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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来

入侵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70年前，这场战争导

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按照1937年的比价，

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亿美元。

浦东民众与全国人民一同饱受这场战争的磨难

和痛苦，居民财产和社会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在此

期间，浦东民众积极奋起，参加抗战，奔走于祖国各

地，为抗战筹募经费和物资；坚守上海家乡，为抗战

尽心尽力献出生命；还有一些成为了战地记者，在前

线采访部队将士，宣传抗战英雄事迹。抗战胜利70

周年之际，浦东新区政协联合党史办和区文史学会

等单位编撰了《浦东抗日战争史料选编》一书，通过

收集、重现当年人物所写的回忆录、日记、信函等档

案资料，回顾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缅怀为这场

战争而献身的无数英烈。 见习记者 徐阳

烽火中的浦东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

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

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

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

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每当唱

起这首战歌，就会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激

荡；脑海中就会涌现一幅幅硝烟弥漫、战

火纷飞的场景。令浦东人颇感自豪的是，

这首不朽战歌的词曲作者麦新，是我们的

浦东老乡。

麦新（1914～1947）原名孙培元，别名

默心、铁克。原籍江苏常熟，1914 年出生

于上海浦东。父亲在一家交易所的经纪

局做事，母亲在一家丝厂工作，上有一兄

一姐。1920 年，麦新入学，先后在上海自

励公学、钢山小学、南离公学和格致公学

读书。喜欢唱歌、踢皮球，性格开朗，活泼

好动，念书也很用功。后考入南光中学。

1925年，父亲生病亡故，一家陷入困境，靠

母亲做工、洗衣艰难度日。

同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幼小的

麦新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国百

姓遭遇的苦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

罢市的情景，激起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刻骨

仇恨和对祖国同胞的深切同情。

麦新辍学后，在美亚保险公司当练习

生。做工之余，曾进西门英语夜校、虹口

圣芳洛夜校、中华书局函授夜校补习英文

和国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入侵东

北，麦新与工人、学生、市民一道走上街

头，参加万人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向政

府请愿，要求抗日。

1935年投身革命活动，参加上海进步

团体——“民众歌咏会”，不久被选为住会

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又参加吕骥领导

的“业余合唱团”，并被选为常委。1936年

参加吕骥领导的“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

研究会”，经常与吕骥、冼星海等音乐家一

起学习和探索音乐创作，从此开始创作活

动。初期作品有《向前冲》《马儿真正好》

《只怕不抵抗》《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

同年9月，参加沈钧儒等人领导的“上海职

员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救亡工作，并与孟

波一起，开始编辑、出版国民党统治区第

一本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还撰写了

《关于创作儿童歌曲》《略论聂耳的群众歌

曲》《论特点》等论文。

1937 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

发，上海歌咏界成立战时服务团，他是

领导者之一。9 月，参加了上海党组织

奉周恩来之命成立的“战地服务队”，随

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张发奎部队）开赴

前线，他与孙慎、吉联抗、黄凛等一起在

队内从事音乐工作，同年 7 月创作了著

名的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这首歌

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

中，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激励着无数

勇士挥舞大刀，冲向烽火硝烟的战场；

也表现了全国爱国的同胞们，积极起来

参加抗战，军民团结勇敢前进，组成铜

墙铁壁的战斗堡垒，誓把日本侵略者全

杀尽的战斗决心。

1938年初，麦新在浙江省江山县由战

地服务特别支部书记刘田天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9年，麦新随军转战广东、湖北、重

庆等。1940年底，经周恩来、叶剑英介绍，

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部研究室，

做有关音乐运动的调查研究工作，后来担

任音乐部的党支部书记、鲁艺的总支委。

在延安时期，他是延安群众音乐生活的组

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担任过“延安作曲者

协会”干事会的干事，“边区音乐界抗敌协

会”执委会执委、“聂耳创作奖金”评选委员

会的评委，并两次评为模范党员和模范工

作者。这个时期，是他音乐创作的高峰期，

主要作品有《春耕小曲》《保卫边区》《毛泽

东歌》《红五月》《志丹陵》等，还写了许多音

乐评论文章，如《创作不是少数人的事》《是

改变作风的时候了》《新的聂耳在工农兵中

生长着》等。

1945年 8月，麦新随陈毅去华中地区

工作。后因时局变化，中途奉命到东北，

于当年底到达阜新，在煤矿做群众工作。

1946年2月到开鲁县工作，先后任县委、秘

书室主任、县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县委宣

传部长等职。

由于工作的需要，长期从事群众音乐

工作的麦新离开了自己最喜爱的工作，而

成为一名专职的党的干部，每每想起自己

喜爱的音乐工作不得不放弃时，他心中总

有无限的遗憾。因此，他总是利用业余时

间来创作歌曲，他创作了《农会歌》、《儿童

哨》、《反扫荡》、《翻身五更》、《咱们的游击

队》等十几首歌曲。

1947年 6月，麦新参加完县委工作会

议，在返途中遭遇国民党残匪伏击，寡不

敌众，身中四弹而牺牲。一个热爱音乐的

人，一个以音乐唤起民众而起到相当效果

的人，就这样为了人民大众的解放而流尽

了最后一滴鲜血。全国即将解放，全面的

胜利就在眼前，而他没有能够见到，他牺

牲时年仅33岁。

麦新为国捐躯后，中共开鲁县委向全

县发出讣告，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和追

悼大会。同时决定将五区的万发永村命

名为麦新村；原五区命名为麦新区、麦新

乡，今改为麦新镇。

在通辽市开鲁县建有麦新纪念馆。

2007年麦新牺牲60周年时，拍摄有一部电

影《铁血北疆血》，以纪念麦新这位中国优

秀的人民音乐家和革命战士。

在当年全面抗战正面战场，淞沪会

战是中国军队投入兵力最多，也是第一

次最重大战役。当 70 万军队惨遭失

败，全线溃退之后，领命坚守四行仓库

的八百孤军，却顽强击退了日寇一次次

疯狂进攻。他们的壮举震惊世界，令上

海及全国人民热血沸腾。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

六中全会上，把八百壮士称为“民族革

命典型”，与后来的平型关战役、台儿

庄会战相提并论，号召利用这些“已经

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

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

1941年4月，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发布嘉奖令：“八百孤军坚

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最后阵地而

绝无后退……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

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

表。”

出生于浦东杨思镇（现属三林镇）

新东村的张柏亭，于淞沪抗战时，直接

策划指挥了孤军八百勇土坚守上海“四

行仓库”的战斗，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

那是 1937年的 10月 26日，世人称

为“血肉磨坊”的淞沪抗战已经进行了

75 个日日夜夜。这天，情况突变，日

军突破了我军的大场防线。负责防守闸

北一带的部队是孙元良（孙元良是台湾

著名演员秦汉之父）的第 88师。由于

战事的逐步恶化，88 师的司令部在这

之前已经转移了四次，10 月下旬的第

五次转移迁到了“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是金城、盐业、中

南、大陆四家银行的仓库，是一幢五层

楼的建筑物。它东临西藏路，北倚国庆

路，西靠满洲路，南傍苏州河，仓库四

周都是道路，视野开阔，便于发挥火

力。师参谋长张柏亭选中这个地方，这

是他经过多方考虑而下的一着稳中有险

的奇棋。

四行仓库侧后不足200米，有两个

巨型煤气罐，内储 30 万立方米煤气。

日军空军不敢贸然向“四行仓库”投

弹，因离煤气库太近，若投弹稍有偏

差，煤气库即会爆炸。再说“四行仓

库”东侧是西藏北路和沿河的苏州路，

均属租界范围，泥城桥和西藏北路又由

美英军队、万国商团守卫，所以张柏亭

认定这里地理位置有利，日军其时还不

敢向美英军队挑衅。

88 师司令部进入“四行仓库”

后，一边忙于构筑工事，一边寻找对外

通道，发现就在仓库的东南角墙外有家

杂货店，凿通墙壁即可对外出入，与租

界进行电讯联系。于是 10 月 26 日这

天，88 师奉令撤至苏州河南岸。师长

孙元良命原在北站一带担任掩护作战的

524团谢晋元副团长率领全团官兵驻防

“四行仓库”，担任掩护全师总退却的任

务。也就是说，在苏州河北的全部中国

军队都撤走后，就剩这支孤军坚守这最

后一个阵地了。师参谋长张柏亭为鼓舞

士气，提出“与谢团同在，固守‘四

行’，和阵地共存亡。”

再说孤军524团，名义上是团，实

则为营；号称八百勇士，却只有452名

官兵，营长杨瑞符。谢晋元副团长（旋

升为团长）率部进驻“四行仓库”后，

进一步加固了原来的工事，准备痛击日

寇。

27 日清晨，苏州河北岸寂无人

声，日军不免生疑，一夜之间怎么不见

了中国军人？7时左右，日军派出一支

先头部队向“四行仓库”摸索前进，当

接近“四行仓库”时，壮士们突然猛烈

开火，日军始料未及伤亡惨重，余下的

只好仓皇逃命。

这样，日军不断攻击，不断被击

退。激烈的枪炮声与孤军的英勇抵抗，

无异为上海人民打了一支兴奋剂，原本

中国军队全线后撤，使上海人民感到沮

丧失望，现在听到枪炮声，又燃起了新

的希望。

一夜枪炮声后，上海市民又迎来战

火中新的一天。这几天，上海市民每天

清晨都要爬上楼顶看一看“四行仓库”

的动静。当发现仓库的屋顶上，一面巨

大的旗帜在阵阵秋风中飘扬，人们含着

泪花，奔走相告，中国军队还在，上海

不会沦陷。消息传到浦东杨思，父老乡

亲喜笑颜开，“柏亭在上海，他是好样

的。”

张柏亭 （1910-1985年） 毕业于日

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从军，参与多次战

役，后任国民革命军孙元良 88 师参谋

长。1937年，参加“八·一三”淞沪抗

战，在上海闸北“四行仓库”阵地上率

众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军的进攻。1949

年去台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台北陆

军司令。1949 年，出面组织台北市浦

东同乡会，并被推为首任理事长。后旅

居美国。1985 年 3 月 18 日，在台遇车

祸去世，享年75岁。

张柏亭策划淞沪
“四行仓库”战斗

郭秉诚

革命音乐家麦新
庄秀福

麦新作品很多，现介绍三首。

《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
《大刀进行曲》是怎样产生的呢？卢沟

桥事变发生后，处在前线的国民党二十九

军的大刀队英勇杀敌，大显神威。年方19

岁的战士陈永德一人就杀死日军9个，缴

枪 13 枝，威名大震。同年 7 月 12 日《世界

日报》以“二十九军大刀杀日贼”的大幅标

题报道：“11日，日军200余名进攻大王庙，

被宋（哲元）部大刀队迎头痛击……昨日，

日军围攻南苑，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

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落地，宋部遂大

获全胜……”

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抗日的事迹，极

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上海革命青年麦新

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谱写了《大刀进行曲》，

初起在里弄里咏唱，不久即传遍了整个上

海，后来又传遍了全中国，成为抗战时期家

喻户晓的一首名歌。《大刀进行曲》最初发

表时有个副标题：“献给二十九军大刀

队”。歌词的第二句原为“二十九军的弟兄

们”，后因已唱遍全国，遂改为“全国武装的

弟兄们”。同年8月8日，当时的“国民救亡

歌咏协会”在上海文庙举办音乐会，自发而

来的1000多名群众以激昂的情绪高唱《大

刀进行曲》，越唱人越多，越唱越激动。亲

自指挥唱歌的麦新更是激动，指挥棒被挥

断了，他就攥起拳头指挥。歌手们唱得热

血沸腾，竟不自觉地把原曲的第一句唱得

有所变调，结果显得更加勇猛，更加刚劲有

力了。后来就沿用了这一唱法。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
曲）

“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

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

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

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失！同胞们！向前

去，别后退，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

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

关头！”

这首由麦新1936年作词、孟波作曲的

歌，节奏坚定，旋律浑雄。“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呐喊，具有义无反

顾、一往直前的气概，鼓舞人们为争取民族

解放而战斗。在人民大众中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马儿真正好》（麦新词曲）
“嘿嘿！浪浪浪！嘿嘿！浪浪浪！马

儿来了！马儿跳，马儿跑，马儿马儿真正

好！马儿听见达的的冲锋号，向前跑让我

杀强盗！……”

此歌作于1936年11月，麦新在紧张的

战斗生活中，写下了十多首儿童歌曲。这

首《马儿真正好》是用童谣《小小马儿郎》的

形式创作的儿童救亡歌曲，它把抗日救亡

的内容与孩子骑竹马的游戏形式结合了起

来，曲调跳跃活泼，又在“冲锋号”“杀强盗”

等歌词处，融入了上行四度的号角音调和

进行曲似的节奏，而使歌曲带有一定的战

斗色彩。

麦新作品

“四行”仓库屋顶上的守军。

“四行”仓库楼顶飘扬的旗帜激励着上海
市民的斗志。

张柏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