插进
村里，架起机枪，把各街口堵住。 西街口的日
军见村民涌来，立即用机枪扫射，当场枪杀 30
余人。 村民急忙回跑，五名妇女刚至一巷口，
便随枪声倒下。 日兵进村后，逐户搜查，见人
就杀；见房就烧。

日本兵在北阎庄历时六小时的烧杀，共
杀死无辜村民 138 人，其中妇女 39 人，儿童
12人；终身致残 1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全村
2800 间房子被烧毁 2000 余间。 全村仅有的
20多头大牲畜全部被抢走。 当时的北阎庄浓
烟滚滚，遍地尸体。 时过半月，北阎庄仍然血
腥尸臭味数里可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