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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王民、冯维
健）巍巍太行，山水朦胧，草木青青。
　　沿太行山东麓，北起北京门头沟，
南接河南林州，一条 680 公里长的太
行山高速公路南北贯通。10 万余名建
设者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仅用两年四
个月，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打通了
这条太行山“大动脉”。
　　太行山高速公路宛如一条玉带将
革命老区串连起来，西柏坡、城南庄、
抗日军政大学旧址、129 师司令部旧
址……在革命战争年代，太行山老区
军爱民、民拥军的很多故事流传至今。

  故事一：一双支前布鞋和

一封邀请信

　　从阜平县城南庄出口下道，再走
10 公里宽阔的高速引线，就到达晋察
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上党旗鲜红、
誓言铮铮，纪念馆内人头攒动，来自各
地的游客追寻着红色足迹，来这里感
受抗日年代的军民鱼水情。
　　聂荣臻司令员用过的公文包、八
路军用过的行军马褡子、缴获日军的
各式机枪等文物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
的革命岁月。
　　展柜中还有一双高街村村民制作
的支前布鞋，这不过是当地村民为八
路军制作的千百双布鞋中的一双。当
年村民还创作了《高街鞋赞歌》：“高街
鞋不平常，密针缉鞋口，鞋底五十行，
底大帮儿小，对对斤二两……又可脚
又耐穿，谁穿了都说沾。”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
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阜平
是“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县”，每个
村庄都是堡垒，每位村民都是战士。当
年，高街村村民李盛兰把自己珍爱的
800 多斤古铜钱献给八路军制造枪
炮，受到嘉奖。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粗
备菜饭”，敬请李盛兰“驾临欢宴”，这
封邀请信陈列在纪念馆展柜中，静静
地诉说着军民鱼水情。
　　近几年，阜平县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很多村庄建起了特色民宿，村民
吃上旅游饭，过上了好日子。2019
年，阜平县 164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出列。现在，当地村民手工缝制的

“支前布鞋”成为旅游纪念品，往来
游客争相选购。

故事二：花山村的石碾子

　　花山——— 一个富有诗意的名
字，村庄山清水秀。1948 年 5 月 18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由城南庄转
移到 5 公里以外的花山村，住在村
里的农家房舍。
　　一天早晨，没听到门口花椒树
下的碾米声。原来是警卫员为了不
影响毛主席工作，请乡亲们到别处
碾米了。“这会影响群众吃饭的。不
能因为我们在这工作，就影响群众
生活。”毛主席严肃地对警卫员说，

“昨天傍晚，我们一起散步，你也看
见了，这个村只有两台石碾，让乡亲
们集中到一个碾子上碾米，就会耽
误一半人的正常吃饭。”
　　警卫员又把乡亲请回花椒树下
碾米，毛主席还拿出自己的茶叶，请
碾米的乡亲喝，还帮着乡亲推碾子。
　　如今，花山村毛主席旧居门前
的花椒树已不复存在，那台石碾子
仍在原地保存完好，《花山石碾小
唱》在当地传唱不衰。69 岁的花山
村村民张文明坐在石碾上，讲述了
父亲张冀新与毛主席的一面之缘。
　　一天傍晚，张冀新领着孩子放
学回家，恰巧遇到一个人在散步。

“父亲看出来了，那就是毛主席，但
村干部开过紧急会议，村里来了中
央工作组，看到、听到什么绝对保
密。”张文明说，毛主席跟张冀新说
话时连着问：“你是小学教员呐？教
多少娃娃，几个年级？用的什么课
本？”张冀新回答：“教 4 个年级、34
个娃娃，用的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编
的课本。”最后，毛主席握着张冀新
的手说：“一定要把娃娃教好，培养
好祖国的下一代。”
　　“您是毛主席吧？这句话父亲憋
在心里没说出口。”张文明说，毛主

席的话给了父亲很大鼓励，父亲经
常批改作业到深夜，花山小学的成
绩在城南庄区经常排名第一。

故事三：一张全家福

　　离开城南庄，沿太行山高速南
行 210 公里，转东吕高速继续行驶
至路罗口，走 15 公里盘山路，一片
开阔平坦的山间盆地出现在眼前，
这里是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邢台
市信都区浆水镇，也是中国人民抗
日军政大学旧址所在地。
　　 1939 年，根据党中央指示，抗
大离开延安，挺进华北敌后办学。次
年，抗大总校转移至浆水镇，在此办
学两年三个月，培养了 3 期学员，
共 8000 余人。
　　抗大陈列馆中，一张全家福照
片感动了记者。照片中后排是河东
村张廉夫妇，前排四个孩子中，一个
女孩名叫雷玲辉，是寄养在这户农
民家庭的抗大干部子女。这张照片
是雷玲辉离开农家前与养父母的
合影。
　　雷玲辉的父亲雷钦，开国大校，
时任抗大上干科政治处主任。抗大
陈列馆讲解员李瑞芳讲述，张廉的
妻子曾对子女说：“雷玲辉是抗大的
孩子，我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她。”
1942 年，张廉的妻子抱着雷玲辉被
日寇从山顶上推下，一条腿被半山
腰上的树枝挂住，怀里一岁多的雷
玲辉安然无恙，自己落下终身残疾。
　　现在，雷玲辉幼时住过的老石
头房子依然保存完好，当时房东的
后人在里面生活如常，门窗、石磨乃
至屋内家具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样
子。抗大陈列馆馆长杨树称，当年抗
大分布在浆水 40 多个村庄，几乎每
家都住着抗大学员，共 5000 多人。
　　杨树说：“抗大陈列馆的讲解员
大多来自周边村，除了日常讲解，他
们常到附近村庄走访，挖掘整理抗
大学员和老房东的故事，寻找尚未
发现的抗大旧址。也有抗大老学员
和后代，多次重返浆水，在‘第二故
乡’寻找往日痕迹。”

串连起西柏坡、城南庄、抗日军政大学旧址、129 师司令部旧址……

太行山高速：跨越 680 公里的红色追寻
　　新华社西安 5 月
13 日电（记者陈晨、张
斌）在延安城东北的桥
儿沟革命旧址，一座哥
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
堂静静矗立。走进其中，
一面悬挂在教堂正前方
的党旗分外惹眼。许多
游客慕名而来，是为了
探寻一场发生在这里的
重要会议——— 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
上曾说，党的历史上有
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
1935 年的遵义会议，一
次是 1938 年的六届六
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
定中国之命运的”。
　　这次会议上究竟发
生了什么，能让党的领
袖给予如此高的评价？
桥儿沟天主教堂内的一
件件文物和老照片中，
蕴藏着答案。
　　 1935 年 10 月，中
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陕
北。面对民族矛盾上升
为主要矛盾的严峻形
势，党中央明确提出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策略。1937 年抗战全面
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
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正式形成。
　　然而，由于当时复杂
的国际国内形势，党如何
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统
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
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
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蒋介石把共产党为
促成国共合作的必要让
步视为‘认输’，要求中共
军队由国民党统一指
挥。”延安革命纪念馆原
馆长张建儒说，对此毛泽
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
是“合并”，必须在统一战
线中坚持独立自主。
　　但就在此时，一场
错 误 倾 向 却 在 延 安
浮现。
　　 1937 年 11 月底，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
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
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抗日”，认
为应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
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对党在统一战线问题
上的许多正确观点提出批评。
　　“由于王明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
斯大林的指示，加之党内长期‘以俄为师’
的思维惯性，不少人一时不能明辨是非。”
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讲解员岳娟说。
　　历史呼唤着改变。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中
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
沟天主教堂举行。在全会上作《抗日民族战
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
报告时，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科学概念。
　　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
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
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谭虎娃
说，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
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这一正确路
线的指导下，六中全会明确，要坚持统一战
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是六届六中全会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延
安桥儿沟革命旧址管理处处长刘妮说，全
会打破了教条化和对共产国际的神圣化，
为全党全军带来新气象。此后，陕甘宁边区
和各根据地大兴学习之风，再经过延安整
风，全党完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桥儿沟天主教堂，这座由西班牙传教
士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建筑，就这样见
证了重大的历史。
　　也正是建立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任务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在延安逐渐发
展成熟。1945 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
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
导思想。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
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今天我
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前进，一脉相承中有历史的铁律。”延
安大学教授高尚斌说，始终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党不断走向成熟的奥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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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日前，湖南省怀化市溆
浦县警予学校书声琅琅，“自
治心、公共心”的校训镌刻在
这所名校教学楼上。不远处
的溆水河畔，就是向警予同
志纪念馆。

　　纪念馆讲解员肖艳萍说：“每讲
一次警予故事都是心灵的洗礼，都
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和精神的力量。”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 年出
生于湖南溆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
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
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向警予是当时整个溆浦县第一
个入学读书的女孩，年幼接受到新
式教育。1912 年，她以优秀成绩考
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两
年后转入周南女校。在这里，向警予

认识了蔡畅，并因此结识了蔡和森
和毛泽东。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向
警予，寓意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求学救国。
　　毕业后，向警予回溆浦创办了
男女兼收的新型学校溆浦女校，以

“自治心、公共心”为校训，重视新思
想传播，尊重学生个性。
　　 1919 年秋，向警予应蔡畅之
约，去长沙筹备赴法勤工俭学，同时
加入新民学会。法国留学期间，她学
习法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帮
助蔡和森翻译马克思著作。共同的
信仰，她和蔡和森结成革命伴侣。在
蔡和森的影响下，她逐渐从民主主
义者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者，积极参与建党工作。
　　 1922 年初回国，向警予在上海
加入中国共产党。7 月，她出席在上

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
妇女部第一任部长。随后，她参与和
领导了多次罢工斗争。1925 年 10
月，向警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莫斯
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7 年 4 月回国后，她被分配到中
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省总工会工
作。7 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大革命
失败，但向警予坚持留在充满白色
恐怖的武汉，继续开展地下斗争。她
说，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
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
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1928 年 3 月 20 日，向警予因
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用
尽了一切手段，没有从她口中得到
党的任何机密。
　　 1928 年 5 月 1 日，反动派要在

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杀害向警予。
赴刑场路上，她沿途高喊口号，奋力
做最后演讲，国民党宪兵慌了，残暴
地将碎石塞进她嘴里，用皮带缚住
她双颊，血从她的嘴角流出。向警予
英勇就义，时年 33 岁。
　　“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
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
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
远的爱人！”蔡和森闻讯后，奋笔疾
书写下《向警予同志传》表达浓浓
怀念。
　　 1939 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
节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
予的一生：“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
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
一生。”
　　向警予的革命精神在家乡传承
发扬，激励一代代溆浦人接续奋斗。

　　当年向警予创办的溆浦女
校更名为警予学校，校园里每天
都唱响她当年创作的校歌：“愿
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
放光明！”
        （记者周勉）
  新华社长沙 5 月 13 日电

向警予：为我女界，大放光明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
上重霄九……”细雨之中，松柏之
间，杨开慧烈士墓园庄严肃穆，前来
瞻仰祭拜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
绝，墓后花岗岩护壁上印刻的毛泽
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将人们的
思绪带回到“湖湘女杰”杨开慧奋斗
的年代。
　　杨开慧，1901 年出生于湖南长
沙县清泰乡板仓（今开慧镇开慧
村）。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的
学者、教育家。1913 年，杨昌济到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杨开慧随父
亲迁往长沙，并在那里认识毛泽东。
　　 1918 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
教。这年 9 月，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
工俭学也来到北京，在这期间，毛泽

东和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并开始
相爱。
　　 1920 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
杨开慧回到湖南长沙。同年 8 月，毛
泽东在长沙成立文化书社，杨开慧
予以资助并参与书社活动。1920 年
冬，杨开慧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就在这
时，她和毛泽东在长沙举行了简朴
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
　　 1922 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中共
湘区委员会，任区委书记，杨开慧负
责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
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
种职务，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923 年 4 月，毛泽东到上海党中

央工作。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
青也来到上海，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
并同向警予一起组织女工夜校。
　　 1925 年 2 月，杨开慧随毛泽东
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协助毛泽
东创办农民夜校并担任教员。同年
12 月，杨开慧离开韶山转往广州协
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
稿，负责联络工作。
　　 1927 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
运动进行考察，杨开慧把大量的调
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工整地抄写
下来。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
党的八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 3 个孩子
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

　　 1930 年 10 月，杨开慧被捕。敌
人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
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
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
海枯石烂！”
　　 1930 年 11 月 14 日，杨开慧就
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
29 岁。
　　杨开慧牺牲后，归葬故乡板仓。
如今，由杨开慧烈士故居、陵园、陈
列馆以及杨公庙组成的杨开慧纪念
馆，成为中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之一。
　　记者了解，近年来，开慧镇积极
培育发展红色旅游产业，获评湖南
省 2020 年十大特色文旅小镇。

2020 年，开慧镇共接待游客超
200 万人次。
       （记者刘良恒）
  新华社长沙 5 月 13 日电

杨开慧：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杨开慧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太行山高速公路城南庄出入口。 新华社发（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阜平县城南庄镇花山村毛主席旧居前的石碾。 新华社记者王民摄

雷玲辉（前排左二）与养父母的合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王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