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大学来到根据地的科学家

冀中抗日根据地 ， 地处大平原 ，
没有山脉、 湖泊， 被日军重点驻兵的
三条重要铁路包围着， 又靠近日寇统
治中心北平 、 天津 、 保定 、 石家庄 ，
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 。
1938年春 ， 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 ，
在这种条件下， 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
雷战这个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

可是， 问题又来了， 一没有人会
造地雷， 二缺少造地雷的器材、 原料。
这个时候， 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
想到了科学家， 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
分区参谋长张珍。 几经周折， 张珍联
系上清华大学的熊大缜 （又名熊大
正）。 了解冀中情况后， 熊大缜找到导
师叶企孙。

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
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 著名科
学家华罗庚、 吴有训、 钱三强、 钱伟
长、 李政道等， 都曾受过叶企孙的培
养。 这时， 叶企孙正准备让熊大缜去
德国深造， 熊大缜也正准备完婚后远
行欧洲。 但熊大缜听说八路军准备开
展地雷战的事， 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
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 决心
放弃出国、 推迟婚期， 到冀中抗日炮
火中去。

叶企孙虽然知道熊大缜是自己这
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 将来在
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 但他还是毫
不犹豫地以 “国难当头， 国事为重”，
支持熊大缜到战斗前线去， 自己还暗
暗下决心有一天也去抗日战争第一线。

熊大缜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
爱国热血青年学子， 好多人跟他一起
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

造地雷并不像电影拍的那么简单

不久之后， 熊大缜被提升为冀中
军区供给部部长， 着手筹建技术研究
社， 以开展烈性炸药、 地雷和雷管以
及无线电研制工作。

吕 正 操 将 军 的 回 忆 录 中 写 道 ：
“熊大缜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
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十二个
炸药筒埋在铁轨下， 在几百米外接上
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 一会儿， 敌人
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
逻车探路， 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压道
车清道， 然后才是满装军火的列车开
过来。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火车头便
飞上了天。 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
三地大爆炸 ， 火光冲天 ， 震耳欲聋 。
这次行动之后， 他们又多次出动， 炸
火车， 炸桥梁， 炸碉堡， 炸得敌人惊
恐不安， 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

技术研究社研究也有了成果。 在
熊大缜、 汪德熙的领导下， 冀中根据
地的炸药厂也不断壮大， 到后来竟建
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 能制造大
批量地雷、 手榴弹、 复装子弹、 掷弹
筒弹， 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在当时的条件下， 防止炸药自爆
成了难题 。 熊大缜多次潜回到天津 ，
请教老师叶企孙。 叶企孙不顾身体不
好， 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了解情况，
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 。
叶企孙对根据地造地雷的事放心不下，
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阎裕昌前往冀
中。 阎裕昌化名门本忠， 秘密进入冀
中抗日根据地 。 门本忠一到根据地 ，
就解决了炸药自爆问题， 还设计出了
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
电路。

这时， 叶企孙又派学生从天津冲
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 白金丝等必
要物资。 熊大缜等人也弄到了大批制
造炸药所需的化学原料、 铜壳和铂丝
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 有了
地雷 ， 冀中军民如虎添翼 。 地道战 、
地雷战、 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 打得
日军日夜不宁、 心惊胆战。

地雷战功臣熊大缜的命运悲剧

可是， 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
声有色时， 大祸降临到科学家们的头
上了。

当 时 是 国 共 合 作 ， 共 同 抗 日 。
1938年秋， 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
麟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 向冀东发
展。 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
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
火拼。 熊大缜表示应该求同存异， 一
致对敌， 避免摩擦， 这引起了一些政
治嗅觉灵敏者的严重关注。 加上他多
次化装到敌占区采购军火， 更引起一
些人的怀疑。

1939年1月， 鹿钟麟派一个考察团

到冀中。 有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
熊大缜见方平是读书人， 便试着用英
语与之交谈。 方平说得一口流利的英
语， 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 他们
越聊越投机。 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
旁听不懂， 又气又恼， 将这事当成特
务嫌疑上报。

1939年春天， 共产党在各个根据
地都成立了锄奸部， 发起了一个旨在
清洗汉奸、 特务的锄奸运动。 冀中军
区也成立了锄奸部 ， 抓捕了熊大缜 、
门本忠 、 张方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 ，
接着又把供给部 、 炸药厂 、 印刷所 、
卫生部、 医院、 电台、 银行等部门中
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通通抓了起来，
总共有100多人， 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
的大特务汉奸案。

“首恶” 自然是熊大缜， 主要罪证
则是一封密信。 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
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TNT炸药里夹带
的。 内容是： “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
见了， 你们需要的东西， 已送了几批。
急需的物资， 最好在秋收之前， 由河
运较方便。” 信尾署名是： “天津党政
军联合办事处”， 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
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 白纸黑字， 铁
证如山。 而后来的调查证明， 事实上
它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 当时
是国共合作 ， 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 ，
为抗日根据地运送炸药。 这样一封密
信却被当成了罪证！

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
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 吕正操司
令员明知被抓的是一群舍身为国的爱
国者， 却无力营救。

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
多知识分子， 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
了， 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
中复审。 复审最后的结论是： 逼供不
足为凭， 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 除熊
大缜尚需进一步审查外， 其余人员全
部释放。 摘自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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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英国首届宠物滑稽摄影奖
拉开帷幕。 此次比赛的发起者是2015
年曾开设过野生动物滑稽摄影奖的野
生动物摄影家保罗·乔伊森·希克斯和
非洲风景摄影师汤姆·苏拉姆 。 图为
2017年， 英国伯明翰， 四处打滚的设
得兰矮种马bob。

端午节当天， 四川省凉山州德昌
县人来人往，人们汇集在新华街进行药
材买卖，这是德昌独有的特色：靠山居
住的药农， 不论是汉族、彝族还是傈僳
族， 在端午节这天都会把草药背进县
城， 在主街道边摆摊交易。 满街草药
飘香， 充满了浓郁的传统节日气氛。

连日来 ， 武警浙江省总队杭州 、
嘉兴、 湖州、 绍兴、 丽水等支队开展
“魔鬼周” 训练， 此次训练项目有： 快
速响应、 水上追击、 水上搜索、 水上
巡逻、 水上捕歼， 水上救援等动作训
练， 以及现场勘察情况、 研究战斗计
划、 无人机侦查、 秘密潜入侦察、 迅
速突入攻击等综合训练。

香港回归20年间， 湾仔变化巨大。
湾仔或许不是主要旅游区或高尚住宅
区， 但却成功建立出独有的形象， 令
人印象深刻。 此外， 湾仔屡获好莱坞
青睐， 不少电影及电视剧均在湾仔取
景。 图为穿梭维港两岸的仿古帆船经
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宠物摄影大赛
动物滑稽瞬间被定格

德昌民俗
端午节日飘药香

武警“魔鬼周”训练
展示男儿本色

香港回归20周年
湾仔旧貌换新颜

清华学子功不可没
真真实实地地雷雷战战不不像像电电影影里里那那么么简简单单

《地雷战》 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 但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不禁要问， 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 而八路军中也
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 他们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
妙、 运用得如此神奇？

鲜为人知的是， 华北地雷战中， 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 这些科
技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甚至是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