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今古今��秘秘闻闻
20172017年年22月月1717日日 星期星期五

副主编副主编：：马潇潇马潇潇 创意创意：：杜跃东杜跃东 质检质检：：周周 普普
16

厉男原名厉广学，1916年1月
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31年11
月，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厉男参加了
张甲洲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巴彦
游击队——这支部队后被中共满洲
省委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36军独
立师。张甲洲的部队被日伪军打散
后，厉男于1934年春考入北平东北
复光中学读高中，同年下学期考入
东北交通职业学校。因积极参加抗
日救国学生运动，他被国民党当局
列入黑名单，被迫于1935年7月去
日 本 广 岛 高 等 师 范 学 校 留 学 。
1936年6月回国，他先是在北平参
加抗日救亡工作，后于同年12月到
陕西洛川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
红20军政治部工作，不久进入延安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于1937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到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五台县工
作，历任河北省委政治交通员、中共
晋察冀分局第三地委书记、中共北
方局党校教育长、晋察冀军区敌工
部部长。

在担任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部长
期间，厉男成功策划了震惊华北的
驻河北省会保定市皇协军平汉线警
防队3纵队6区队上校区队长王溥
率部起义。

1938年初，王溥率部首次与八
路军遭遇。八路军战士在战壕里向
他们喊话：“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
鬼子！”警卫员请求王溥下令开枪突
围，王溥却下达了不许开枪的命
令。这一异常举动当即引起了八路
军的注意，双方在这次遭遇战中没
有交手，八路军也主动放弃了对王
溥部队的包围。事后，参战的八路
军部队首长把王溥部队的表现报告
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军区派敌工
部部长厉男化装与王溥会面，厉男
向王溥讲明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
政策，使王溥懂得了许多抗日救国
的革命道理，决心接受中共的领导，
等待时机举行起义。

厉男其人 王溥原是参加过马占山
领导的江桥抗战的东北军军
官，原名王彦东，1908年2月
出生于辽宁省兴城市曹庄镇
四城子村。他 1923年考入
兴城中学，1924年考入东北
军郭松龄部教导队，任少尉排
长。1925年12月，郭松龄起
兵反对张作霖失败，残部被张
学良收编，王溥随后进东北讲
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东北陆军
军官教导队上尉连长。不久，
他又考入东北讲武堂研究班，
毕业后留校任少校教官。九
一八事变后，王溥随东北军撤
至关内。他从流亡学生那里
听到家乡辽宁已被日军占领，
便去北平晋见张学良，要求回
东北抗日，张学良于是派他到
黑龙江马占山部任少校副
官。1931年11月4日，日军
对齐齐哈尔泰来江桥东北军
驻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著名的
江桥抗战爆发，王溥参加了这
次被称为打响中国武装抗日
第一枪的战斗。江桥抗战历
时15天，东北军没有抵挡住

日军的进攻，时任黑龙江省
政府主席马占山率部撤退至
海伦，后为时局所迫暂降日
军并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
长。日伪为防止马占山再度
举旗抗日，将其手下的骨干
军官纷纷调离，王溥被调到
沈阳陆军军官学校任中校教
官。不久，马占山再度举旗
抗日，但此时王溥已远离马
占山，只能勉从虎穴暂栖身，
等待时机。1936年，王溥随
部队移驻关内，任驻保定平
汉线警防队 3纵队第 6区队
上校区队长。

1938年8月23日，王溥
率部近两千人起义，开赴抗
日根据地。这次武装起义是
在日寇十分猖獗的时候举行
的，因而震动了整个华北，震
撼了日伪政权，震惊了汉奸
恶霸，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
者。起义后，王溥在冀西见
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
委聂荣臻，聂荣臻对他的抗
日行动给予了很高评价。8
月31日，起义部队被晋察冀

军区改编为“晋察冀军区抗
日游击军”，李允声任司令员，
王溥任副司令员，厉男任政治
部主任。1939年1月6日，游
击军集结唐县管家佐一带进
行整训，王溥任司令员。同年
7月，王溥经厉男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0年8月20日
至12月15日，八路军在华北
地区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
战”。游击军在第一、第二阶
段主要担负破袭平汉线新乐
站至望都方顺桥路段的铁路
和桥梁任务，共炸毁 4座 50
米以上的铁路桥梁，收割电
线数千斤，有力打击了日伪
军。在历次战斗中，王溥身
先士卒，亲自率领部队袭击
唐县和司各庄之敌。日军把
王溥视为眼中钉，曾多次派
出特务侦察王溥的行踪，重金
收买汉奸刺杀王溥。

1940年11月，日军调集
2万余人，自9日开始对北岳
根据地进行大扫荡。11月
16日，游击军军部和直属队
在曲阳县张家峪遭敌合击。

战斗异常残酷，担负警卫通
信任务的游击军直属队损失
惨重，王溥在率部突围时壮
烈牺牲，时年32岁。

1940年 12月 28日，聂
荣臻在题为《彻底粉碎敌寇

“扫荡”，永远保卫晋察冀边
区》的报告中说：“英勇作战
光荣殉国的司令员王溥，曾
经受敌寇压迫，在冀东伪警
防队饱经痛苦，阅尽敌寇黑暗
野蛮的奴役、宰割与谋害，亲
见敌寇对我祖国同胞横加凌
辱、淫掠与屠戮，愤而高举义
旗，反戈抗日，回到祖国的战
场上来，为保卫民族，保卫边
区，而不断奋斗，终于流尽了
最后一滴血，洒在他所热爱的
祖国的山川上。”晋察冀军区
第3军分区政委王平在王溥
追悼会上说：“他在光芒万丈
的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不平
凡的一页……我们将用胜利
的高歌来慰悼他不朽的英
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王溥烈士的遗骸迁葬到石家
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英勇作战光荣殉国的司令员王溥

抗 战 胜 利 后 ，厉 男 于
1945年11月5日到达齐齐哈
尔市，参与组建中共嫩江省委
和省政府，任中共嫩江省委社
会部长和嫩江省政府公安处
长，兼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委
员、齐齐哈尔市公安总队队长
和政委，担负保卫嫩江省党政
机关的安全与维护省城齐齐
哈尔社会治安的重任。1945
年12月末，按照党中央“让开
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嫩江
省党政机关撤出齐齐哈尔，先
后迁往甘南和讷河，齐齐哈尔
市公安总队编入嫩江军区警
备二旅，厉男兼任副旅长，在
龙江县、景星县一带发动群

众，开展剿匪、反特斗争。其
间，厉男机智勇敢，及时粉碎
了公安总队副大队长白绍武
的阴谋叛乱行动。1946年4
月24日，厉男协助旅长张汉
丞指挥警备二旅参加了第二
次解放齐齐哈尔的战役，进
城后领导接管了国民党省、
市警察机关，开展了对伪满
军警宪特、汉奸恶霸头目的
搜捕工作。1947年 2月，黑
龙江、嫩江两省合并，厉男任
中共黑嫩联合省委社会部副
部长兼省政府公安处副处
长，不久任处长，领导了对齐
齐哈尔天主堂间谍案件的侦
查工作，破获了以外籍主教胡

干普为首的天主堂间谍案，为
公安司法机关侦查审理涉外
案件创造了成功的经验。

1948年10月，东北最大
的城市沈阳临近解放。厉男
被陈云选中，出任沈阳市公安
局副局长兼公安总队政委。
1951年后，厉男历任东北军
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旅大市
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兼市公安
总队第一政委，旅大市检察院
检察长、副市长等职。厉男任
旅大市副市长期间，兼任市体
委主任。1954年，旅大市为
举办全国 13城市学生运动
会，对人民体育场进行了整
修扩建，在体育场西南修建

了一座灯光篮球场，从此观
看篮球赛成为市民喜爱的一
项活动。厉男虽然是主管体
育工作的副市长，但他看篮
球比赛还是排队买票。有时
被体育场管理人员认出来
了，他们就说厉市长，您还买
什么票啊！快请进吧。厉男
则说，大家都买票，我不能特
殊呀！他买完票然后就和市
民们一起持票入场。

1965年厉男调往广州
任职。1981年厉男退居二
线，1983年7月，厉男在视察
工作时心脏病突发逝世，享
年67岁。①3

摘自《今晚报》

机智勇敢粉碎阴谋叛乱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原型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

““杨晓东杨晓东””策划策划 ““关敬陶关敬陶””率部起义率部起义
核心阅读

故事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是
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根据李
英儒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摄制
的。看过这部小说或电影的人，无
不为主人公杨晓东的机智勇敢所
打动。而这部作品中两位主要人
物杨晓东和关敬陶的原型，以及他
们之间的真实故事却鲜为人知。

其实，《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
主人公杨晓东原型叫厉男，是黑龙
江省情报侦察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东
北地区公安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当时与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副部
长、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陈龙，沈
阳市公安局局长何侠并称为东北
公安三杰。而举兵起义的伪军团
长关敬陶原型，是参加过齐齐哈尔
江桥抗战的王溥，起义后历任晋察
冀军区游击军副司令员和司令员，
1940年 8月 16日在八路军百团
大战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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