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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有惊喜

云雾与青山缠绵，苍苍莽莽。阳光正敲打着
铜鼓的大门。我情不自禁想起 90 年前的那个秋
天，这片土地上的山水、庄稼、人们。

跟修水一样，铜鼓是一座秀美、宁静的小城。
本土作家蓝燕飞早已等候在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
外。她建议我先去参观旁边的“萧永翁祠”（俗称

“萧家祠”），当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指
挥部旧址。

祠堂的门楼敞开，一条鹅卵石小径呈弧形通往
那两座建于晚清时期的土木结构建筑。一棵树龄
达140余年的罗汉松撑起碧绿的华冠，也撑起无边
的云朵。它分明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见证过那
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老屋无声，如同一本打开
的旧书，等待我的阅读。风云起眼底，转身已沧桑。
1927年8月20日，湖南浏阳工农义勇军打着国民革
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的旗号赶赴南昌参加武装起
义，未果，开抵铜鼓休整待命，该团团部及直属机枪
连驻扎于萧家祠。同年9月10日，机智脱险的毛泽
东匆匆走进这儿，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

“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
定和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正式组建前
敌委员会，宣布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
一师，其中铜鼓部队为第三团。会后，毛泽东与大家
欢聚中秋佳节，当夜宿于萧家祠。

前厅，一圈老式桌椅按原状摆放，右侧系毛泽
东的位置。两边的耳房曾经作为战士居住之处。
穿过一个天井，便到了祠堂后栋，左侧厢房为毛泽
东同志卧室。一把青花瓷壶，几个瓷碗，一盏马
灯，一个砚台，一支毛笔，组成一幅沉寂的静物图，
给我丰富的想象空间。那个月夜，秋虫呢喃，身处
异乡的毛泽东一定想起了故乡的妻儿，明天就要
带部队踏上攻打长沙的路，他难以抑制内心奔腾
的潮水，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秋收暴
动》。当时的人们不一定能够想到，这个挟着油纸
伞而来的斯文书生，将带领他们书写历史新的篇
章。

在抵达萧家祠之前，毛泽东经历了其一生中
最为凶险的遭遇，上演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红
色传奇。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

召开了秋收起义军事会议，确定将修水、铜鼓、安
源的革命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
辖三个团，确定了起义时间、进军路线和暴动口号
等。之后，他率潘心源、毛泽民、刘建中、周克明、易
绍钦等人前往铜鼓组建军队，途经浏阳张家坊七溪
坳时，被团防军清乡队抓住了。在押往团防局的路
上，毛泽东沉着应对，机智化险为夷。作为主席当年
的化险福地，如今的排埠镇月形湾被打造成了一处
环境优美的景区。沿着溪瀑上溯，行走于密林，我寻
觅着那个伟岸的身影。蝉鸣，鸟啼，蝶舞，竹影婆娑，
满山涌绿。几棵参天老树下，一块石碑竖立于小路
边，一支鲜红的箭头指向林深处的水潭。隐隐约约
可见灌木、茅草、流水。山间寂静。这座普通的山，
却成就了一部厚重的史书。

青山之麓，偃卧着一口半月形的水塘。绿树
掩映中，“吴家祠”静谧如禅，黄泥墙呈现一种暖色
调的画面感。蓝燕飞发现水塘边有几块规整的巨
大条石，猜测乃当年祠堂的门楼基础。阳光下，沧
桑的石头长久缄默，收藏着光阴故事，任凭后来者
慨叹。1927年9月9日那个黄昏，毛泽东从水潭出
来，巧遇砍柴农民陈久兴，并在其帮助下，安全到
达吴家祠，于此住了一宿。我在“毛泽东同志铜鼓
化险专题馆”里见到了陈久兴的画像，也见到了当
年他为毛泽东悄悄买来的伞和鞋，画像并非照片，
伞和鞋也不过是样品，但我端详得十分仔细。山
道弯弯，从吴家祠蜿蜒向远方，也许，毛泽东正是
由此出发赶赴铜鼓县城，让推翻旧中国的惊天霹
雳响彻1927年的秋天。

而今，小城处处为那个光辉的秋天留着记忆。
蓝家祠，坐落于巷弄深处，为毛泽东慰问三团

五连战士旧址。这幢砖瓦老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曾经作为食品公司的仓库，高大森严，充满
岁月的凝重感，其墙壁上有一句标语令人难忘：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

武曲宫，位于城南中路 155号，始建于清乾隆
年间，乃铜鼓客家数十姓捐资兴建，专为培养习武
人才，秋收起义期间成为第三团新兵训练处，著名
的教官有张子清、陈伯钧。如今，建筑仅存中、后
栋及数间厢房。野草疯长，往事犹在。

柳林街，中共铜鼓第一个党支部诞生于此间
的“公有”号裱画铺。这条老街与中仓街以永宁桥
为交汇点，形成“一廛两市间往来日凡千百辈”的
繁华景象。穿过小街，便是阅兵广场，原来叫大沙
洲。1927年 9月 11日清晨，毛泽东在这儿检阅了
由他亲自创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
全体官兵和由工会、农会会员组成的支前队，并进
行战前动员，宣布起义，向浏阳白沙进军。

红旗飘扬，大地芬芳。1927年 9月的铜鼓，有
如开天辟地。

如今，占地 2.6万平方米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阅兵广场绿草如茵，樟树、桂树、大叶女贞、龙柏蓊
葱郁勃，紫薇怒绽，蝉声与鸟声相和，分明是一个
没有围墙的公园。石桥河犹如一条碧玉带，穿过
永宁桥，前往不远处与定江河会合。我漫步走过
始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永宁桥，仿佛听
到麻石条上90年前的那些脚步，有工，有农，有兵，
第一次组合成一个新的阵列，雄赳赳挺进浏阳。
我吮读着那些普遍年轻的背影，他们扛着一轮朝
阳出发，义无反顾，河水无法一一铭记其姓名，河
水却可以淘沙，真金，终究耀眼于史册。

在铜鼓众多的革命旧址中，奎光阁的风光尤
其秀美，它居高临下，背山襟水，在蓝天丽日的衬
托下显得超凡脱俗，有一种大隐之风。书院的正
门上了锁，我顿时一阵惆怅。蓝燕飞轻声道，别
急，旁边住有人家，可以从那边进去。我们放慢脚
步，通过廊道，走进左侧的一座小院，果然，这儿，
有一扇侧门直通书院。满墙的标语，寂寞地守望
着天井、流云，一如 90 年前模样。隐隐传来鸡鸣
声，蝉的自弹自唱是无处不在的，诱惑得鸟们忍不
住亮起嗓子。作为三团一营营部旧址，奎光阁保
护得较为完好，我甚至能感觉到战士们越过台阶
的脚步声。静静地走一走，或者发发呆，默默看时
光在地面写着一封无字书信，写给当时，更写给后
人。告别前，我们逗留于坡地上的几棵古树下，聆
听着啁啾鸟声。蓝燕飞说，这树，该有好几百年了
吧。我则在想，那些战士，也应该站在树下讨论过
类似的话题。

革命从无坦途。挥师出征浏阳失利后，毛泽
东果断实行战略转移，于 1927年 9月 15日率领第
三团回师排埠古镇永庆村，驻扎于万寿宫。在那
艰难的三天两夜里，他对部队的去向进行了苦苦
的思索，开始萌生放弃进攻长沙计划，转移到敌人
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去的想法。不久，鉴于
三路起义军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通知各部队
前往浏阳县文家市集结。

于无声处，惊雷已经出发，决定中国革命道路
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烽烟散尽，我的眼帘里，但见一弯小河偎依于
万寿宫这座清代古建筑脚下，轻吟浅唱。不见船只、
渔家和浣衣女子。所幸宫殿依旧巍峨，戏台依旧精
致，吊楼依旧流韵。我徘徊于寂静的院落里，像刚刚
欣赏完一场精彩大戏，陷得太深，不愿意离去。

沿河是吴楚古道，由东往西，可以抵达文家
市。一名女子迎出门，指点着说，以前临近河边全
是风雨长廊，可惜如今没了。

也许，一切最终要交回大地。唯有那些写在
大地上的史诗，与土地共存。

（除署名外，本文配图均为彭文斌摄）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

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

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

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

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

动。”时值秋收起义90周年

前夕，我吟着这首《西江月·
秋收暴动》，踏遍修水、铜鼓

山水，寻觅那些留在大地上

的史诗——

1927：大地上的史诗
□ 彭文斌

进入修水县城时，晨曦刚刚换
岗，云朵驮着阳光在空中进行一场浩
大位移，凤凰山愈加苍苍郁郁。我蓦
然想，1927年的秋天，或许也是这等
情景。

县商会旧址的门被轻轻推开。
我闻到了苍苔的气息、阳光的芬芳，
还有往事的暗香。前后两进之间，天
井将蓝天白云纳入怀中，仿佛镶嵌着
一幅巨大的水粉画。山口会议之后，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完成建军
编师，师部便驻扎于此。上厅堂里，
一张圆桌上摆着一面鲜艳的红旗，被
谁裁剪好的五角星、镰刀、斧头等图
案摊开在旗面上，等待一种新的排列
组合。

随着县委党史办主任龚九森的
激情解说，我犹如置身那段峥嵘岁
月。1927年 7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
开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工农
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
东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8 月 7 日，中共中央召开紧
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
针。8月中旬，原计划参加南昌起义
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
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
队进入修水县城，在当地党组织配合
和群众支持下，设立招兵站，为秋收
起义积极做准备。8月 20日，毛泽东
在以湖南省委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
信中谈到：“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
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
民的旗子。”之后，在8月30日中共湖
南省委会议上，明确由毛泽东任前敌
委员会书记，秋收起义部队叫“中国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旗号定
为“镰刀斧头”。

我围着天井漫步，在宁静中感受
历史深处的千钧力量。透过迷离尘
埃，我仿佛见到师部参谋处长陈树华、
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彻夜讨论军
旗设计方案的情景，仿佛见到参谋处、

书记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医务
处、军法处、经理处忙忙碌碌的身影，仿
佛见到20多名裁缝赶制100面红旗的
火热劳动场面。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
军旗飘扬起来了，它像黑暗中的一团
火，照亮了中国的天空。

与修水商会旧址一路之隔的是
凤巘书院，当年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第一团驻地。书院建于清同
治三年（1864年），因位于义宁州秀水
门内，坐落于凤巘朝阳处，故名。第
一团拥有兵力 1500 余人，设有 3 个
营，团长由师参谋长钟文璋兼任。部
队在紫花墩、马家洲等地进行整顿训
练，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紫花墩现
为散原中学操场，明代时曾为兵备
所，而今古槐、古樟依然枝繁叶茂，一
树树的紫薇花绽放正盛，艳美，像栖
满蝴蝶。龚九森陪着我绕操场一
圈。1927年 9月 9日凌晨，月在凤凰
山头，紫薇花露水未干，全体官兵颈
系红领带，臂配红袖章，举行誓师大
会。他们就要出发了，向着长沙，点
燃革命的火种。战士们引吭高歌
道：“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
顾生……”歌声里，秋收起义第一枪
划破长空。

90年过去了，我只能从时光的碎
片里拼凑那些青春、朝气的脸庞，他
们是一组无名的群体雕像，原本轻如
鸿毛的个体生命，却可以成就厚重的
历史。

我执意要沿着修河重新走一走
当年起义部队所行经的路线。

修河与北岸水交汇处，古驿道蜿
蜒，修口村将身体藏进绿阴里。龚九
森说，宋代修水诗人徐俯有诗描绘这
一带的风光道：“双飞燕子几时回？
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渡，
小舟撑出柳阴来。”昔日林立的店铺
不复存在，唯有那口古井依旧照见今
人。杉树、樟树围合于坡地上，微风
轻拂，蝉鸣不倦，井中的青石披着苔
衣。那年，起义部队埋锅造饭的时

候，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二方面
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风尘
仆仆地追上了自己的队伍，他站在斑
鸠林那片树阴下，面西向聚集在桃花
洲上的战士们简要介绍了自己前往
武汉寻找党组织的经历，传达了中共
中央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精神。在
如雷的欢呼声中，卢德铭就任秋收起
义总指挥。16天后，这位军事天才壮
烈牺牲于芦溪县上埠镇山口岩，年仅
22岁。

午时的农田里，禾苗葱茏。高大
的枫树和檀树离宝蓝色的天空触手可
及。我惊喜地发现，一匹黄骠马正安
静地站在枫杨树下，鬃毛顺溜，双瞳澈
亮。它如同那个烽火年代给我们派出
的使者。蝉试图唤醒原野里沉睡的往
事。那棵老槐树下的石墩上坐着一位
蓝衣汉子，他主动搭腔，挥舞着手比划
说，卢德铭大概就站在那个位置。我
四下里走动，泥土松软，难以想象，在
这片平淡无奇的乡野曾经上演了一幕
风云激荡的大剧。我总是觉得那个英
俊的四川自贡青年没有离去，他或许
仍然伫立于某棵古树下深情地凝视着
这方热土，一个湘音穿越时空，悲怆地
回荡：“还我卢德铭！”岁月足以湮没一
切，野草已经覆盖了斑鸠林，也覆盖了
桃花洲，而修河的水声依旧吟唱不绝。

“四十八磴”是当年起义部队的必
经之地。跨过一座青石小桥，但见一
弯小道匍匐于山麓，只是麻石已经难
见踪影。蜻蜓、蝴蝶自由飞舞。牛在
溪边啃着青草。阳光像一位慈悲的布
道者，在山坳间来回行走。我很渴望
努力追赶那些身影，却只有声声鸟鸣
回应我这个迟到的拜谒者。龚九森
对部队的行军路线烂熟于心，他说，
1927年 9月 9日下午，秋收起义部队
经由燕子崖，过青板桥，进入马坳镇
老街，旋即向渣津镇进发。出乎我意
料的是，这一带为典型的丹霞地貌，
奇峰突起，怪石嶙峋，风景优美，俨然
一处世外桃源。

渣津镇是我行走修水的最后一
站。1927年 9月 9日黄昏，秋收起义
部队进入渣津，总指挥部驻扎于万寿
宫。是夜，军民举行盛大联欢，百姓
给战士们送来自制的桂花饼，提前一
天庆祝中秋佳节。渣津镇原党委副
书记熊耐久站在河流边，向我娓娓讲
述福星桥的前生今世。桥建于清道
光年间，有南、北二桥，位于黄龙、东
港、上衫三水交汇点，南桥原有 16
墩、现存9墩，北桥原有13墩、现存10
墩。古桥最值得书写的一页是 1927
年9月10日上午，秋收起义部队在附
近的大沙洲召开了军民动员大会，渣
津有1000余名工农群众参加，卢德铭
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动员工
农兵起来暴动。会后，部队在桥头处
决了几个民愤极大的恶霸，与民众一
道游行示威，完毕，向湖南平江开拔。

流水湍急，在桥墩下激起朵朵浪
花。我立于福星古桥上，想起卢德铭
与战友们在灯下讨论部队行动路线
的情景，想起渣津房东方四嫂救助生
病战士的故事，想起桥头烈士陵园里
长眠的1000多个英灵……

上
篇军旗辉映那年日月

下
篇于无声处静听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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