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月 21日袁清明前夕袁一位满头银发尧精神矍铄
的老人袁领着全家大大小小来到饶国华墓前祭拜遥 她袁就
是饶国华如今唯一健在的子女尧现年 83岁的五女儿饶毓
琇遥

野父亲牺牲时袁我只有 5岁遥 但正是父亲的爱国主义
精神和为维护国家安宁不惜牺牲生命的壮举袁 成为滋养
我一生的精神财富遥 冶

饶毓琇先后在共青团成都市委工作遥 后担任过雅安
云母厂子弟学校校长尧工厂教育科科长等职务袁如今已是
一名离休干部遥 离休后的她袁频频出席抗战纪念会尧学术
研讨会袁为弘扬父辈抗战精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遥

饶毓琇表示院野今天袁 我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宣讲这段
历史袁能够把先烈们的精神和优秀品质传承下去袁激发大
家的爱国主义热情袁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幸福生活遥特别
是要让资阳的后辈了解自己的前辈们在这段历史中的贡
献和牺牲遥 冶

英烈的事迹可歌可泣袁让英雄的人民永志不忘遥
去年袁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69周年袁经党中央尧国务院批准袁民政部于 2014
年 9月 1日公布了第一批 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尧遗
址名录袁 以及在抗日战争中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遥 在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袁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尧
佟麟阁尧赵登禹袁国际友人白求恩等入选遥在名录中袁四川
有 12名袁饶国华名列其中遥

松柏苍翠映陵园袁丰碑矗立赞英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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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袁为缅怀抗战先烈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袁激发全国人民共筑中国梦的热情袁本报从即日起推出野致敬资阳抗战老兵要要要纪念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冶专栏袁深入抗战老兵的家庭袁直击抗战老兵的生存现状袁追寻抗战老兵的战争回忆袁用文字尧图片还原他们的经历袁挖掘出不为人知的
抗战片断袁让世人铭记这些抗战英雄的故事遥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抗战老兵袁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26656119联系我们袁我们将为他们送去问候和帮助遥

饶国华

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在天府之国四
川，有一块神奇的红
色土地，她养育了无
数的英雄儿女，这就
是资阳。一座历史悠
久而又富有光荣革命
传统的英雄城市。

在这里，每一个
英烈都有一个或感
人、或悲怆的故事。

我们今天要讲述
的，是和上海市原市
长曹荻秋、现代作家
邵子南、革命烈士余
国祯并称为“现代资
阳四杰”之一的抗日
名将饶国华。在烽火
连天的抗日战争时
期，他任国民革命军
第 23 集团军 145 师
中将师长。1937年 11
月率军出川抗日，在
对日作战中壮烈牺
牲，年仅 43岁。

饶国华袁字弼臣袁号退思袁原资
阳县宝台乡张家坝人袁1894 年出
生遥 世代务农袁家贫袁幼年丧父遥

饶国华的祖上来自福建省漳
州府龙岩洲东乡船港大吉村袁他是
迁入四川后的第五代遥长大后他家
安在资阳下西街 66号 渊现雁江区
粮食局所在地冤遥

那时候袁 饶家虽然不富裕袁父
母仍送他入私塾里就学袁他博览群
书袁对中国古代先贤岳飞尧文天祥尧
戚继光尧史可法等的高风亮节极为
崇敬袁 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热爱遥
在他军事生涯中袁行军的背包里总
少不了砚台尧笔墨和古书遥

饶国华 17岁时袁 辛亥革命爆
发袁饶国华参加新军袁当了一名伙
房兵遥后至川军二师野军官传习所冶
就读袁以名列榜首毕业袁不久后升
为班长尧排长遥

在排长任内袁 他仍好学不倦袁
并特地请一位士兵每日跟在他身
边袁如见他稍有倦怠便立即向他大
呼院野国华袁国华袁国家颠危至此袁汝
不淬砺精神袁由懵懵乃尔乎钥 冶他在
军旅十余年的期间袁由排长逐步升
为师长遥

饶国华以儒家思想处事袁并笃
信佛学遥 其为人正派朴实袁从军多
年来一直清心寡欲袁然而为人却极
为慷慨袁对于地方慈善公益更是予
取予求遥他曾给资阳灾民发放赈济
款近千元尧 捐图书馆书籍费陆百
元曰为保桑梓袁捐购枪枝弹药二千
余元给资阳县赈济会遥然而他家中
除了书剑笔墨外袁别无长物袁其个
人之资产只有几间老房屋袁几十亩
田地遥 在几年前的叶资阳日报曳上袁
曾刊登过南津驿古渡口发现石壁
龛刻遥 该龛刻于民国二十四年袁小
字风化严重袁仅有国华师长及落款
清晰可见遥 这是当年涨洪水袁对饥
困百姓进行救助袁家乡人民感念他
的功德袁就找人在此刻下了野仁言
利溥冶四个字遥

饶国华一生自律袁 从戎后给自

己立下了野三不冶原则院不纳妾尧不抽
大烟尧不赌博遥 他时常告诫士兵说院
野败坏道德没有比好色更甚的了遥 冶
1929年 12月 20日袁他在重庆时应
邀赴宴袁 席间发现居然有妓女陪坐
倒酒袁这让他十分懊悔袁以后更加严
于律己袁再不轻易出席宴会遥

他平时更是谦虚谨慎尧平易近
人袁治军严谨尧赏罚分明袁且每战必
身先士卒袁颇得士兵爱戴遥 他生活
简朴袁居则陋室袁食则粗粝袁不着大
衣袁与士卒同甘苦袁被人称作野布衣
将军冶遥

1937年袁叶新蜀报曳刊文称饶国
华当团长驻兵铜梁袁 时值秋收袁遭
受霪雨袁稻谷将烂在田里袁便亲自
下田袁率部帮助抢收袁并力诫官兵
不得索取工钱茶水遥 开始袁乡人深
为骇异袁继而疑虑袁最后看到士兵
们竟然秋毫无犯袁才回过神来大加
赞扬遥 据他部属一位营长回忆袁部
队驻防铜梁尧璧山时袁每到农忙袁饶
国华必亲自下田帮助栽种尧 收割袁
驻地乡民都喊饶国华为野饶菩萨冶遥
他的种种作为袁为当时军纪不佳的
川军带来了一股新气象遥

四川自辛亥革命后袁各派军阀
拥兵自重遥 自 1912年至 1935年袁
历时 23年袁四川内战历经大小 400
余战袁才被刘湘勉强统一遥 饶国华
督率所部迭挫劲旅袁为刘湘最后统
一川政立下了汗马功劳遥但卷入其
中的饶国华袁连年的军阀混战带给
了他极大的痛苦袁甚至到河南嵩山
皈依佛门袁落发为僧袁从此不问世
事遥

1923年袁川军第三军第四师师
长蓝世钰见其深具将材袁便有心延
揽遥 饶国华难拒其盛情袁还俗到该
师任上校参谋袁 翌年调任团长遥 3
年后袁 饶国华以国民革命军第 21
军第七师副师长的身份袁参加了北
伐战争遥 此后数年间袁因其英勇作
战屡立战功袁深得四川军事强人刘
湘器重袁 成为闻名一时的川军名
将遥

北伐后袁蒋介石军事集团虽名
义上统一全国袁实际上政令不出江
南一隅遥1931年野九窑一八事变冶后袁
蒋介石深感院一旦日本发动全民侵
华战争袁江南不可长保遥 他看中四
川为野民族复兴基地冶袁但无奈蜀中
军阀林立袁可望不可及遥1935年袁红
军长征进入四川袁这给了蒋一个统
一西南的绝好机遇遥 1月袁 红军进
占贵州遵义袁 薛岳率领十万中央
军袁以追击红军之名开入了川贵地
区遥 刘湘决定与蒋合作袁更于 1935
年秋袁 将四川省会由重庆迁至成
都袁为国民政府日后迁都重庆做好
了准备遥 此时袁留守重庆的正是饶
国华遥

1937年袁抗战爆发袁川军将领
纷纷请缨杀敌袁刘湘受任七战区司
令长官袁将川军编成第 22尧23等集
团军袁准备出川作战遥

1937年 9月 5日袁成都少城公
园内人头攒动尧战旗飘扬袁四川各
界在此欢送出川抗日将士遥 刘湘尧
邓锡侯等四川领袖莅会讲话袁表达
抗战决心遥

此时袁台下一位将领听得血脉
贲张袁他就是饶国华遥 时任川军第
23集团军第 21军 145师师长遥 其
妻不久前刚有身孕遥饶国华在民众
欢送会上很坦诚地说院野我过去打
过内战袁对不起蜀中父老遥 这一次
为国而战袁一定要尽力袁抱着必死
的决心去战遥 冶

饶国华出川后来到野一寸山河
一寸血冶的淞沪战场遥自野八窑一三冶

淞沪会战开始至 11月 5日袁 日本
第 10 军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登
陆袁双方伤亡近 20万人遥 当时袁中
国军队的伤亡特别惨重袁大概每小
时就有 1000人伤亡遥 而川军就用
这样的一种死亡速度来维持这场
战争遥 11月 8日袁为防全军被日本
围歼袁南京统帅部下令淞沪前线全
线撤退遥

1937年 11月袁 淞沪沦陷遥 接
着袁苏州尧常州相继失守遥饶国华率
军出川袁沿长江星夜奔赴野广窑泗冶
前线遥

就在抗战当中袁 川军从 1937
年 9月开始袁前后组织了 12个军尧
300万兵员袁穿着草鞋尧单衣袁到寒
冷的北方去作战遥

川军的武器装备简劣遥所有步
枪袁4 辕 5 为川造袁1 辕 5 为汉阳造袁且
使用已久袁质量太差袁大都不堪使
用遥至于轻机枪袁其数量甚少袁每师
多则十余挺袁少则数挺而已遥 大炮
方面袁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袁山炮尧
野炮尧重炮一门都没有袁高射机关
枪和战车防御炮等更是前所未见遥
少有的轻机枪和迫击炮也是川造
的袁质量上难以同蒋介石嫡系部队
的相比袁更无法同日军先进的武器
相提并论遥 通讯装备也极不健全袁
旅尧团均无通信兵的编制袁旅以上
才有无线电遥军尧师没有野战医院袁
师尧旅尧团配有卫生队袁但缺乏新式
器械袁担架都是用木棒和绳索绑起
来的遥军尧师没有辎重部队袁集团军
没有兵站遥

1937年 11月中旬袁 饶国华部到达江南前线
时袁上海失陷尧苏常失守遥攻击南京的日军在海空军
掩护下袁对我采取战略包围袁直趋安徽芜湖袁威胁南
京侧背遥 蒋介石命令刘湘的第 23集团军唐式遵部
进驻安徽青阳一带袁牵制尧阻截从太湖流域进犯南
京的敌人遥 因无援军可盼袁唐式遵只有委派能征善
战的饶国华率部镇守遥他对饶国华说院野广德作战关
系重大袁应决心与城共存亡袁否则提头来见浴 冶

中日对决袁武器悬殊袁敌人炮火及空中优势明
显遥敌人每轮攻击前袁总先发四至六千炮歼灭射击袁
才由轻型坦克放射烟幕弹袁掩护士兵向前攻击遥 攻
击的时候袁敌炮兵又做远距离的隔离射击袁坦克车
才掩护战斗兵向前遥 一次袁 日军先用 15辆坦克开
路袁步兵在后跟进袁缺乏重炮的中国士兵袁将捆好
12个集束手榴弹抱着冲到坦克下爆炸遥 据 21集团
军第 16师的刘启尧回忆袁8位战士用自己的生命
炸毁了 3辆坦克遥

在民族危亡之际袁被推到了野南京保卫战冶生死
一线的的饶国华袁当时处境院武器不如人袁又没有援
兵可用袁他又怎么坚守广德呢钥

1937年 11月 22日袁日军牛岛师团侵入宜兴尧
长兴袁尔后分兵两路准备抢占泗安袁直扑广德遥

饶国华指挥第 433旅佟毅部袁 在广德前方约
60里的泗安占领阵地袁于 27日与日军展开了殊死
战斗遥 日军依靠飞机尧大炮尧坦克的优势袁发动多次
猛攻遥 我方将士武器装备虽然窳劣袁但仍然拼命抵
抗袁终因炮火甚密袁我伤亡惨重尧寡不敌众遥 泗安于
30日失守遥

饶国华得此凶信袁心急如焚袁深知广德素为兵
家必争之地袁拱卫南京必不可失遥 于是袁他率领第
433旅官兵奔广德前方约 5里的界牌袁顽强阻击进
犯日军遥

敌人空中优势亦明显袁 我军伙房近在咫尺袁却
因轰炸猛烈无法送饭遥 不久袁我方从宣城至广德的
铁路干线被敌机炸毁遥 补给中断袁饶国华所部被日
军三面包围袁我方战局渐成颓势遥 当时报道称袁野此

役战事之激烈袁为我军退出淞沪以后所仅见遥冶但终
因第 145师装备较差袁伤亡惨重袁加上团长刘汝斋
违背军令擅自后撤袁以至全线溃败遥

泗安失守袁祠山岗失陷遥 日军趁势向广德县城
扑来噎噎

30日袁饶国华率残部一营兵力袁仍受命组织反
攻袁被日军包围于十字铺遥

野当时已经是孤军奋战袁孤城了袁交通也中断袁
弹尽援绝遥增援上不来袁牺牲也很大袁部队兵力所剩
无几遥饶国华本身负伤尧带伤指挥作战袁他便决心人
在阵地在袁誓与守城共存亡遥 冶

饶国华独自一人给第 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尧副
总司令唐式遵写下遗书院野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
败袁 职唯有不惜一死袁 以报甫公知遇及川中父老之
情遥本部扼守广德袁掩护友军后撤集中袁已达成任务遥
我官兵均不惜牺牲为国效力袁忠勇可嘉深以为慰遥广
德地处要冲袁余不忍视陷于敌手遥 故决与城共存亡袁
上报国家培养之恩袁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遥今后深望
我部官兵奋勇杀敌袁驱寇出境袁还我国魂袁完成我未
竟之志袁余死无恨矣遥 冶

时至黄昏袁 饶国华带卫兵连夜疾奔广德飞机
场袁命令士兵向机场各仓库内油桶发射弹药遥顿时袁
火光冲天袁仓库被焚袁给敌人留下一片废墟遥

尔后袁他又来到广德城东门外袁嘱卫士铺好地
毯袁喝退左右袁盘腿坐于地毯中间袁并面对广德方向
大呼院野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袁何况你小小日
本袁将来亦必灭亡浴 冶他所说的威廉第二袁就是领导
德国走向强盛的德皇威廉二世遥他因发动第一次世
界大战而倒台遥

饶国华说罢袁向敌军方向怒目而视袁拔出手枪袁
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袁以死报国袁时年 43
岁噎噎

以死殉国尧慷慨成仁袁壮哉浴
这位一生律己尧立志报国的儒将袁以他的死袁换

来了川军誓死抵抗遥 最后袁川军以全军的牺牲袁延滞
了日军的进攻袁有力地掩护了中国主力部队的撤退遥

噩耗传来袁饶国华蜀中亲人举家悲痛遥 母亲老年丧子袁
妻子中年丧偶袁子女幼年丧父袁其悲痛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袁
无疑是巨大的遥野但那时候袁我们全家老小都明白袁我父亲是
为国牺牲袁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袁是光荣的遥 我们应该以
他为傲袁以他为自豪遥 冶多年后袁饶国华之女饶毓琇这样表
示遥

1937年 12月袁饶国华的遗体由民生公司的野民俭冶
轮袁沿长江运送回川遥

饶国华遗体途经各地袁 各界人民自发举行了公祭大
会遥

四川尧重庆各界群众集会悼念这位骁勇战将遥 芜湖尧
宜昌尧万县尧重庆尧成都及资阳等地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尧公
祭大会曰国民政府尧各战区长官部尧各机关学校尧民间团体
等也纷纷发来唁电表示哀悼遥 各地报纸连日用特写尧专
题尧评论等形式作了大量的报道院叶二千余人吊国殇袁各界
追悼饶国华曳尧叶饶国华忠骸抵渝袁 本市各界今到江干迎
祭袁殉国经过可歌可泣袁雍容遗像万人争睹曳尧叶悼饶国华
将军曳噎噎各界敬献的花圈尧祭文尧挽联野罗列夹道尧触目
墨花尧婉如泪点尧香绕烛泣尧哀悼忠魂遥 冶家乡资阳更是拦
灵公祭袁表达了他们对抗日英雄的崇敬心情遥

12月 12日袁 重庆市江北巴县各界追悼饶师长暨全
国抗敌卫国将士大会袁 于当天上午在重庆市夫子池公共
体育场举行袁到会民众万人以上袁情绪悲壮遥

12月袁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饶国华英勇事迹袁同时追
赠陆军上将军衔袁准予国葬遥

1938年 1月 4日袁遗体运抵资阳袁县长带领各界几千
人去迎接袁接受家乡父老的膜拜和祭奠遥下午两点多钟袁灵
柩才回到下西街 66号的家袁全家披麻戴孝跪迎遥 当时袁全
城百姓摆香案袁挂挽联袁哀哭声不绝于耳遥饶国华的遗体在
家停了一段时间袁1月 23日袁 以国葬标准下葬宝台镇协议
村甘溪沟遥

英烈虽去袁浩气长存遥
1938年 3月 12日袁 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

逝世 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袁 发表重要讲
话,其中袁对饶国华等爱国将领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他说院
野八个月中袁陆空方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袁全国实现了伟
大的团结袁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遥其中几
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尧 壮烈地牺牲
了遥这些人中间袁许多是国民党人袁许多是共产党人袁许多
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遥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袁表
示永远纪念他们遥从郝梦龄尧佟麟阁尧赵登禹尧饶国华噎噎
诸将领袁到每一个战士袁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
的模范遥 冶

1940年袁 成都市中山公园铸造了饶国华将军铜像
座袁树立了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字的野饶上将国华纪念
碑冶遥

45年后的 1983年 9月 10日袁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
饶国华将军为革命烈士院野原国民党陆军一四五师师长饶
国华袁在抗日战争中袁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在安徽省
广德县抗击日寇十八集团军牛岛师团的战斗中牺牲袁省
人民政府决定追认饶国华为革命烈士遥 冶

为了更好地纪念饶国华烈士袁1983年底袁 资阳县人
民政府特地拨出了专款袁 在甘溪沟重新整修了烈士的陵
墓袁并立了革命烈士碑遥

2009年由国家文物局主编出版发行的叶中国文物地
图集曳袁将饶国华墓列为近现代革命遗迹文物遥

2011年袁雁江区政府将饶国华烈士墓确定为第三批
区渊县冤级文物保护单位遥

如今袁在成都大邑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袁也有了饶
国华将军塑像遥

而广德人民为了纪念这位热血将军袁 在广德城设立
了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国华路遥

姻 本报记者 胡佳音

【资阳走出去的儒将】

【不驱逐倭寇誓不还乡】 【用生命保卫南京】

【英烈永生浩气长存】

【清明时节忆英烈】

建川博物馆里的饶国华铜像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