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大旅社，这栋灰色建筑，静静地立在南昌市繁华的中
山路。岁月悠悠，九十年前那段记忆依旧清晰。

1927年7月下旬，中山路上人来人往，江西大旅社陆续住
进一批批从武汉、九江专程赶来的客人。在热闹的商业中心，
这一切看上去波澜不惊。

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五层楼高的高档旅社，一个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周密计划正在酝酿；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
战斗，即将拉开大幕。

不屈的枪声，划破了黑夜的沉寂
九十年前那个春夏交接的时节，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江

南北风雨如晦。
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到长江流域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汪

精卫相继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四处可见高举的屠
刀，满眼皆是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该何去何从？革命，来
到了一个新的转角处。

独立掌握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这是血泪的教训。把部
队开回广东，在南昌举行暴动！这是历史的选择。

几番商榷，三易其时，驻扎在江西大旅社的前敌委员会在1927
年7月31日中午作出历史决断：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

叛徒的告密，让划破夜空的第一声枪响提前打响。旧藩
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
洲、大校场……各个地方同时开火，南昌城夜空的沉寂被枪炮
声刺破。捷报不停从各处传到江西大旅社。当东方露出晨曦
的时候，枪声逐渐平息。朝霞映照在指挥战斗的年轻将帅们
脸上，那些坚挺的背影被时光凝固，留在了历史的华彩长廊
中，供后人追思。

历史不会忘记这些人、这些事：江西大旅社25号房间内，
周恩来不辞辛劳地筹划和指导起义各项活动，房间的灯光经
常是通宵不灭；朱德战前施妙计，把敌军的几名团长请出去喝
酒打牌，随后将他们扣留，让敌军几支力量群龙无首；获悉“清
共”内情的叶剑英，专程从庐山赶到九江告知敌人阴谋，在甘
棠湖上的小船上，叶挺、贺龙作出拒绝赴庐山开会、率部开赴
南昌的决定。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景、那些话：皎洁的月光，璀璨的星光，
照进静悄悄的营房，战士们轻轻打上绑腿，扎好皮带，每人左
臂上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大家抑制住内心
的亢奋，严守纪律躺下装睡；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在战前动员
时，对着二十军的官兵们说：“我们今天起义了，愿跟着我走
的，我们一起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
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历史不会忘记那份情、那份真：8月1日早晨，南昌沉浸在
胜利的狂欢气氛中，大街小巷都可以见到脖子上系着红领带
的军人。人们团团簇拥，亲切地交谈着，扬眉吐气地奔走着，
大声地欢呼着：“你们也来了”“同志，你们打得好啊”。这一
天，胜利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眉宇间，大家尽情倾诉着隐忍已
久的忧虑、悲愤和不安。因为现在，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天下。

“南昌一把火，红了半边天”。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很快
燃烧至全国，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接踵而至。《中国共产党历
史》这样评价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
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八一枪声威震寰宇，八一功绩耀千古。南昌起义的发动
日，被确定为我军建军纪念日。1949年，中央军委决定：在军
旗、军徽上以“八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

不停地追寻，诉说着精神的传承
2017年 4月 11日，南昌八一广场，高耸的八一南昌起义

纪念塔下，一曲《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罢，一群两鬓染霜的老
人有序站立，向纪念塔敬礼。

这些老人，是部分南昌起义将领、八路军、新四军的后代，
这个团队有一个名字：八一征程寻访团。其中，包括陈毅之子
陈昊苏、李立三之女李英男、陈赓之子陈知庶等人。

英雄的后代，对部队熔炉有着特殊情结，对八一精神有着
深切理解。追寻英雄足迹，共话建军历史，在武警江西省总
队，官兵们与寻访团成员们围成一圈，将那段激情似火的峥嵘
岁月打捞起来、细细品味。

年轻的战士发问：“起义部队胜利后，他们走向了哪里？”
陈知庶应答：“父亲对我说过，起义胜利后部队有 2万多

人，但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没有后勤支援，弹药匮乏，经三河
坝一战锐减至1000多人，最后几经周折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
会师。但就是这支部队，打响了第一枪，创建了人民军队。”

厚重的历史画卷，在老少辈的一问一答间，被徐徐翻开。
精神的传承，犹如清泉，浸润内心深处。

征程万里殷红血，寸寸山河寸寸丹。在南昌起义战斗前
后，听党指挥，紧跟党走，是镌刻在广大指战员心中的坚定信
念。这份信念，至死不渝，润泽后世。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 1927年 8月 5日。南昌起义胜利后，
参战部队陆续离开南昌，蔡廷锴的第十师行至进贤时，存有异
心的蔡廷锴将部队中的中共党员“礼送出境”。其中，就包括
三十团团长范荩和其他军官。随后，三十团官兵被缴械遣散，
范荩被逮捕，险遭杀害，逃回丰城老家。

“困守在家的父亲，心里惦记着组织和战友，无奈联系不
上。随后，他一直在寻找党组织。直到三四年后，他才联系上
中共湖南省工委，就是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他一直保留了
共产党员的身份，身份相当于地下工作者。”2017年6月14日
电话接受记者采访时，范荩之子范任涛兴致很高。已经82岁
的老人，虽然是通过书中和他人口中得知父亲的事迹，但在他

眼中，父亲是一个英雄，他一直以父亲参加了南昌起义为荣。
在南昌，有一所高校，有这么一群学者，他们常年执著于

对南昌起义的钻研、对八一精神的领悟。他们说，南昌起义孕
育和铸就的八一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是我们党、国
家和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八一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当
代人责无旁贷。这些学者，就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
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这支近30人的研究团队，埋首于浩瀚
资料，沉浸于无边书海，为的是内心的精神追寻。

“八一精神如同一曲穿越时空的旋律、一股奔腾不竭的源
泉和一根脉络连贯的红线，既一脉相承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和党早期革命斗争的思想结晶，又与时俱进于井冈山精神、苏
区精神等革命精神之中，并薪火相传于当下，成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中心主任叶桉说。

不断的记忆，融入城市的基因
清晨的南昌市中山路，随着城市的苏醒逐渐热闹起来。间

或有旅行团簇拥着走向一栋银灰色的建筑。大门一侧，陈毅题
写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几个大字赫然入目。

如今，对于来到南昌的外地游客而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是不可不去的红色景点。南昌城何以被称为“英雄城”？从
这座有着丰富典藏的纪念馆中，人们可以找到答案。

从八一起义纪念馆出发，沿着中山路向东走，就到了八一
大道。站在两条路的交界处，便可看到闻名遐迩的八一广
场。八一广场的南面，高45.5米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雄伟
挺拔。纪念塔的正北面，是叶剑英题写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
塔”九个鎏金大字。

遍地可寻、可闻、可见的“八一”二字，是南昌独有的城市
记忆，昭示着南昌人民与生俱来的“八一”情结。在这个城市，
许多大桥、街道、公园、学校、商场，皆以“八一”命名，这是永恒
的色彩，更是不朽的荣耀。

如果你愿意更多探寻这座城市的独有印迹，你可以静静
观察位于子固路上的贺龙指挥部，三楼窗口清晰可见的弹痕，
似乎在无声地解说那场战争的激烈场景；你可以徜徉于东湖
之畔的南昌二中校园，畅想在里面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工”
字楼内，叶挺传达党的起义决定、部署战斗任务的勃发雄姿；
你也可以走进八一大道上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旧址，在脑
中勾勒出身穿粗布军装、脚裹粗布绑腿的朱德对学员进行教
育改造、秘密发展共产党员的传神画像。

革命洪流汇豫章，石破天惊第一枪。这些浓烈的历史记
忆，已经深深地融入南昌这块红土地，成为这个城市的基因。

这座起义旧址密布的城市，充溢着向历史致敬的热情。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人民军队的拥戴、对国防教育的炽热、
对铁血军魂的追忆，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表达。

在这座城市，有着全省数量最多的军兵种和驻军指战
员。为此，南昌拨付专款 1700余万元，用于支持部队营区建
设，优先为驻昌部队在城区解决建设用地，让利超亿元；投资
1300 万元重建南昌军供站，官兵接待设施达一流水平。目
前，全市有 1700余个村（居）委会拥军优属服务站，双拥工作
登记注册志愿者近千名，常年参与活动的人员有近万人。

看，那是数千名地方干部群众走进南昌陆军学院参与“军
校开放日”活动的踊跃身影。大家参观武器装备、观看军事影
片、观摩官兵训练，加强了对部队的直观了解。自 2012年以
来，每年的“军校开放日”活动人气爆棚，中小学生通过参观、
交流、体验等形式，学到了军事知识，增强了国防意识。

听，那是从湾里区岭秀湖广场飘扬过来的嘹亮军歌。4
月28日，湾里区民间文艺团队在这里为观众们献上了一首首
家喻户晓的优秀军歌作品；同一天，东湖区文化馆也举办了

“教您唱军歌”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参加。当前，“军歌
唱响英雄城”群众歌咏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大家都说，唱响穿
越时空的嘹亮军歌，就是集体重温红色历史，就是在向英雄城
的光荣历史致敬。

不息的奋斗，昭示赤诚的初心
历经金戈铁马的历史硝烟，走进繁花似锦的时代春天，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立的新中国，处处国泰民安，满眼春
华秋实。

跨越一个半甲子，南昌的变化一览无遗：昔日不到 20
万人口、五层大旅社就是最高建筑的南昌，已成为拥有 530
万人口的大都市。恢弘璀璨的夜景、鳞次栉比的高楼、穿
城而过的地铁……无一不彰显着这座都市的繁华与活
力。与当年起义军作战时的城区范围相比，如今的南昌版
图大了不止一点点。

让我们亲身见证并为之欣慰的是，在变化的城市里，不变
的是情怀，不忘的是初心。驻赣部队在和平年代演绎的军民
鱼水情，早已刻进人们的脑海，历久弥新。

我们记得，当自然灾害侵袭肆虐的时候，是子弟兵冲在前
面，保卫着祖国的安宁——

在2008年初抗击冰冻灾害中，在赣粤高速张家铁路桥路
段，来自省武警一支队的 400 余名官兵为保畅通奋力作战。
这支曾在 1998年抗洪抢险一线奋战 100天、荣立集体一等功
的英雄团队，以抗洪精神激励官兵，把“一等功支队”的旗帜插
在部队破冰队伍的最前方，官兵们喊出了“困难面前有我们、
我们面前没困难”的口号。在连续的除冰战斗中，党员们主动
请缨，现场成立“党员突击队”，叫响了“人在桥通”的口号。许
多过往的司机鸣笛或开窗挥手，纷纷向为保障道路畅通的“橄
榄绿”致敬。

我们记得，当人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又是子弟兵冲在
前面，守护着群众的安全——

2015年 7月的一天，一辆大巴车在井冈山市八面山路段
坠落悬崖，车上的 39名乘客生死未卜。危难时刻，井冈山消
防大队官兵紧急出动，克服地势陡峭、施救危险等困难，来回
穿梭在车辆坠崖山间，打通了一条救援的生命通道。救援班
骨干樊志强在身患重感冒、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最
前线，当他救出最后一名被困者时，因严重脱水昏倒在地。救
援班班长郑鹏在70米的悬崖上下穿梭十余趟，患有腰椎间盘
突出症的他没有叫一声苦喊一声累。最终，被困的39名乘客
被成功救出。

我们记得，当贫困群众奋力摆脱贫困的时候，还是子弟兵
冲在前面，保障着百姓的安康——

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中，驻昌部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
百姓做实事。空军某师与帮扶的蒋巷镇三洞村共同向南昌县
申报了6个帮扶项目723万元资金，帮助村里安装起700盏太
阳能灯；省消防总队投入资金 213.6万元、协调资金 412.6万
元，用于13个项目建设，其中疏通水渠20余公里，硬化村组公
路 30 余公里；武警水电二总队出动兵力 2800 余人次、车辆
600余台次，支援受灾耕地复耕、水库加固、危旧房改造等建
设项目9项，创造了有利于长期稳定脱贫的条件。

“接过红军的枪，就要筑牢红军的魂。”官兵们说，作为驻
守在红土地上的子弟兵，忘记历史、忘记老区、忘记老区人民，
就意味着背叛。

这，就是精神的传承；这，就是初心的彰显。在官兵们坚
定的话语和不懈的奋斗中，我们读懂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
看天下谁能敌”的豪迈与荣光！

贺龙：我完全听从党的命令
本报记者 张武明 卞 晔

重温南昌起义的激情岁月，我们不禁发现，时任起义部队
总指挥的贺龙当时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什么一个党外人
士能在中国共产党的这次重大行动中，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在全国掀起反共
逆流。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20军军长的贺龙手上掌握着近
万人的队伍，是各方势力竞相拉拢的对象。早年受到共产党
员周逸群的影响，贺龙一直盼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革命
进入低潮的时刻，贺龙毅然率部参加党领导的南昌起义。

1927年 7月 28日，周恩来抵达南昌的第二天，就来到位
于子固路的贺龙指挥部，将起义的计划悉数告知贺龙，讲完后
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
斩钉截铁地说：“我完全听从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
么干。”周恩来当即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代总
指挥。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7月 31日下午，在第 20军指挥部军官会议上，贺龙站起
身，双手撑着桌子大声说，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只有跟着
共产党，中国革命才有希望，我已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愿意
的可以留下继续一起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话音刚落地，
一师师长就应和跟着军长干，其他人纷纷紧跟。就这样，还不
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在8月1日，以起义军总指挥的身份坚决
下达了南昌起义的命令。

如今，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展厅内陈列着一份早已泛
黄的党员登记表，它的登记对象就是贺龙。登记表上清楚写
明了贺龙的入党时间——1927 年，介绍人为周逸群、谭平
山。1959年，贺龙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曾深情回
忆道：“有人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那是假的，但十几次总是有
的。”贺龙对革命的矢志不渝，终于在起义后不久得到了党组
织的接纳。1927年9月，起义部队行至瑞金时，在瑞金的绵江
中学，贺龙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贺龙的入党宣誓仪
式上说：“贺龙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是个好
同志！”至此，贺龙也完成了由一个旧式军人向共产主义战士
的蜕变，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专家点评 肖燕燕（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科科
长）：在贺龙身上，一句“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充分体现
了他听党指挥的坚决态度。周恩来是党中央派赴前敌委员会
的书记，在前敌委员会代表了党中央，面对周恩来，贺龙作为
一个手握兵权的将领能说出这样讲政治的话，的确不容易。
这同时也说明，贺龙当时尽管名义上还不是党员，但他已经将
自己视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入党问题上，贺龙深知自己是军
阀出身，需要考验，但不论有多少困难摆在面前，他加入共产
党的初心一直没变，他入党便是在起义军南下受挫的背景下
进行的，这更加体现出贺龙一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毛毯的自述
本报记者 张武明 卞 晔

我是一条破旧的毛毯。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展厅
里，有一条和我一模一样的毯子，也许我们兄弟俩并不起眼，

但我们却出身名门，在关键时刻给了我家主人温暖，更是跟随
主人亲眼见证了那段枪林弹雨的岁月。

说起与我主人的缘分，那是九十年前的七月，一天，主人
携带我从武汉赶到南昌。一路疾行一路颠簸，刚到南昌，主人
就投入到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一刻不得闲。白日里，经常有身
着军装的人来找他商议事情，晚上，主人便在卧室踱着方步，
蹙眉思考，那几日常常伏案工作到深夜。看得出来，主人正在
准备一件大事。也是从那时起，我每晚陪伴着他。

但7月31日的夜晚，主人迟迟未归，我正迟疑，凌晨的几
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的宁静，紧接着，激烈的枪声此起彼伏。
我知道，主人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一刻，这就是当
年的八一南昌起义。

起义胜利后，我随主人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由于一路
心力交瘁，原本就消瘦的主人病倒了，而且患上了严重的疟
疾。那几日，他白天高烧达40℃，晚上却冷得瑟瑟发抖，又无
更多御寒之物，我紧紧裹住主人，尽我所能给他带来温暖。尽
管如此，主人依旧坚持工作，在广东普宁的流沙镇，主人还抱
病主持召开了流沙会议，总结了起义军失利的原因和教训，决
定领导干部离开部队，由出海口分赴上海和香港，分散到各省
去领导斗争。

但主人并没能快速好转，依旧时常处于昏迷状态，谈何出
海。好在有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的帮助，一路辗转，主人最终被
安排住在陆丰县南塘区兰湖村郑阿仲的家中养病。兰湖村位
置偏僻，山林茂密，是隐藏的理想地方。住的那几日里，郑母经
常煮绿豆汤给主人退烧，在他们一家的悉心照料下，主人病情
终于好转。临别时，主人十分感激郑家，见郑家一贫如洗，尤其
是郑母，还在用麻包袋做被子，眼看深秋将至，主人就将我作为
礼物赠送给了郑母，以表谢意，并鼓励郑阿仲努力做好革命工
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常常念叨，这可是周总理的毛毯啊。
1957年，郑家将我捐献给了陆丰县革命纪念馆，而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不久后也将我复制过来陈列展出。如今，主人将我赠
送的往事，也随着我们兄弟俩的展出成为一段佳话。

陈毅百折不挠追部队
本报记者 张武明 卞 晔

1958年 9月 1日上午，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迎来了一位
客人，工作人员只听说这是一位首长，却不知道是谁。直到
工作人员看到他题词的落款时，才发现眼前这位平易近人
的首长就是陈毅元帅。“这是我第三次来南昌，南昌起义我
只参加了最后一半，但那一次还蛮紧张，蛮有意思的哩。”陈
毅口中这次既紧张又有意思的经历，说的就是他百折不挠
追部队的故事。

和其他几位参加南昌起义的元帅情况有所不同，陈毅没
来得及参加起义，却因赶上了南昌起义的部队，开启了他辉煌
的军旅生涯。

1927年8月3日，起义军开始分批撤离南昌，经赣东抚州
一带南下。8月2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分乘
几十艘轮船从湖北向九江进发，名义上是“东征讨蒋”，实则是
准备投奔起义部队，而陈毅以特务连准尉文书的身份坐在其
中一条船上。4日上午，队伍抵达九江。但九江码头已武装
戒严，不准船队靠岸，岸上正喊出“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分家
了”的命令。眼见联络人早已离开九江，陈毅等人只好缴械，
上岸见机行事。由于共产党员的身份已被对方知晓，陈毅与
肖劲脱离部队，连夜直奔南昌寻找起义军。

一路上，敌人层层盘查，家家户户闭门，旅店也不敢收留
士兵，陈毅等人找小路往南昌方向走，一口气走了 100多里，
才在一个小镇找到一条船，经鄱阳湖到了南昌。而此时的南
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满街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兵，叫嚣着
逮捕共产党。陈毅等人处境危险，不敢投店，又连夜出城追赶
部队。似有天助，城外的渡口上，一个曾参加学联后回乡隐蔽
的学生正在看守渡船，他很同情陈毅等人的处境，于是把船划
至江心，让陈毅等人在船上安心睡了一觉。次日，船夫又划船
将他们送到离临川不远的李家渡。“南昌人民真好啊，从平凡
小事上可以看出人民对革命的真情。”回忆起这段经历，陈毅
感慨道。

8月8日，在主力部队达到抚州的第二天傍晚，陈毅、肖劲
二人终于在抚州渡口赶上了队伍，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
派陈毅到 25师 73团当团指导员，陈毅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任
务，周恩来却有些过意不去：“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
小呀。”陈毅大笑：“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专家点评 叶 桉（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
主任）：陈毅追部队的过程不仅艰辛，而且危险系数很高，因为
就几个人，而且陈毅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已经暴露，所以安稳
睡一觉都是一种奢望。陈毅一开始先是追到九江，发现已经
没有联系人了，再继续追到南昌，发现还是晚了一步。但陈毅
没有气馁，接着追，可以说是赴汤蹈火都要追到部队，在陈毅
身上体现了百折不挠、信念坚定的精神。其次，周恩来安排团
指导员的职务给他，陈毅这样的帅才非但不嫌小，而且很乐
意，也体现了陈毅听党指挥、不讲条件的品质。

听博物馆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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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枪响，打出跟党走的决心
本报记者 张武明 卞 晔

八一英豪

驻赣部队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开展常态化参观学习。(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提供）

周恩来起义期间一直携带的毛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提供）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江西大旅社门前，
与起义军和民众一起欢呼胜利的场景。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提供）

革命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