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滚滚长江水，巍巍大别山。
绵延近 400 公里的大别山，是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的驻地所在。红四方面军
在此诞生，红二十五军在此重建，红二十
八军在这里改编。参加长征的四支红军
部队，有两支源于此地。

这是一块红色的沃土。从 1923 年冬
建立党组织，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26
年间，大别山区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
不断，革命红旗不倒。数十万大别山儿女
前赴后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
大牺牲和贡献。

葵花向阳：孤军长征一心

向着党中央

漫漫长征路上，有一支红军主力部
队后发而先至，最先到达陕北。

更为神奇的是，不同于其他主力部
队，这支部队不仅人数不减反增，还成功
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
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这支部队，就是“北上先锋”——— 红
二十五军。

1934 年 11 月 16日，重建于大别山
区红安县的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中央指
令从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历时 10个月，
辗转 9000 里，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
追堵截，于 1935年 9月率先到达陕北，成

为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
“共产党员跟我来！”血战独树镇的战

斗中，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手持
大刀，一马当先，率领部队同国民党军队
殊死血战。此一役，红二十五军数百名战
士牺牲，这一声呐喊，至今仍振聋发聩。

长征一路高歌猛进，而吴焕先却在
一次抢占制高点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壮
烈牺牲，年仅 28 岁。

难以想象，这群被称为“娃娃军”的
年轻战士，是凭借着怎样的精神走上了
长征路，又是怎样在一次次战斗中抛洒
热血、磨炼成钢……

1935 年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
达陕甘宁边区，但部队缺衣少粮，面临严
重的经济问题。毛泽东亲自给红二十五
军军长徐海东写了张借条，希望他能借
2500 块大洋给中央，解决中央红军穿衣
吃饭问题。

此时的红二十五军，余钱也不过只
有 7000 块大洋，但徐海东大手一挥，命
令只给自己部队留下 2000 块大洋，其余
全给中央送去。红二十五军节衣缩食，挨
过了在陕北的第一个冬天。

多年以后，毛泽东还一直记得这件
事情，称红二十五军“为中国革命立下了
大功”。

位于红安县七里坪镇的河滩上，一
座高 16 米的纪念碑巍巍而立。纪念碑正
面，是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的碑铭———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地。

1931 年 11 月 7日，以鄂豫皖苏区
部队为主力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宣告
成立。根据全国形势和红军所处环境的
变化，中共中央作出两大主力军北上，建
立川陕根据地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正式
踏上长征之路。

在漫漫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徐向前、
李先念、王树声等主要将领一面同围追
堵截的敌人浴血奋战，一面还要同张国
焘的分裂行为做斗争。吃草根、嚼皮带、
过草地，红四方面军历经重重困难，肩上
的红旗，却一时一刻都没有放下。

党岭山，高 5000 多米。风雪之中，有
的战士被冻僵而失去知觉，有的战士甚
至被大风刮到了山涧之中而牺牲。时任
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的吴先恩带人
叫醒被冻僵的红军战士，遇到被冻死的，
只能含泪就地掩埋。

茫茫雪地之中，一支冻僵了、却直直
伸着的胳膊引起了吴先恩的注意。他走
上前去，用力掰开这名战士紧紧攥着的
拳头，一本党员证和一块银元赫然出现
在眼前。打开党员证，上面写着：“中共党
员刘志海，1933 年 2 月入党。”

这位红军战士，牺牲之前还在想着
党、想着革命、想着交上自己的最后一次
党费。正是这种对党的赤胆忠诚，像向日
葵永远向着太阳一样，指引着红军将士
在长征路上前赴后继，接力前行。

“哪朵葵花不向太阳，哪个穷人不向
共产党？任凭白匪再猖狂，烧我房屋抢我
粮。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
在红军战士走过的长征路上，一首首歌
谣至今仍在传唱。

唤起工农：“铜锣一响，四

十八万”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
十八万。”这首唱遍红安大街小巷的革命
歌谣，就是当年红安儿女前赴后继、不怕
流血牺牲的真实写照。

92 年前，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浩
等领导大别山区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
自卫军首举义旗，向着黄安县城进发，成
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鸟铳、鱼叉等原始武
器纷纷加入起义行列，将革命的旗帜第
一次插上了黄安县城。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创立了
自己的武装和革命根据地。黄安县后来
也改名红安县，成为共和国唯一以“红”
命名的县。

在接下来的近 30 年时间里，大别山
始终红旗不倒，火种不断。党组织的活动
从未间断，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从未

间断，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活动从未间断。
大别山人民发扬“要革命，不要钱、

不要家、不要命”的“一要三不要”和“图
奉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一图两不图”
精神，数十万子弟前赴后继投身革命。

在大别山区，至今还流传着一个“舍
子救红军”的英雄故事。1928 年 5 月的
一个傍晚，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王树声
被敌人追杀到麻城县西张店村，躲进了
老百姓周家姆的家。敌人誓言抓不到王
树声就“血洗西张店”。周家姆站出来说：
“王树声就藏在我家里。”

周家姆让大儿子王政道换上王树声
的衣服，被敌人捆走。王树声脱离了险境，
王政道却牺牲了。悲痛欲绝的周家姆又将
其他三个儿子相继送进了红军队伍。

几年后，已是红军师长的王树声回
家探望，扑通跪在了周家姆面前，热泪盈
眶地说：“干娘，您不只是我的干娘，也是
我们红军的干娘啊！有了您这样的娘，我
们红军才生生不息，不断壮大啊。”

正因为有无数像周家姆一样的人民
的支持，红军才日渐壮大，不断夺取胜
利。出发时总兵力只有 2980 余人的红二
十五军，到达陕北后兵力达到 3400 多
人，这还不包括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
74师等部队。

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帮助
劳苦人民翻身解放，被老百姓视为自己的
子弟兵，被称为“菩萨兵”。关键时候，人民
群众纷纷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
后一个儿子”交给红军、交给共产党。

今年 81 岁的湖北省麻城市民政局
退休干部史瑞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开
国上将陈再道 1987 年接受他采访时，深
情地讲述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

陈再道带领部队准备踏过若尔盖草
地时，周边老百姓闻讯纷纷赶来告知：
“这是死亡之地，踏进一个死一个。”陈再
道带领士兵走访周边村庄，问计百姓。

“要弓着腰”“慢慢走”“拉开距离”“带
个木棍探路”……老百姓献上一条条“亲
身经验”，还自发送来许多竹竿、木棍和

干粮。最终，依靠这些“避险妙计”，全团
全部通过，没有一例伤亡。

同样得益于老百姓的帮助，陈再道
将军治好了不少官兵的伤病，率部三过
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为长征
胜利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

血浓于水。人民军队，一刻也离不开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红军一路与
人民群众结下生死情谊，一路攻坚克难、
发展壮大，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光荣
和壮烈的远征。

艰苦卓绝：十四万英烈谱

写红色史诗

戴雪舫、戴先伯、戴先诚、戴先治、戴
克敏、戴华堂……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
陵园，长长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上，
按姓氏笔画写着密密麻麻的 14 万个名
字，其中可以看到很多是兄弟，是父子，
是叔侄，甚至是姐妹或母女。

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戴克
敏，21 岁时参与领导黄麻起义，随后创
建了柴山堡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26 岁
时为革命牺牲。戴家一门忠烈，全家有
14人参加革命，其中 11人英勇献身，2
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仅有戴克敏胞妹戴
觉敏幸存。

这样的革命家庭，在这片红色的土
地上还有很多。

有一组数据，令人肃然起敬：在红四
方面军的序列里，曾经每 3 名红军战士
中就有 1 名是红安人，每牺牲的 4 名红
军英烈中就有 1 名是红安籍。

有一种精神，让人为之动容。
在大别山区，仅红安县就有 14 万人

参加革命英勇献身，其中登记在册的烈士
22552人，而更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
们的英魂融进了红旗，融进了党徽，融进
了这片土地永不会磨灭的民族精神里。

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处处埋忠

骨，岭岭皆丰碑。这片红色的大地，由
烈士的鲜血染就，由英雄儿女的丹心
铸成。

面对黑色的死亡，大别山儿女没
有退缩。红旗在这里树起来、扎下根，
就不曾倒下。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中共鄂
豫皖省委将分散在根据地的红军、游
击队、伤病员集中起来，重建红二十五
军，吴焕先任军长。“鄂豫皖根据地是
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丢，大别
山的红旗不能倒！”因为革命，吴焕先
的家遭土豪劣绅血洗，幸存下来的母
亲和妻子将乞讨来的几十斤大米和十
几个鸡蛋送到红军部队后，相继去世。

破家干革命，毁身纾国难。
这些革命先烈，多数未能在父母膝

前尽孝，却是千万受压迫求解放的百姓
的孝子；他们为革命献出最后一个儿女
甚至未及留下子嗣，向着中国光明的未
来，以我血荐轩辕，为后世开太平。

“妈妈告诉我，红军到了，我们要去
拥护红军。我问妈妈，为什么要拥护红
军？妈妈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姐姐缝了一个布袋，绣上拥护红
军四个字，挂在墙上，每日抓米一把，
积少成多，预备送给红军吃。”

——— 这是 20世纪 30 年代，红安
县七里坪镇列宁小学的国语课文中的
两段话。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
人骂人”“不损坏庄稼”……

——— 这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歌》的歌词，这首歌随着红二十五军
的长征，“一人唱过万人传”。

这些课文和歌谣传唱出了“长征
密码”，也道出了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
利的重要密码———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唯
其如此，无往不胜！

(记者宋振远、徐海波、孙少龙、
王若辰) 新华社武汉 8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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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冕宁街头，红星无处
不在。

街头路灯，都是红星形状；
在冕宁红军长征纪念馆，每一
位冕宁籍革命先辈的介绍前，
亮着一颗红星。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冕宁县史志办主任王大钊说，
红星象征着革命。红军北上
后，冕宁当地的革命斗争，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生动
的实践。

“中央红军途经冕宁时，建
立了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并抽
调正规部队留下来开展游击
战。”王大钊说。

1935 年 5 月底，中央红军
离开冕宁经彝海北上。国民党
展开了血腥报复，冕宁党组织、
政权和游击队被破坏，国民党
靖边司令部司令邓秀廷屠杀共
产党员和游击队，收缴红军留
下的枪支。与刘伯承“彝海结
盟”的果基小叶丹奋起反抗，数
日后失败。

王大钊说，但红军留下了
更有力的武器，令敌人无法撼
动。

血雨腥风中，大桥场王
香匠家在荞麦地里救起饿晕
的 15 岁的小红军詹发元，背
回家救活；寄宿在老乡家的
红军伤员林德贵、廖茂胜，老
乡 为 其 养 伤 ，并 招 其 入
赘……这是一份无以形容的
骨肉亲情。

“真正自由平等，再不受人欺辱”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的宣传

口号、革命信念，深深扎进冕宁
各族人民的心里。

“最关键是留下了党的干
部！”王大钊说。1938 年秋，冕
宁恢复了党组织，邓明鸿、严
伯通等 5 名隐蔽党员进入学
校，教育民众，掌握邮局，流通
进步刊物。后来，邓明鸿升任
县政府教育委员、县银行行
长，严伯通升任保长、乡长。他
们将共产党员、先进青年安排
在乡保工作，石龙、宏模两乡
政权逐渐被我党控制……由
于当地人民接受了长征的启
蒙，具有革命觉悟，敢于支持
进步，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
凉山渐成燎原之势。

1945 年 11 月，冕宁成立
县参议会，三分之二的参议员
是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冕宁
的政治权力，牢牢地掌握在共
产党的手里。

到 1950 年，共产党在冕宁
的基层组织发展到 29 个，党员
587 人，其中有少数民族党员
22人。这批党员成为凉山彝族
地区走向解放的骨干。在解放
冕宁时形成强大力量，迫使冕
宁的国民党军最后向人民缴械
投降。

“索玛花儿一朵朵，红军
从咱家乡过；红军走的是革命
的路，革命的花儿开在咱心
窝……”就这样，红军把革命
的火种播撒在长征路上各族

人民心中，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朝
霞。

(记者谢佼)新华社成都 8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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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陕北吴起县草木繁盛，胜利山
上游人如织，山顶一棵枝繁叶茂的杜梨
树，一如 84年前那样，静静看着洛河水汩
汩流过。彼时，它站在“切尾巴”战役临时
指挥所旁，见证了中央红军为了不把敌人
带进陕北苏区，击败尾追敌骑的战斗。

1935 年 10 月 19日，中央红军刚到
陕北吴起镇，尾追的国民党骑兵团就已
到了苏区大门口。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
会议，研究分析敌情。“两条腿打四条腿，
怕是开玩笑。”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
员汤彦宜介绍说，因为敌人的骑兵师装
备精良，有些干部一开始不主张打，认为
经过长途行军很是疲惫，对当地情况又
不熟悉。但是党中央大多数同志是主张
打的，他们认为，一定要在这里打，绝不
能把敌人带进苏区。中央红军已经到了
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且之前
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所以有把握一定
能打胜仗，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

“那时红军战士穿得很少，群众都穿
棉衣了，他们还是单衣，还有穿半截裤的，
大部分穿茅草鞋。”吴起县倒水湾村民张
新说，爷爷张宪杰曾给中央红军提供了做
饭的水缸，刚刚抵达陕北苏区的红军战士
早已疲惫不堪，装备补给严重匮乏。

10 月 21日，战斗前的黎明静悄悄，
红军队伍按此前部署，在头道川、二道川、
三道川以及平台山(今胜利山)等地设伏，
对敌形成合围之势。战斗的指挥所设在平
台山顶的杜梨树旁，可俯瞰各道川战事。

战斗 7时全面打响，中央红军采取
分块切割、相机包围的战术，战斗进行到

9时许，共击溃国民党骑兵 4 个团，毙伤
敌军数百人，俘敌 200 余人，同时缴获大
量战马、重机枪等武器装备。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
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斗结束
后，毛泽东为彭德怀赋诗一首，彭德怀看
了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并退还给毛泽东。

中央红军为何能在兵乏马困之际，

打赢“切尾巴”战役？这与深厚的群众基
础密不可分。“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当地
群众不分白天黑夜集中大批粮食和生活
用品，驴驮人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形
成了多个川流不息的送粮大军。”吕军是
吴起县革命纪念馆老馆长，他说，当地百
姓看到中央红军战士在陕北寒冷的时节
依然身着破旧单衣，就组织上百位毡匠
为中央红军赶制了一批毡衣和毛被套，

许多妇女也放下家中的活儿连夜为中央
红军精心制作衣服、鞋袜。

至此，中央红军切掉了长征途中一
直甩不掉的“尾巴”。这场胜仗是中央红
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中央红军
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为了纪念“切尾
巴”战役的胜利，当地群众将平台山改名
为胜利山。(记者刘书云、李浩、蔡馨逸)

新华社西安 8 月 8 日电

“切尾巴”战役：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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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左图：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长长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上，按姓氏笔画写着密密麻麻的 14 万个名字（8 月 1 日摄）。右上：位于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的列宁小学旧址（8 月 2
日摄）。右中：位于湖北省红安县的红二十五军军部和鄂东北道委会旧址（8 月 2 日摄）。右下：位于湖北省红安县的红二十五军军部和鄂东北道委会旧址（8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这是中
央红军长征胜
利纪念馆内布
置的“切尾巴”

战役模拟复原
场景一角（ 8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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