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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赣州于都，艳阳高照。我随采访组
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零起点、当年红一军团军团部
旧址——于都县段屋乡围上村铜锣湾，追寻红一
军团长征出发前的英雄步履。

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军团。“之所以
说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零起点，是因为两万五
千里是以红一军团行军日志标注的距离来计算
的，这里恰恰就是红一军团的集结出发地。”于都
县委党史办主任曾懿华向我们介绍。

在当地的刘氏宗祠、红一军团排以上干部会
议旧址，红军烈士刘井长的侄子刘志俊老人精神
矍铄，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红军出发前夕在村中筹
粮的故事。

1934 年 10 月 7 日，红一军团接到命令，从兴
国、石城撤离战场，向于都宽田、段屋地域集结，
补充兵员和物资，准备长征。在段屋乡为期一周
的休整期间，红一军团严格执行军纪，帮助群众
生产生活。而当地的乡亲们又是如何待红军呢？

“当时包括我伯父在内，红军战士主动帮群
众挑水、割草、喂牛、挖井，军民关系很好，铜锣湾
百姓也是倾其所有支援红军，红军筹集粮食，仅
铜锣湾一天就筹到了两万斤。”刘志俊说。

令人称奇的事情并不止于此。红军战士打
仗奔波苦，常吃不饱饭。“但没有一个战士伸手拿
粮食，红军的纪律就有这么好！”刘志俊说，直到
那时，不少战士才意识到部队将要远征。

离围上村铜锣湾不远的寒信村，当年同样上
演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

在寒信村见到村民肖南斗时，他正坐在祠堂
门口用传统工艺制作草鞋。85年前，作为村中打
草鞋的鞋匠，肖南斗的爷爷在得知红军需要支援
后，不仅为红军日夜赶制草鞋，还将存放在家中
的 200 多双草鞋全部取出，免费献给了红军战士
们。上百名红一军团的年轻战士，就是穿着他打
的草鞋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在于都采访，
最不缺的便是军民一家亲的故事。我想，正是有着
铁的纪律，红军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也正是因为
紧紧依靠群众，心怀救国救民，这支充满信仰的年
轻军队才能一往无前，排除万难走向胜利。

一日筹粮两万斤
本报记者 卞 晔

1934年，中央红军8.6万余人浩浩荡荡，从
于都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程。那段光荣岁月，
于都人民送儿郎、送夫君、送父兄参加红军，展
现了血染革命的风采，于都篇章，让江西红色故
事愈加鲜艳。

江水滔滔，纪念碑巍巍。6 月 11 日，来自
全国30多家媒体的记者、编辑齐聚于都，致敬
这片血染红土地的昔日荣光，书写新时代革命
老区的美丽蜕变。我十分荣幸成为其中的一
员，能够近距离探寻于都。那些曾经停留在历
史书上的记忆，开始变为一幕幕具象的真实场
景——

“红军渡河时，于都河上没有一座桥，乡亲
们拆门板、搬木材，在两岸连夜搭起了一座座浮
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于都县城西门渡
口的小亭内，红军后代谢坚、李观福的讲述，将
大家的思绪引向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我们
车溪乡是个偏僻的小山乡，但当时参加红军和
成为苏区干部的达873人，在战斗中牺牲的烈
士有618人，失散红军153人，到达延安的长征
老红军有13人。”在车溪乡坳背村，记者们一次
次把老红军之子郭湖北拉到幽静处，向他询问
当时的战斗场景；在车溪乡坝脑村，大家与烈士
遗孀段桂秀拉家常，87 年了，她一直在等待牺
牲的丈夫，一句句“我等他回来”，让许多人眼角
涌出泪花……

满满一天的采访，县城、乡村两地跑，同行
的数十位记者，热情始终高涨：“不知为何，这种
感觉很熟悉、很亲切，就像有一种精神的洗礼。”

其实，不少人是第一次来于都，但大家对这
片土地却有心灵的默契，就像对待故土那样，无
比想去了解，也无比依恋。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
灭。”从战争年代转向和平时光，世事变迁，但生
命和鲜血铸就的长征精神，早已内化为华夏儿
女的精神气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长征精神有着历史的脉络，也有现实的底
色，那排除万难的奋斗，那誓死守护的执着，那
坚定不移的信念，在85年前激励着万千青年抛
头颅、洒热血。今天，人们传承长征精神，依然
与奋斗相依，与信念相连。在车溪乡五丰村脐
橙基地、车胜村集中式光伏发电站……这片希
望的田野上，长征精神依然在闪光。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致敬这片光荣的土
地。红色血脉成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在那
写满荣光的地方，理想信念会照亮迷茫，无所畏
惧、勇往直前。▲陈发姑，被网民誉为“共和国第

一军嫂”。她的故事感染了现场每一
位记者。她的坚守，不仅是一份对爱
情的坚贞守望，更是一份对革命的坚
定信仰。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致敬这片光荣的土地
本报记者 万芸芸

记者手记一句承诺，我等你一生
本报记者 钟端浪 万芸芸

6月11日，多云。
瑞金市云石山乡回龙村高毛塘

小组的钟家祠堂门口，张贴着一副对
联——“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为
复兴”。在村口的古樟下，回龙村党支
部书记李桂林告诉记者：“回龙村虽然
地处偏僻，但是留下姓名的烈士却有
195 名，是全乡最多的，在瑞金市也是
少见的。”

开国将军钟发生就是回龙村人。
当年，他担心父母不同意他去参军，便
以上山砍柴为借口，独自跑去加入红军
队伍。“走过长征的人，做事情有原则，绝
对不会因公徇私！”钟发生的侄孙钟久
春告诉记者，他2002年在部队参加军校
考试，以两分之差落榜，本以为钟发生
会为自己“争取”一下，却被拒绝了。钟

发生对家人严得很，对村里的事情却异
常大方。1953年，得知村里缺少储存粮
食的仓库，他便自掏腰包为村里建起了
粮仓。

硝烟散尽 80 多年，如今的回龙村
民，依旧没有忘记那段红色的历史，他
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红色的基因。李桂
林告诉记者，村民参军的热情始终高涨
如初，全村现役官兵有 20 多人。“因为
共产党带领的部队，是我们老百姓自己
的部队，大家都希望接过先辈的旗帜，
接过先辈的枪。”

和钟发生将军一样，梅坑村的梁达
三将军也是心系百姓。他 1950 年、
1953 年两次回乡，都租住在邻居家。
为解决家乡十年九旱问题，他从工资中
汇了50元钱，用于村里建设水库。

在梅坑村村口，68 岁的梁长生和
63岁的梁久林拿着锯子、篾刀，正忙碌
着做一副担架。对他们来说，担架是一
种追忆，一种传承。85年前，红军准备
长征时，梅坑村排脑小组 15 名群众砍
尽了后山上所有能用的竹子，忙碌五天
五夜做了 136 副担架。当他们用满是
血泡的双手把这些担架送到驻扎在梅
坑的红军医院时，欣慰地笑了。钟期光
将军当时就是坐着其中的一副担架开
始长征的。

梅坑村妇联主席黄燕萍告诉记者，
她时常听家里的老人们讲起那 136 副
担架的故事。当时，在这 15 名赶制担
架的群众中，有一位村民叫梁学云，不
仅为红军送去了担架，还把自己“送”进
了红军队伍，成为当地美谈。

军民鱼水情 一心跟党走
本报记者 钟海华 李耀文

十八杆红缨枪
本报记者 邹海斌 梁 健

6月11日，多云。
夏日的瑞金，满目青翠，空气中有些湿热。

记者踏上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了“长征第一山”
云石山不远处的超田村岽下组。

记者走进欧氏宗祠，只见正中央陈列着两
排兵器，数了数，足足有十八杆红缨枪。因年岁
已久，红缨枪锈迹斑斑。红军后代欧阳斌拿起
一杆红缨枪，捋着红缨，思绪万千，向记者讲述
了一段十八杆红缨枪的革命故事。

1929年初夏，岽下组村民欧阳克淇带着20
余个青壮年到福建泉州贩盐，途经瑞金与长汀
交界的九里岭时，遭遇山匪抢劫。危急关头，两
名红军骑兵救了他们。离别时，红军排长程昂
华从腰间拔出两把扎着红缨的铁家伙，递给欧
阳克淇：“这两把没来得及上把的红缨梭镖，送
给你们路上防身吧。”

兵荒马乱，如何维持营生？欧阳克淇想起
程排长送的两把红缨梭镖，就想成立一支红缨
枪队。说干就干。他们请铁匠打了十六把梭
镖，加上程排长送的两把，正好是十八把，配上
坚硬的木棍，系上红绸带，红缨枪队成立了。

1930 年初，欧阳克淇带着村民到兴国贩
货，遭敌军抢劫和关押。逃脱后又遇红军与敌
军作战，见到了曾救过他们的红军战士罗一
民。此时，程昂华排长已升任营长，罗一民也当
上了排长。他们来到东韶红军营地，看到很多
穷苦兄弟报名参加红军，通过交谈和接触，更深
刻地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
队伍。

“我们也想当红军，你们接收吗？”欧阳克淇
一行 18 人找到程昂华营长，得到允许后，被编
入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

红军长征时，岽下红缨枪队的勇士们分别
从瑞金、长汀、兴国踏上了漫漫征途。欧阳斌告
诉记者，欧阳可春因长征前夕在长汀松毛岭战
役中右脚中弹，长征出发后无法跟队被抬回家
医治，从而幸存；欧阳可森随军长征到达陕北。
除他们两人以外，其余 16 人全部血洒湘江
之滨。

云石山乡党委书记刘应金告诉记者，过去，
云石山人积极投身革命，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
就有 1338 人。如今，岽下的村庄整洁了，家家
都过上了好日子。岽下人把十八杆红缨枪摆进
祠堂，教育子孙后代不能忘记红军，不能忘了是
共产党带来的幸福生活。

6月11日，多云。赣州，瑞金。
吃过午饭，我们从瑞金市区出发，前往云石山乡。
这里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最后

驻扎地。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北面
门户洞开，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进入尾声。7月，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西转移，迁入今云石山乡
丰垅村等地。

1934年10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离开云石
山乡，从此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现年81岁的丰垅村村民梁崇柱记得，祖父对
他谈起当时的场景：“红军在山坡上开了三天大
会。会议一结束，队伍就向西开拔了。”

梁崇柱的伯父梁在波，也在这支西行的队伍
里。临行前，梁在波对家人说：“我要去打土豪分
田地，为我们穷苦人争光！”

“为穷苦人争光！”这是劳动群众最质朴的情
感流露。当年，党在云石山乡办起了农会，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驻扎在村里的原中央
机关的同志，趁着农忙时下地帮助农民莳田、割
禾，让这些世代以耕田为生、受尽欺辱的贫苦农
民，第一次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尊敬。大家踊跃
参军，投身于革命事业中去。

村民梁在桂家珍藏着一个绿铁皮箱，这是时
任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陈潭秋赠送的，以报答
在此居住时梁家人对他无微不至的关照。现在，梁
在桂将伯父梁士何的革命烈士证书保存在这只箱
子里，一家人用心守护着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村干部告诉我们，当年仅有 500 余人的丰垅
村，就有 75 人参加了红军。梁在桂记得，父亲梁
士海生前常常念叨，村里谁家有个儿子当红军去
了，谁家有个兄弟走上了长征路。

他们都没有回来。
整个云石山乡，烈士达1338位。这是1338条

生命，更是1338份一致的信仰。他们最终凝结成
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赣南老屋青色的飞檐
在夕阳的照耀下，与翠绿的稻田、深黛的山峦、绚烂
的远空融为一体，绘出一幅江南田园最美的图画。

村口的空地上，丰垅小学的孩子们，正在排演
“红军精神代代传”的舞蹈。老屋的墙壁上，处处可
见“欢迎参军”“红军报名处”等当年的场景复原。

红军，从未离开。

红军，从未离开
本报记者 李 歆

6月11日，晴。
有一种情深似鱼水，有一种纪律叫

严明。
我们来到于都县银坑镇，沿着当年

红军长征的足迹采访，所见所闻，不禁
让人感慨万千：红军和于都人民是融为
一体的，浓厚的军民鱼水情，筑成无坚
不摧的铜墙铁壁。

眼前的一座石山，地处银坑镇年丰
村，像一根竹篙一样巍然耸立。山体内
部别有洞天，洞洞相连。这里就是竹篙
寨中央后方保管处旧址（以下简称竹篙
寨），是中央苏区时期重要军械、战备物
资的中转站。红军长征前，棉被、大米、
盐巴等各种物资从这里输送出去。

当年红军独立团二连驻扎在竹
篙寨，守卫着各种物资。当地群众

说，长辈们对红军很有感情，宁愿勒
紧裤带，也要将各种物资捐献给红
军，和红军一条心。红军也尽心尽力
帮助百姓。

竹篙寨战火只燃烧了一天。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党支部书记管冬
梅说，1931 年 6 月的一天，从宁都败退
下来的国民党一团兵力，进犯竹篙寨中
央后方保管处，守卫这里的独立团二连
战士和群众一道凭借竹篙寨的天然屏
障，英勇顽强地打退敌人的进攻，胜利
保卫了中央后方保管处。

纪律严明是红军走向胜利的法
宝。在年丰村采访，革命烈士谢应辉的
儿子谢运太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
事：父亲在世时告诉他，朱德曾经路过
于都银坑，想来竹篙寨看看。当时守卫

竹篙寨的赤卫队员谢世宗不认识朱德，
便向朱德要路条。朱德因来得匆忙没
有带路条，便说，小鬼，你不认识我？谢
世宗回应道，不管你是谁，没有路条就
是不让进。朱德只好与驻扎在此的红
军干部联系才得以进入。朱德对此不
但没有生气，还夸谢世宗纪律严明，拦
得好！

银坑镇文化站文化干事林秦虎说，
当红军离开于都踏上长征路时，竹篙寨
的物资全部作了转移。竹篙寨至此完
成了历史使命。

阳光下，我们仰望竹篙寨，感受竹
篙寨的挺拔、坚韧与顽强。离开时，已
近黄昏，竹篙寨周边村庄的大妈们正踏
歌起舞，尽情享受着美好时光。

走进竹篙寨
本报记者 杜金存 王景萍

◀于都县段屋乡围上村，红军后代
向记者讲述当年红军在围上村的故事。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六月的于都河畔，万木葱茏。中央红军
第三军团和第五军团部分队伍长征渡口旧
址——于都县城西门渡口，是我们小组的首
个采访目的地。河畔小亭内，李连兴烈士的
儿子李观福、孙子李运华向我们讲起了一个
凄美的长征故事——

1934 年，李连兴不到 30 岁，儿子李观福
不到5岁。红军长征，李连兴与妻子丁招娣商
量一番，决定参军。他把唯一的儿子托付给
妻子：“观福还小，要好好照顾他，要不了几
年，我们就会回来。”丁招娣不忍地点点头。

其实，丁招娣并不是李观福的生母，他

是前妻留下的独子。丁招娣坚守对丈夫许下
的诺言，一心一意照顾小观福，上山砍柴、下田
种地，既当爹，又当妈。看着丁招娣的困苦，许
多亲人、邻居劝她改嫁，但她坚信丈夫一定会
回来，她要等到那一天。在漫漫等待中，丁招
娣将小观福教育成才、又养育了8个孙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953 年，当地政
府将一张烈士证明书送到丁招娣手中，那时
她才知道丈夫从于都出发后不久，在福建的
一场战斗中牺牲……

丁招娣的等待故事，不是个案。在当天
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遇到了另一位等待了

87年的红军遗孀段桂秀。
段桂秀出生后，父母将她送给车溪乡王

家抱养，段桂秀后来嫁给长她 10 岁的王金
长。1932 年，王金长要参加红军，段桂秀依
依不舍。参军那天，她送王金长到车头圩的
一棵大樟树下，还特意为他买了一双鞋当作
送行礼物。王金长脱下身上穿的一件旧衣，
叠好后郑重赠给她，并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
钱塞到她手中：“我最多离开三五年，你一定
要等我回来。”

同样的一句承诺，段桂秀等了一个十年
又一个十年。1953年，一张烈士证明书送到

她的手上。然而，她始终不相信丈夫会食
言，坚信他一定会活着回来。

今年 5月 14日，于都县车溪乡民政所所
长郭湖北带段桂秀去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
念馆。那天，她左顾右盼，摸着草鞋墙上的
红五星久久不放手，丈夫的军帽上也有一颗
这样的红星。翌日下午，段桂秀在烈士陵园
找到了丈夫的名字，在摸到王金长名字的那
一刻，她终于失声痛哭……

长征，“人类永恒的红飘带”。而在那红
飘带的背后，似乎总有一双期待的眼神，穿
越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