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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静 文/摄

“万祥醩坊”背后的红色据点

“ 1938 年 11 月，桂北路 138 号（今
中山北路 14 号）一家名为‘万祥醩坊’的
酒坊歇业了，然后挂出了‘第十八集团军桂
林办事处’的牌子，一些穿灰布军装、打绑
腿、戴八路袖章的中青年人进驻这里，一张
张朴实而诚恳的脸孔，一个个昂首挺胸、充
满自信的身影，给乱象纷呈的桂林城带来一
种全新的气息。”记者在一本名为《漓水烽
烟——— 纪念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五十周年
革命回忆录专辑》中找到了描述当年“八
办”刚成立时的情景。

闭上眼，那些曾经的历史呼啸而来，炮
火、呐喊、抗日歌声一一穿透岁月，直抵耳
畔。时间在这里一下子回溯到了 81 年前。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馆长时建红讲
述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1938 年 10 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
逃难的人大批流入广西。而中共南方局早在
1938 年 8 月 9 日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时，
就已打算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很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刘恕奉命来
到桂林“打前站”。刘恕与党外友好人士熊
子民为了找到合适的房子展开了勘察，可找
了很久都一直没有合适的。有一天，刘恕想
起在上海时认识的吴淞铁路工厂钳工老张，
听说他已随工厂迁到桂林，刘恕跑到工厂门
口等老张。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等到了。
刘恕说想在桂林租用几间房子，老张赶紧推
荐：“我的一个朋友在广西银行当经理，通
过他或许可以找到。”

在广西银行经理黄昌炎的引荐下，刘恕
等人找到了桂北路 1 3 8 号的“万祥醩
坊”。不过因为遭了火灾，醩坊还在重建。
房东黄旷达建议，等完工后再来租。刘恕赶
紧说：“我们急需房子，让我们住下后再慢
慢完工。”双方当即签订了租房契约。办事处
之所以选择“万祥醩坊”这个地方，有着周详
的考虑：北面一街之隔，是国民党桂林行营，
南面不远则是省政府所在地，这样既与当局
打交道方便，又使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

担任过“八办”电台台长的刘澄清老人
回忆说：“醩坊分为前院和后院，刘恕花了
两担谷子租了前院。双方还商量好，前院留
下一小块地方卖酒，其他的供八路军办事处
用，后院则留给黄旷达一家生活。”

租下“万祥醩坊”后，刘恕又到阳朔租
了八间房，作为仓库，又在离城七公里的灵
川路莫村租了几间房，用做招待所和安置家
属。至此，桂林“八办”终于具备了成立的
基础条件。 1938 年 11 月中旬，八路军总
部秘书长李克农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及《新
华日报》部分人员一路艰辛抵达桂林，住进
了“万祥醩坊”。不久后，八路军桂林办事
处正式成立。

记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研究
文集》中找到对当年办事处成立的描述：
1938 年 12 月至 1939 年 5 月，中共中央南
方局领导曾 3 次来到桂林，主要是做桂系
的统战工作，同时会见进步文化团体和民主
人士，并指导办事处的工作。在南方局领导
的积极努力下，办事处与桂系地方实力派、

国民党民主人士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营
造了一个曾一度相对宽松的环境，大批爱国
进步文化人士来到桂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抗日文化救亡运动，使桂林成为蜚声中外的
“抗战文化城”。

这个办事处可不简单，它对外是八路军
在广西的公开办事机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
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同时还兼有新四
军驻桂通信处的任务，起着新四军、南方各
省及海外秘密党组织与延安党中央直接联系
的重要中继站的作用。

小楼藏着动人心魄的岁月

初冬的桂林寒气逼人，记者再次走进
“八办”。如今，这座两层的小楼已经重修
改建，一条“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横幅格
外醒目。

从“八办”旧址大门左侧的小门进入，
首先见到一个半人多高的老式柜台和酒坛
子。然后便是警卫室，当年到“八办”联系
工作的人都要在这里办理手续。再往里走一
点，值班室、阅览室、救亡室等用途不同的
小房间进入眼帘。木质的墙壁上，挂着不少
老照片、旧物件以及当年工作人员亲笔书写
的学习标语。

再往里走，看到一方不算太大的院落，
院中绿色盆栽生长茂盛。沿着木楼梯拾级而
上，便进入了当年工作人员休息、交谈、娱
乐和学习的地方。小阁楼的休息厅里放着两
套竹椅、竹茶几，是当年用过的样式。穿过
休息厅，可以看到当年的会议室、李克农办
公室，还有周恩来在桂林暂住的地方。除了
这些房间，后院的建筑里还设有秘密电台
室、秘书室、警卫班战士宿舍、娱乐室等。
一个个按照历史复原的房间，原汁原味地重
现了桂林“八办”风貌。

墙壁里的红色电波

在“八办”二楼，有一间不起眼的房
间，一部老式的木质外壳电台静静安放在简
易的竹木桌子上，锈迹已悄悄爬满了一旁的
电键，电线胶皮也已经开始剥落。

解说员告诉记者，如今展出的是一部完
整的电台，有电台、电线、电键、手摇发电
机等设备。而在当年这些都是看不到的，天
线隐蔽在墙壁里，电台和电键暗藏在房间衣
柜的隔层里。从表面看上去，这个房间就只
是个摆放着床铺、桌子、衣柜的普通房间。

“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和检查，在
‘八办’设有公开和秘密的两套电台。”解
说员告诉记者，这一点在《桂林抗战文化城
奇闻异事》中也有印证：“当时桂林‘八
办’的电台主要与延安的党中央、重庆的南
方局、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我党设在
各地通讯处，以及南方各省委、香港、海外
南洋一带地下党组织的电台直接联络。当年
博古（秦邦宪）、张文彬、越南共产党的领
导人胡志明等重要人物都曾得到办事处派出
秘密交通员的护送。”

记者在展出的大量图片和史料中看到，
当时我党我军的抗战物资十分紧缺，桂林八
路军办事处通过电波利用我党与桂系的统战
关系，以及广西可通往越南这条当时中国内
陆通往海外唯一国际通道的条件，克服一切
困难，为延安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前线
筹集和转运各种急需抗战物资。

这些物资有汽车、汽油、枪支、弹药、棉
衣、棉被、通信器材、医疗器具、药品等，多
达数百种。短期内为延安和我党领导的抗
日前线筹集和转运了几百个车次的军需物
资，及时解了我党我军的燃眉之急。

桂林城北的路莫村作为军需物资转运
站、仓库、接待过往人员的招待所和抗日
救亡工作室，还增设了机要电台。办事处
工作人员有 100 多人。从这里，八路军
桂林办事处护送了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
进步人士以及爱国华侨到抗日前线，到延
安。短短两年时间，“八办”就向我党领
导的抗日前线输送各类干部和特殊青年人
才达千余人次。

隐藏在老照片和老物件中的

“风声”

电影《风声》讲述的是谍战故事。当
你走进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的展览
厅，一部外壳擦拭得锃亮的老式 135 莱
卡照相机显得格外凝重和引人注目，它是
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是八路军总部秘
书长、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李克
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至爱宝物，它的
背后有着一个个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

这部老式的德国进口相机，作为记录
历史瞬间的特殊工具，曾随李克农走南闯
北，从上海到南京，从延安到西安、到武
汉、到桂林，经重庆回延安等，经历了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为许多重大事件、革命同志和党的领导人
拍摄过大量照片，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
历史镜头。特别是在特殊的战争年代，这部
相机还为我党的隐蔽战线事业作出过特殊
的贡献，收集并提供了许多重要、有价值的
情报信息。李克农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
领导人，中共情报机构的创始人之一，曾与
胡底、钱壮飞被誉为“龙潭三杰”，为中国红
色政权建设立下了杰出的功勋。

记者在《桂林抗战文化城奇闻异事》
中找到了关于李克农和这台相机的故事：
当年，善于搜集情报的李克农为了随时掌
握情况，搜集证据，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
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有力证据，维护国共
合作，有随身携带照相机拍摄的习惯。在
“皖南事变”前夜， 1940 年 11 月国民
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向我党我
军发电进行挑衅时，桂系迫于蒋介石中央
政权的压力和政治、经济上的诱惑，彻底
地与国民党中央政权同流合污，桂林的政
治气氛骤然紧张。一时间，大街小巷的国
民党特务多了起来，许多进步文化活动和
抗日民主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这时，八
路军办事处周围的环境也越来越让人觉得
奇怪，问路的、要饭的、吆喝叫卖的、拉
车的……各式各样神情古怪的人不断增
多。尽管他们装得若无其事，然而依旧无
法掩饰住内心的诡秘。这些奇怪的现象其
实早已被办事处人员察觉，李克农更是机
警地用相机一一记录在案，以随时应对反

动派的滋事挑衅。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两年多的

时间里，这种特务蓄意破坏、盯梢的事情
每天都有发生。但每次都逃不过李克农的
火眼金睛，办事处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情
报工作也因此一次次化险为夷。现在纪念
馆里陈列的许多办事处人员当年的照片，
就是用这部相机拍摄的。后来李克农到延
安，还用这部相机为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及
其家人拍摄过照片。可以说，它为记录中
国革命的艰苦历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
这部相机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令人痛心的是，1941 年 1 月 7 日，国
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政治形势
急剧恶化。1 月 20 日，桂林“八办”被迫撤
销，工作人员撤离桂林，后顺利抵达延安。

桂林“八办”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
出色地履行了使命，成为西南大后方抗日
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它为后来桂林地区
抗日进步势力的继续发展，以及抗日文化
救亡运动在桂林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
和力量。

1944 年，桂林沦陷，“万祥醩坊”
毁于战火。新中国成立后，桂林“八办”
才依原样恢复。

红色旅游热让“八办”焕发新

的魅力

1977 年成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
念馆， 1996 年“八办”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 年，“八
办”被确定为国家首批免费对外开放的博
物馆、纪念馆之一。自中办、国办印发
《 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纲要》以来，“八办”大力开展红色旅游
宣传工作，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

文物、图片、史料的征集和研究，改造提
升陈列展览，提高讲解服务水平。

十多年来，国家投资 4377 万元，地方
投资 1614 万元，建设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旧址红色旅游景区，使纪念馆在硬件设
施、参观环境、展览档次、服务水准等方面
都有了很大提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游
团体和游客到纪念馆参观。据不完全统
计，十年来参观纪念馆人数达到 306 . 5 万
人次。

据时建红馆长介绍，如今，桂林
“八办”旧址不但保存完好，新建陈列
馆 3820 平方米，集展览、研究、文物保
管为一体，馆内陈列的“抗日烽火映桂林”
展览，展示历史照片逾 1300 张、文物实物
200 余件。还通过仿真场景、电子沙盘、电
子地图、多维动画等高科技手段，多层
次、多视角地展示桂林军民的英勇抗战
史，回顾桂林文化城这一独特现象，再
现抗战时期的壮丽史诗场景。

初冬的寒风抵挡不住市民的参观热
情。家住临桂的张先生，读初中时多次
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八办”，了解抗
战历史。如今，他的儿子张跃然已经 8
岁了，他第一次带儿子到这里，“希望
儿子也能铭记这段难忘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
‘八办’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时建
红打趣说，馆里每年吸引 40 余万人次的
参观。为了让观众直接参与，亲身感
受，新陈列馆还增设模拟电台发报，寻
访文化名人在桂林住处，桂林保卫战的
防线、据点、指挥所等战略城防沙盘演
练，向英雄烈士墙敬献电子杜鹃花、映
山红等，调动观众的热情与兴趣。另一
方面，纪念馆每年还送展上门，深入各
县区、学校、社区作巡回展，让更多人
熟知那段历史，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桂林市区中山北路 14 号，是一幢白色的具有桂北民居建筑风格的两层砖木楼
房，气质笃厚，安静。如果不细看悬挂在大门口的招牌，很难将它与一段激荡的烽
火岁月联系在一起。

就是这座叫做“万祥醩坊”的卖酒铺子，伫立于此已有八十余载，几经沧
桑——— 它见证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见证了桂林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也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革命家抗日救国的身影。它还有一个更受瞩目
的身份———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旧址。

“八办” 199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 年被确定为
国家首批免费对外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之一。

核心阅读

▲参观者在认真阅读图文资料。

▲位于中山北路 14 号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当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发电报的情景。 （记者陈静 翻拍）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抗战烽火下，小楼暗涌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