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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日，日軍在安徽的鳳

陽、蚌埠、懷遠等地，集中第

三、第九、第十三師團 4000餘

人，沿渦河向蒙城發動進攻。廖

磊即令桂軍第 173師副師長周元

率桂軍 173師 1033團由洛河趕

赴蒙城防守。 5月 7日，日軍以

步騎 3000餘人，戰車 30餘輛，

向蒙城發起攻擊。

周元率所部桂軍將士殊死血

戰，在武器、裝備及兵力明顯弱

於日方的情勢之下，孤軍浴血奮

戰，拚死抵抗，直至彈盡糧絕。

經過三晝夜激戰，日軍突入城

內。在四門皆陷，敵軍蜂擁而入

的時候，還與之展開激烈的肉

搏、巷戰。

周元副師長在蒙城保衛戰中

身先士卒，於激戰中身中數彈，

壯烈殉國。守衛蒙城的桂軍將士

除 21人突圍之外，周元及 2000

多廣西子弟兵全部以身殉國，出

色地完成了阻擊任務。

蒙城保衛戰有效牽制了日寇

的追襲，成功掩護了 60萬國軍

主力的轉移，保存了抗戰的力

量。此戰日軍亦死傷甚眾，屍橫

滿街。戰後統計資料顯示，日軍

傷亡接近 2000人。日軍惱羞成

怒，將俘獲的桂軍 173師 1033

團重傷員 300餘人，用鐵絲穿

鎖骨槍殺於廟前，並澆汽油焚燒 

屍體。

如果日軍不殺俘虜和傷兵，

那麼雙方的傷亡幾乎等於一比

一，這是中日開戰以來日軍攻占

中國縣城付出如此慘重代價的唯

一戰例。

臨危受命  
孤軍奮戰重創日軍機械化聯隊

1938年春，第五戰區司令

長官李宗仁指揮所部在徐州東北

台兒莊重創日軍，取得了自抗日

戰爭開戰以來的第一次大勝仗，

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 

鬥志。

4月底，津浦線南段日軍重

兵集結蚌埠，向西、北方向虎視

眈眈，意欲打通津浦線、切斷隴

海線，對徐州造成包圍之勢。李

宗仁、白崇禧為避免在不利條件

下與敵決戰，軍委會迅速做出將

主力撤出徐州地區，向豫南、皖

西轉移的戰略決策。李宗仁命令

第 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阻

擊津浦線南段之敵，以掩護主力

撤退。

第 21集團軍即派第 48軍第

173師中將副師長周元率一團兵

力趕赴蒙城，阻擊北上西進之敵。

周元，字凱之，廣西南寧

人。他是桂軍中一位智勇雙全、

勇猛善戰、在淞滬戰役中打出威

名的將領。配屬的守城部隊桂軍

173師 1033團曾經參加過淞滬戰

役，是桂軍的主力團。

5月 5日，周元率指揮所人

員（計有上尉參謀 1人、中尉副

官 1人、中尉譯電員 1人、少尉

服務員 1人、警衛手槍兵 4名）

與手搖收發報機 1台，乘坐 48

軍派來的汽車，由田家庵往壽縣

周元立即命令凌雲上團長率

兩個連阻擊登城之敵。戰至黃

昏，大部分將士壯烈犧牲，剩餘

300人撤進城內，外圍陣地相繼

失守，日軍兵臨城下，形勢十分

危急。

周元組織敢死隊固守東南西

三面城門（北門有渦河屏障），

向大家說：「弟兄們，為國捐軀

的時候到了。消滅日本鬼子，保

衛蒙城。人在城在，誓與蒙城共

存亡！」

敢死隊勇猛善戰，多次擊退

登城之敵，還巧用繩鉤、竹竿，

鉤上來許多死傷敗退日軍丟下的

武器。後來在炮火掩護下，部分

日軍從城牆缺口湧進城內。周元

立即命令阻擊後續之敵，又親自

率領守軍與湧入之敵短兵相接，

展開巷戰。

經過兩日激戰，將士陣亡過

半，官兵負傷眾多。僅剩餘數

百傷殘士兵，面對炮空聯合、

戰車推進之強敵圍困，眼看彈盡 

援絕。

5月 9日凌晨 3時，第 21集

團軍總司令廖磊回電 :「來電悉。

為發揚本軍報國聲譽，着周副師

長督促所有兵力，務必固守與蒙

城共存亡」等語。周元傳令凌團

長即刻來指揮所。片刻時間凌雲

上來到，周元即以總司令覆電 

示之。

凌雲上看後說 :「團部特務

排已派去堵擊敵人，現在只有 10

餘名傳達兵。既然總司令要我們

與蒙城共存亡，惟有將守北關的

第一營現有百餘人調進城內，與

敵人搏鬥到最後一兵一卒。」

周元搖手制止，以沉重而又

嚴肅的口吻說 :「總司令要我們

軍部聽候詳細指示。

5月 6日晨，周元一行乘車

由壽縣出發，經正陽關、阜陽奔

向蒙城，下午 3時快到蒙城（距

城約 5華里）時，正值敵機輪番

轟炸，只好捨車步行入城，蒙城

阻擊戰由此拉開帷幕。

蒙城位於黃淮腹地，地勢平

坦，城池狹小，除城門城樓為磚

石磚木結構外，四面城牆皆係夯

土築成，且城內城外全無防禦工

事，易攻難守。

周元到蒙城時，守城部隊尚

未到蒙城。這時城內煙火瀰漫，

房屋倒塌，遺屍遍地，慘不忍

睹。周元偕參謀梁家駒，立即偵

察縣城內外地形，策劃城防部署

腹案。

他一邊安撫民眾，一邊仔細

勘察地形，制定周密的守城方

案。守城部隊 1033團 2400人由

團長凌雲上率領，經鳳台渡淮河

一路冒雨北上，於 5月 7日拂曉

陸續到達蒙城。周元立即按擬定

計畫分配防守任務，命令各部迅

速占領陣地，加緊構築工事。

將士們受到蘇北農村半地窖

的啟發開挖工事。這些半地窖

不易被發現，士兵在面對敵方一

側，又挖了一個藏身洞。這樣的

藏身洞，不僅在日軍打炮時傷不

到人，日軍衝來跳過戰壕都發現

不了，而且等日軍衝過去了還能

朝著屁股打，包抄他們的後路。

這就是至今中國邊境地區邊防軍

還在使用的貓耳洞。

後來，一營的官兵又想出

了一個辦法——挖烏龜洞制服

敵人坦克，日軍的坦克過來一

碰上就會懸空，只有履帶轉坦

克走不了。

5月 7日中午，日軍鐵騎中

隊 150人從河溜集渦河北岸向

西急馳，經板橋急馳近蒙城，被

桂軍隱藏路旁麥稞之伏兵奮起痛

擊，20餘人中彈落馬。日軍騎兵

陣腳大亂。

稍後，日軍第 13師團機械

化聯隊 4000人沿渦河而上陸續

抵達蒙城，升起滯空氣球觀察目

標，在飛機大炮掩護下進攻蒙城

的外圍陣地李竹園、賈水園、萬

家豬行、黃碾盤等處。守軍奮起

反擊，雙方展開激烈戰鬥。

守軍利用各種巧妙工事奮勇

抵抗，給日軍以重創。日軍戰

車被烏龜洞阻滯、被簸箕坑掀翻

好幾輛，被俘虜的日軍幾乎都是

從戰車裡拽出來的。如此反覆數

次，日軍死傷纍纍，桂軍又乘勝

發起反攻，日軍猝不及防，被迫

後退數里。

血戰三晝夜  
周元將軍誓與蒙城共存亡

5月 8日凌晨，日軍復又施

放滯空氣球指示目標，大炮、飛

機一陣狂轟濫炸，然後又開始進

攻。有了上次潰敗的教訓，日軍

這次進攻比較小心翼翼，把步兵

炮和輕重機槍一起擺上前沿陣

地，聽到口令才心驚膽戰地哆嗦

著行動。儘管日軍如此謹慎，還

是被神出鬼沒的守軍打得屁滾尿

流，無可奈何地敗下陣去。

履次攻擊履次敗陣，而且傷

亡慘重，日軍聯隊長急忙向師團

總部請援。 8日午後，日軍後援

部隊 2000人抵達蒙城。至此，日

軍兵力已增至 6000人，戰車 40

輛，飛機 20架，汽艇 10餘艘，

從水陸空三面向蒙城發起總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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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4月的台兒莊
大戰結束之後，為避開

日軍的反撲，掩護徐州

地區 60萬國軍主力轉
移，第五戰區司令長

官李宗仁指示桂軍第

二十一集團軍廖磊部扼

守淮河中游一帶，掩護

第五戰區長官部撤退。

文︱雲中君

兩千桂軍將士壯烈殉國

周元將軍

與蒙城共存亡，只要我死在城裡

就可以交代，你們不應該都陪著

我一同殉難作無謂犧牲。要知道

這是長期戰爭，你們將來報國機

會還多。現在聽我吩咐：凌團長

立即率領守北關部隊突圍出去。

梁參謀隨同凌團長突圍，如若能

突圍出去，務須當面報告廖總司

令，說我遵照他的電令決心與蒙

城共存亡。我死也要死在城內，

只希望將來忠烈祠立有我的牌

位，如願足矣！」

凌、梁二人也異口同聲說 :

「我們要隨同副師長與蒙城共 

存亡。」

周元遂以嚴厲口氣說 :「這

是命令！難道你們在此危急關頭

就不聽從我的命令嗎？」彼此沉

默良久，此時已經拂曉。傳達兵

來報：敵人轟開城門，以戰車開

道，大批日軍已由南門進城。

周元將軍即拔出手槍往外

走，並對凌、梁二人說 :「你們

不要跟我走，趕快從後門出去，

率領北關部隊突圍！」二人面面

相覷，為之感動流涕。

周元將軍壯烈殉國  
21名廣西勇士殺出重圍

梁家駒參謀等吩咐部下立即

破壞收發報機，焚燒所有文件，

向營長李國文傳達突圍命令，突

圍將士奮力拚殺，營長李國文及

大部分士兵在與敵搏鬥中陣亡。

梁參謀途中轉往宿縣方向奔集團

軍總部，向廖總司令面報周副師

長囑託之語。最後只有 21人殺

出重圍，由團長凌雲上率領經城

南楚村鋪奔向鳳台。

周元將軍走出指揮所後，在

鼓樓集中勤雜伙夫等兵士與敵

人展開巷戰，沿途加入隨行士兵

五六十人。敵人占領城牆居高臨

下，步槍機槍一陣陣猛烈掃射，

周元及隨行士兵全部壯烈殉國。

城內各據點守軍繼續與敵人拚死

搏鬥，殺得天昏地暗，直到下午

4時槍聲才逐漸沉寂，宣告蒙城

陷落。

日軍占領蒙城三個月後，老

百姓回來看到那城那地那血到處

都是，血都成黑色，那不止屍骨

成山，整個城紅高粱紅辣椒長起

兩個人那麼高。剩下一堆堆的，

盡是廣西壯士的白骨！當地老百

姓兩個人抬起一個籮筐，每個人

手持一把火鉗，很虔誠地，一根

根將那些白骨收好，可就是找不

到周元將軍的遺骨。

日軍撤走之後，蒙城人民收

集死難將士忠骸，築墓於東郊

莊子祠左，取名曰「義塚」。塚

前立碑，鐫刻碑文「周副師長殉 

國記」。

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將蒙城

縣更名為周元縣，縣小學更名周

元小學。周元及桂軍殉難將士遺

骨葬於蒙城東門莊子祠；在桂林

建有紀念塔、衣冠塚，李宗仁題

詞「成仁取義」。在中共大躍進

及文革動盪期間，蒙城、桂林兩

地紀念建築均遭到毀壞。

英勇的抗日桂軍

1916年蒙城老照片
1938年遭日軍攻陷的蒙城

英勇的抗日桂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