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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云石山被誉为“长征第一山”，红军在这里留
下许多革命故事。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6月12日，于都县铁山垅镇中华钨矿公司，
工人正向记者展示当年红军是如何生产钨砂的。

据悉，在1931年至1934年 10月近4年时间
里，红军在该矿厂生产钨砂7550吨，收入435万块
银元，成为红色政权的主要经济来源。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不能忘，不曾忘
邹海斌

“您能给我们唱《十送红军》吗？”6 月 12
日，我们在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采访，一
名媒体同行想请 61 岁的杨衍序唱一段红军
歌曲。

“不唱了，这歌太悲伤了！”杨衍序眼睛瞬
间泛红，泪流不止。这一幕，我们始料未及。
一首《十送红军》，为何让杨衍序如此伤情？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了解到杨衍序的爷
爷有五兄弟，4 人去当了红军，其中 2 人牺牲
了，而他的爷爷就在长征中牺牲了。奶奶等了
50多年，直到去世仍在牵挂着丈夫，盼望着丈
夫回家。

80多年过去了，这个红军烈士家庭仍然难
以忘记那份离愁。每当提起送别，杨衍序总有
千般的心绪。不能忘，也忘不了。经历血与火
的洗礼，苏区百姓忘不了那段峥嵘岁月，也不
曾忘记他们心中那片永远的红。

再走长征路，我们踏上瑞金这片浸染着无
数革命先烈鲜血的红土地，每一个红军村，每
一个烈士家庭，每一个烈士后代，都在讲述着
红色故事。

从“八子参军”“七子参军”“五子参军”到
“十八杆红缨枪”“十七棵松”……在数以万计
的红军烈士名录里，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悲壮故
事。他们是父子、兄弟、叔侄，都在为革命事业
不惜抛洒热血、奉献生命。

从叶坪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到陈发姑的75
双草鞋，再到80多年守护革命旧址，我们看到
了赣南苏区百姓拥护红军、红军深爱百姓的鱼
水情深。这些彰显党和人民生死相依情怀的
故事，感人至深，震撼心灵。

再走长征路，我们用双脚踏寻革命先辈的
足迹，一直在追寻初心，感受无数革命先烈用
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再走长
征路，是我们青年记者的一次心灵洗礼、灵魂
升华。走好我们新闻人的长征，就是要不忘初
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讲好中
国故事，让革命历史照进现实，用革命精神启
迪未来。

在瑞金市叶坪乡洋溪村，85岁的刘有信珍
藏着一盏马灯。80多年前，身怀六甲的母亲黄
检娣提着这盏马灯，送丈夫刘石生等三兄弟踏
上长征路。1998 年，黄检娣在等待丈夫 64 年
后，生命走到尽头，弥留之际交代子孙，点亮马
灯放在床头——当年她送丈夫当红军，今天要
照亮石生回家的路。

“这盏马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照亮了来
时的路，也将永远照亮我们的心路，永远跟党
走。”刘有信说。

来时的路，不能忘，不曾忘！

红军村里故事多
本报记者 梁 健 邹海斌

6月 12日，虽然大雨滂沱，却依然挡不住记
者探访瑞金“红军村”的脚步。

离开“长征第一山”，记者慕名来到沙洲坝
镇大布“红军村”，近距离聆听红军后代讲述红
色故事，追寻红色记忆。

听说有客人来访，91 岁的大布村民杨世桃
心情格外好。当年他积极参加苏区儿童团等，
见证、亲历了下肖区杨荣显八个儿子当红军等
苏区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捐粮捐物的场面。“沙
洲坝红色故事多，流传最广的当属‘八子参军’，
来源于当时下肖区杨荣显老人八个儿子先后参
加红军的真实故事，感人肺腑。”杨世桃老人聊
起红色往事时如数家珍，深情凝重，“其实，瑞金
还流传洁源村‘七子参军’‘一家五兄弟齐革命’
等红色故事，同样令人感动，值得铭记。”

顺着杨世桃老人指引的方向，记者又来到
沙洲坝洁源村史馆探寻“七子参军”的历史印
记。步入馆内，仿佛走进“时光隧道”，一个个老
物件记录了这个红色村庄的巨变。

“那个时候，洁源的天是红的，地是红的，人
心也是红的。”洁源村老支书曾小生激动地介绍
起“洁源之红”，“为了支持革命，洁源人不仅踊
跃报名参军，还甘愿吃红薯渣、挖野菜充饥，慷
慨捐粮捐款。”当时，仅千余人的洁源村就有186
人参加红军和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支红支前人
员400多人，革命烈士达89人。

1934 年，在扩红运动中，洁源荣获一面“扩
红第一村”旗帜，可歌可泣的欧阳氏“七个儿郎
当红军”故事正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村民欧阳
汝明出生后父亲早逝，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要
饭度日，十几岁就在田间劳作，28 岁才结婚。
1928年，当革命的火种点燃瑞金时，欧阳汝明就
想把儿子们送去前线当兵。为此，他做好老母
亲刘氏的思想工作，挨个说服儿子去参加革
命。长征路上，他的七个儿子全部壮烈牺牲。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据洁源村党支部书
记欧阳远征介绍，红军村里红色故事多，新中国
成立以来，村里先后有 100 多人参军，每当有大
事、喜事，都要到村史馆聚聚，唱红歌，回忆往昔
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革命者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于都
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珍藏的一
双绣球草鞋告诉我们，革命者的爱情，
是最美的爱情！

厚实的鞋底，粗大的麻绳，细密的
纹路，与常见草鞋不同的是，这双草鞋
是用黄麻编织而成的，鞋尖上还缀着一
对彩色绣球。看着这双熟悉的草鞋，讲
述着草鞋背后的爱情故事，老红军谢志
坚的女儿谢建华难掩激动之情，不时眼
含泪水，声音哽咽。

上世纪20年代末，红军来到谢志坚
的家乡于都县岭背乡，当时才十四五岁
的谢志坚成了一名“红小鬼”，有一个叫
春秀的美丽姑娘对谢志坚十分佩服，随
着年龄的增长，爱情的种子也慢慢在两
个年轻人心里种下。

1934 年 10 月 15 日，得知心上人要

远征，春秀姑娘用上好黄麻连夜编织了
一双草鞋，赶到于都河边，一把抱住谢
志坚，久久无语，唯有泪两行。虽然万
般不舍，但谢志坚还是安慰春秀姑娘：

“别哭，红军还会回来的，等着我！”春秀
姑娘把这双饱含柔情蜜意的草鞋塞到
谢志坚手中，深情送郎踏征程。

伴随着谢志坚走过两万五千里长
征的草鞋，为什么保存得如此完好呢？
谢建华为我们解开了谜团。原来，长征
路上，这双草鞋谢志坚只穿过两次：一
次是过于都河时；一次是强渡大渡河
时。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谢志坚又把鞋
珍藏起来。

1951 年，谢志坚回乡探亲，才得知
红军长征后，春秀姑娘因与反动派进行
坚决斗争而惨遭杀害。英雄百战归，不
见心上人，七尺男儿谢志坚伏在春秀姑

娘坟头痛哭一场，并在草鞋上缀上两个
彩色绣球，以示永生不忘。

在于都采访期间，我们一次次听
到妻子送郎当红军的感人故事，我们
一次次在心里追问，是什么样的理想
信念，让他们冒着生离死别的危险也
要当红军？在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
馆，李骏烈士的一封红色家书给了我
们答案：“爱妻，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
乡，不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
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革
命不成功，我不回家！”一纸家书，铁血
柔情。

于是，我们明白了，革命者的爱情
第一不可忘忧国，第二不可负卿卿。当
革命者为了实现理想信念把爱情藏于
心底时，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升华，令人
景仰，这，就是最美爱情！

生米充饥
摆渡革命火种

本报记者 万芸芸 钟端浪

6月 12日，于都县罗坳镇石尾渡口，细雨霏
霏、草木茂盛，贡江镇渔民村的李明荣站在小丘
上，望着于都河。他的讲述，揭开了一段尘封的
长征往事——

石尾渡口，两河交汇，水面宽广，周边许多
农户世代打鱼为生，李明荣的父亲李声仁，便是
其中的一名老船工。

85年前的10月16日，年轻的李声仁像往常
一样在河面撒网捕鱼，一同捕鱼的还有其他几
名乡亲。当时，红军战士在侦察水情，他们请李
声仁等人把船靠过来，“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
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李声仁定睛一看，这
群陌生人的军帽上都有一颗红星，听说他们要
渡河打“白狗子”，当即答应他们的请求，组织一
批船送红军渡河。

当晚，夜色茫茫静悄悄，20余艘渔船慢慢靠
岸。李声仁站在领航大船的船尾撑篙，妻子王九
发坐在船头把舵，20多位红军将士纷纷登船。船
载重多、吃水深，加之河面宽600多米，水流湍急，
掌船十分吃力。几趟下来，李声仁已觉力气不
足，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开始在船上架锅烧饭。
不料待米洗净，红军战士叮嘱他：“请不要停，不
要生火，不要点灯，尽快把我们送过去。”想着以
往被欺凌的苦难生活，李声仁停止做饭，随即抓
起几把生米，就着河水，囫囵着吞咽下肚。

整整一宿，这些满载革命火种的渔船，在河
上穿梭来回十多趟，3000 多名红军战士顺利渡
河，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陈云也在其中。
隔夜，李声仁等人又驾船来到鲤鱼渡口，将另外
3000多名红军战士送往对岸。

最终，红军战士按期抵达，十分感谢这群渔
民兄弟的帮助，打好欠条，叮嘱他们去当地苏区
政府领取酬劳。但是，李声仁等人并没有去，他
们第一时间商量好尽快离开此地，躲避起来。大
家迅速收拾好行装，顺河而下，前往泰和、万安等
地谋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回到家乡。

一双草鞋蕴藏最美爱情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林 雍

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17 棵松树在后
山巍然屹立。

“别人都有爸爸，为什么就我没有？”
1939年，5岁的华崇祁哭着问妈妈。

“后山的那棵松树，就是你的爸爸。”妈
妈这样回答他。

长征前夕，华屋村 17 位参加红军的青
年，在后山种下 17 棵松树。他们与家人约
定：离去之后，见松如见人。华崇祁的父亲
华钦材，便是其中的一位。

17位青年没有再回来。在华崇祁80多
年的人生里，已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倚靠着
这些挺拔的青松，怀念生命定格在 26岁、从

未谋面的父亲。后来他知道了，在华屋人的
风俗里，松树是种在墓旁的。17位青年种下
松树的那一刻，内心就已经选择了向死而生。

青松今犹在，不见归来人。
选择向死而生的，还有绵水河畔的船

工们。
6 月 12 日的绵水河，奔腾翻涌，泛起漩

涡。这是长征中最先出发的红九军团所渡
过的第一道大河。

河畔武阳镇松山村的水口庙，香火旺
盛。74岁的村民陈唐泮站在庙里，为红军英
灵的牌位拈上一炷香。“这是大家多年来保
留的习惯。”他轻声说。

松山村的人们，世世代代以做船工为
生。赣南山区的木材、特产，装上松山人的
木排，顺着绵江水，运往赣州，运至省外。革
命战争年代，船工们全力支援红军。他们为
红军运送军粮，载着战士们往返于会昌、于
都等地，一次次地在国民党的枪林弹雨中穿
梭往来。

1934 年 10 月 8 日，红九军团到达武阳
镇，当地群众捐出床板、木凳甚至寿材，连夜
在绵江河上搭起一座浮桥，将亲人送上
征途。

就在那一天，松山村的 28 位船工一齐
加入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于是，本为祈

求保行船平安而建的水口庙，也祭祀了这些
未再归乡的红军将士们。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是第一次这样远离
家乡。他们也正因为这次远行，而从故土难
离的农民，成长为无所畏惧的战士。

踏上征途，他们倒在了湘江河畔，倒在
了夹金山上，倒在了腊子口前。

踏上征途，他们也来到了黄土窑洞，来
到了抗日前线，来到了淮海战场。

他们终于经过了长征的生死锤炼，锻造
出一支钢铁的军队。

他们一去不返。但他们所贡献给故乡，
更贡献给世界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

后山那棵松，就是你爸爸
本报记者 李 歆

麻地村里的
红色文化传承人

本报记者 钟海华 李耀文

6 月 12 日上午，冒着滂沱大雨，记者一行
来到了瑞金市万田乡麻地村。

麻地村是一个充盈着红色记忆的村庄。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第一个晚
上便驻扎于此。当时，麻地百姓不仅把家中的
粮食、干菜、银元等都毫无保留捐献给了红军，
还积极支前参战，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
故事。

在毛泽东当年曾经居住过的一栋老房子
里，刘海东老人正领着麻地村的孩子们演唱红
色歌曲《白军没有红军好》，听着孩子们稚嫩清
脆的演唱，他的脸上满是笑意。刘海东从小就
喜欢坐在村里的祠堂，听老人讲红军的故事。
慢慢地，收集和整理村里老人对红军的回忆成
了他的一个爱好。据不完全统计，近 10年来，
刘海东收集和整理的有关红军故事的资料已
经超过了20万字。如今，刘海东除了收集和整
理资料，还义务当起了红色文化宣讲员，一有
时间就为村里的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作为
红军的后人，我有义务把先辈们的故事传承下
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感人
故事。”

和刘海东一样，瑞金市十大红色文化传承
人之一的钟同福，也是麻地村人。他的爷爷钟
国海当年不惜倾家荡产，从国民党保安团手中
救下两位红军战士，并认作儿子。2010 年，钟
同福以《救回红军当儿子》为题，记录下这个故
事，并发表在《党史文苑》上。从那之后，他开
始有意识地挖掘当地的红色故事。为了方便
查阅资料，他甚至放弃了更好的工作，到瑞金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名保安。

正是在钟同福、刘海东这样的红色文化传
承者的共同努力下，麻地村的红色历史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熟知。而麻地村则依托红色文化，
精心打造红色旅游。村党支部书记吴科荣告
诉记者，目前，村里已经接待了十多批大规模
的参观团队。村民们纷纷把家里的房子改建
成民宿，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黄元米粿，更是
成了俏销产品。

离开麻地村时，小雨淅沥，那白墙黛瓦、青
山绿水之间，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旗帜、红色的
五角星，显得更加鲜艳无比。

6 月 12 日，小雨。蒙蒙雨雾中，位
于于都县宽田乡上堡村的雄狮山，巍峨
挺拔而又略显秀丽。山脚下的革命烈
士墓前，上堡小学的孩子们，正在倾听
老师讲述革命先烈马德明的故事。

马德明 1891 年出生在宽田乡上堡
村龙卷丘，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
军长征后，刚成立的瑞西县临危受命，
承担着安置伤病员、掩护主力部队突
围、保护中央分局、保卫苏区的重大任
务。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1935 年 3 月
中旬，时任中共瑞西县委书记的马德
明，率领队伍突围到了白竹寨。两个月
后游击斗争失败，队伍被打散，马德明
带着儿子马伯泩潜回家乡，暗中联络其
他战友，准备重整旗鼓。因为行踪不慎

泄露，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今年 56 岁的于都县宽田乡上堡村

党支部书记蓝赣县，从小就在学校听着
马德明的革命事迹成长。蓝赣县告诉记
者，在监狱里，凶残的敌人将马德明的双
手大拇指捆在一起，再在中间插入木尖
打“地雷公”，马德明的两个拇指骨被打
断，当场昏死过去。面对敌人的严刑逼
供，马德明每次都咬紧牙关，只字不吐。

“我知道上堡埋有许多金银财宝，
我带你们去挖。”就在敌人准备施以极
刑前，为了能够牺牲在革命起根发苗的
上堡，马德明设计将敌人诱往上堡。

临别前，马德明掏出藏在皮带夹层
中的一枚金戒指，悄悄地塞到马伯泩的
手中。最后望着儿子深情地说：“伯泩，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的最后一次
党费，一定要设法交给组织。”

1935年6月13日清晨，贪婪的敌人
将马德明绑在一张竹椅上抬到了上
堡。在雄狮山的篾丝洞外，就在敌人忙
着挖“金银财宝”之际，马德明高呼一
声：“共产党万岁！”然后，纵身跳向了怪
石嶙峋的篾丝洞洞底，壮烈牺牲。

临危受命，丰碑永存。在面临生死
考验的危急关头，马德明领导瑞西人
民，冒着生命危险，认真做好伤病员的
安置工作，全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为
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
献。于都县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管冬梅
动情地说：“马德明身上展现的，就是忠
诚干净担当的品质。”

忠诚干净担当的好书记
本报记者 王景萍 杜金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