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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年 后 ，寻 访 绝 密“ 红 色 交 通 线 ”
这条线路由从上海出
发，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
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抵达目
的地江西瑞金
在这 3000 公里交通线
上，交通员们日夜不停地传递
信件、护送干部、输送物资进
入苏区。据不完全统计，中央

上图：
伯公凹交通小站。永定区委党史办供图
左图：
中央红色交通线路线图。
永定区委党史办供图
下图：
伯公凹村口坡上亮着伯公灯的伯公庙。
新华社记者秦宏摄

红色交通线共护送周恩来、瞿
秋白、邓小平等 200 多位领
导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还运
送了 6000 多担苏区紧缺的
物资，同时传递了大量中央和
地方的文件、情报资料
本报记者邰晓安、秦宏、庞梦霞
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闽
西永定、上杭、长汀，抵达目的地江西瑞金。
水陆并用，辗转约 3000 公里，这条中央
红色交通线在 1930 年代，连接起党中央和
苏区。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新 道 路 ，开 辟 了 赣 南 、闽 西 等 革 命 根 据 地 。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成立，定都瑞金。彼时，党中央仍设在大城市
上海，与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村根据地相距遥
远，空间距离成了推进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一
大障碍。
应运而生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把上海与瑞
金联系起来。掩护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
200 多位党的领导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运送
6000 多担苏区紧缺物资，传递大量中央和地
方的文件、情报资料，这条绝密交通线就是“苏
维埃的血脉”。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开辟，一直坚
持到红军长征出发后，这条绝密交通线连接的
是一段党的重要历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90 周年前夕，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深入闽西，踏访中央红色交通
线遗迹，探寻在当年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它能
够长期存在的秘密。

看不见的生命线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
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一出闽西上杭县的古田会址动车站，广场
上巨大的红旗雕塑和《清平乐·蒋桂战争》诗句
就在眼前，让人仿佛置身 1929 年的历史情
境。那年秋，红四军再次占领上杭，闽西革命根
据地里，各县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
革命。毛泽东有感而发，填下这首“清平乐”。
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
始了新道路的尝试，从低谷中走出。当时的革
命局面是：党中央坐镇上海指挥全国；与此同
时，从井冈山建立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多
个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主要特征的红色苏维埃
政权，如星星之火，在全国各地出现，渐成燎原
之势。
到 1930 年末，全国已建立起赣南闽西、鄂
豫皖、湘鄂赣等 6 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其中，
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闽粤赣中央苏区连成一
片，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为
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
革命形势大好。
不过新的形势下，党中央这个头脑与苏区
身躯的沟通联系却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
驱车行驶在龙岩的高速公路上，窗外层峦
叠嶂。这里山高水长，地势险峻而易守难攻，同
时也意味着交通不便、信息不畅。
“上海是指挥
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但是与远在千里之外的
中央苏区之间隔着白区，党中央无法及时了解
中央苏区的真实情况，一度对中央苏区的革命
形势产生误判，发出与苏区革命形势发展大相
径庭的指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王
盛泽说。
王盛泽所指，是著名的“二月来信”。1929
年 2 月初，中共中央从上海给闽西的红四军特
委写信，指示其分散成小分队，并要毛泽东、朱
德离开苏区前往中央。
2 月发出的信，直到 4 月才送达苏区。接
信后，毛泽东、朱德认为，如按信中指示，可能

■记者手记

在“ 伯 公 凹 ”读 懂 红 色 交 通 秘 史
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客家人走到哪
里，
“伯公庙”就建在哪里。地处山坳的闽西小村
“伯公凹”，是 1930 年代中央红色交通线“入闽
第一站”。今天，它是人们感悟“红色交通线精
神”的红色地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成立 90 周年之际，
记者从福建龙岩永定城
区出发，
将这个闽粤交界处的深山小村庄，
作为
探寻“中央苏区血脉”的第一站。
车出永定城区西南方向约 20 分钟，
就来到
伯公凹所在的山脚下。10 月中旬，受冷空气影
响，这里阴雨绵绵、水泥路面湿滑，上坡时几乎
要溜车。过了一段陡坡，沿盘山路再有一刻多
钟，
才到伯公凹。
同行的永定区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阙俊聪介绍，当年进山都
是土路，
而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
出于安全考虑
连土路也不能走，
只能穿行于深山密林中。多数
情况下，
他们还要以夜幕和雨天为掩护，
肩扛手
挑执行任务，
其艰难程度难以想象。
伯公凹一带当年也是白区和赤区的分界线
之一，不但邻近国民党统治区，而且村小人少，
作为党的秘密站点有很大的暴露风险。这样一
个小村庄，为何“摧不垮、打不掉”，成为交通线
上的重要中转站？
答案是共产党员革命信念的坚定和当地群
众的全力支持。全村仅 30 多人的伯公凹，至全
国解放，有 13 位党员和群众先后为革命牺牲，
仅红色交通员邹端仁家族就涌现出 7 名烈士。

小小伯公凹，
是 3000 公里中央红色交通
线的缩影，
珍藏着精神的密码。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隐蔽战线，
交通纪律
严明，还有很多牺牲的交通员和群众的名字
是不可查的。
”原永定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赖
立钦说，
无论是隐蔽战线上的牺牲，
还是长征
路上闽西子弟甘洒热血的“一里一忠魂”，都
反映出当年苏区干部群众对革命坚定的
信仰。
今天，随着一些史料的解密，中央红色
交通线这一中国共产党当年的隐蔽战线，被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熟知；在中央红色交通
线所在地的努力挖掘、保护下，一批当年的
交通站点先后被列为国保、省保和县保文物
单位。
记者在探访中看到，在永定、长汀等地，
中央红色交通线遗址遗迹通过活化利用，不
仅成为传承弘扬苏区精神、开展干部党性教
育、国家安全观教育等红色教育的现场教学
点，还成了结合红色旅游、乡村振兴，助力原
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宝贵“红色财富”。
“包括我的祖辈邹端仁在内的革命先辈，
怀着对国家美好未来的向往，
向死而生。如果
能看到今天强大的祖国和人们的幸福生活，
他们一定非常欣慰。
”从事中央红色交通线文
化传播工作的烈士后人邹广敦说，自己的责
任，
就是要把革命先辈的故事传播出去，
让更
多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增加被敌人消灭的风险。事实上，他们认为，当
前闽西的革命形势高涨，正是建立和巩固这一
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这封姗姗来迟的信，让毛泽东等感到，随
着中共中央和闽西苏区之间的联系问题日趋
突出，建立彼此联络通畅的交通线成为迫切需
要。”王盛泽说。
同时，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也需打通一
条交通线来获取外界支援。
“不 给 粒 米 勺 水 之 接 济 ，片 纸 只 鸟 之 通
过。”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开展如火如荼，让
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不安，连续发动大规模军
事“围剿”和持续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邻近红
色根据地的敌占城镇，国民党对食盐、煤油等
相关紧缺物资实行“公卖”制，并断绝赤、白区
域间的交通。

苏区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十分紧缺。有
些地方盐比金贵，
甚至有价无市。苏区军民用
香干、萝卜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由于长
期盐摄入不足，许多群众腿脚浮肿似“大象
脚”，
还有人患上各种疾病，
甚至丧命。红军指
战员体质明显下降，
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西药、布匹、煤油等物资也十分紧缺，苏
区生产的粮食、土纸、钨砂又销不出去，无法
换取资金支持革命。
“快速发展的苏区革命根据地还面临干
部和技术人员急缺的情况，同样需要得到党
中央的支持。但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大量
外来人员的流动，在中央到苏区的路途中极
易被国民党发现。”原龙岩市永定区委党史
研究室主任赖立钦说，这都需要有一条安
全、畅通无阻的交通线路来解决问题。

1930 年，毛泽东派人专程前往上海，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周
恩来汇报急需建立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苏
区交通线的意见与设想，得到周恩来充分肯
定和大力支持。同年，周恩来领导成立中央
交通局，开辟了由上海党中央通往全国各革
命根据地的长江、北方、南方三条秘密交通
线。其中，连接上海与闽西赣南中央苏区的
南方线，后来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这条线路由上海经香港、广东汕头至闽
西、赣南，从 1930 年设立，一直坚持到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成为三条交通线
中持续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最为隐秘的
一条。
“一日走 40-70 里，机要文件日夜兼程
100 里。”3000 公里交通线上，交通员们日
夜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输送物资进入
苏区。据不完全统计，
中央红色交通线共护送
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 200 多位领导干
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还运送了 6000 多担苏
区紧缺的物资，同时传递了大量中央和地方
的文件、情报资料。
中央红色交通线源源不断地为中央苏
区“输血”，因此毛泽东赞称，
“交通线就像我
们身上的血脉”。党史专家则称其为“中央苏
区看不见的生命线”。

在刀尖上行走
走进龙岩市永定区中央红色交通线纪
念馆，迎面可见一幅“中央红色交通线示意
图”。曲折绵延的交通线，仿佛血管般在闽粤
赣大地延伸开来。
周恩来对红色交通线工作十分重视，要
求“宁 可 放 弃 苏 区 一 个 县 ，也 要 办 好 交 通
线”。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他，在站点线
路的设计、规章制度的制定、交通员的选拔
上煞费苦心。
很多人会问：上海到瑞金，地图直线距
离不足 1000 公里，为何红色交通线要走
3000 公里，从海路绕道香港、广东汕头，再
取水路、陆路到达中央苏区？
“南方线水陆兼备，可以避开部分陆路
国民党军队的盘查。且线路横越沪、港、汕三
大城市，香港、汕头是华洋杂处，百业并存，
易于交通员化装往来。此外潮汕地区开展革
命较早，群众基础较好，易于秘密隐蔽。”福
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二处副处长毛立红
这样解释。
闽西交通大站曾设在虎岗镇虎西村晏
田祠。还未走近晏田祠，一座灰白色砖木结
构的建筑就映入眼中。这是绝密交通线上少
见的大站，主屋带有前廊，两翼还有横屋，中

轴线自东向西依次为池塘、围墙、天井和正
厅。在虎岗，墙上保留着很多当年红军言简
意赅、朗朗上口的手写标语。这些红军足迹
的重要标识揭示着这里坚实的革命基础。就
是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中央红色交通线日夜
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和输送物资进入
苏区。
不过即便多绕了 2000 公里，交通员仍
然需要冲破重重防线，与敌人斗智斗勇。尤
其是从广东上岸后，沿路到达中央苏区要经
过密布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闽
粤交界地带，危险重重。
为了保障安全，交通线实行了一整套秘
密工作方法。例如，各线、站只同所在地党委
书记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发生关
系。交通员只有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的
关系，一般互不认识，也不了解全线的情况。
在交通站点的安排上，有的点以家庭形式出
现，有的则以店铺或者学校形式出现，甚至
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交通员在执行任
务时，常用别的身份作掩护，一般化装成商
人、画家、探亲或赶集的买卖人；多是两人结
伴同行，一前一后，前者空手，主要看风，后
者身带文件。前面发现情况，后面就马上转
移，保护文件的安全。运送的物资经过包装
后，由交通员化装携带，或利用社会关系托
运到汕头，再由交通站转运。
水陆交接的码头处，常有重重关卡。
“码
头上等候的交通员如果看到靠岸的船只前
面挂一个竹制的帽子，就明白船上有货物或
重要人物。接头暗语‘江面无风，要起船了’
表示可以安全交接，反之‘江面起风了’就代
表危险。”永定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征
研股股长林添茂说，船到广东大埔青溪站
后，交通站立即组织群众趁夜抢运，再转运
至闽西。
交通站点也都设置便门等，以利交通员
随时撤退。
红色交通线福建境内最后一站，位于长
汀县古城镇中街路 37 号，是一家名为“永源
祥”的杂货店。这是一座长条形带阁楼的商
住两用建筑，前面是商铺，后面可以住人歇
脚。整条街上多是这样结构的店铺，每家店
铺的大门上都会留一方形、脑袋大小的门
洞，夜晚做生意时店铺会关闭大门，仅留门
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但留心观察也许能注意到，
“永源祥”和
其他店铺有个细微差别——
— 门上的门洞造
型奇特似雕花。
店内前后厅两边各有一扇门，加上前门
和后门，这座商铺竟有六扇门。现在的店主
人余必胜说，爷爷余景年曾对家人讲，如果
有人先摸门板上的门洞，发出有规律的声
音，再敲门三下，即可开门。否则，绝不随便
开门。虽然当时他感到不解，现在想来，这叩
门声应是“接头暗号”，而屋内的六扇门，则
是为了交通员接头时若遇上抓捕，可向多个
方向逃跑。
交通员要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
锁，闯过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避开反
动民团的袭击，需要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林
添茂说，要成为一名交通员，除需要党龄 3
年以上、政治上坚定可靠、有丰富的对敌斗
争经验、机智灵活、有一定文化、能快速辨别
陌生人、记忆力强外，还要“不能说梦话”。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交通员要遵守十分
严格的保密纪律。交通员不能查看和询问无
关信息，
甚至不许照相。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
写道：
“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
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
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
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
天走就白天走，
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
”
为了避免随身携带的情报和物资被搜
到，交通员们想尽了办法。柴火里、雨伞中间
的竹竿里、装运书籍的竹篓里，甚至粪桶里，
都可能装有物资与情报。在闽西革命历史纪
念馆中，摆着一个农村双层粪桶的复制品，
上层可以装粪肥，从旁边拉开藏着一个隐蔽
的隔层，可以放盐巴、药品等物资。当年交通
员和农村妇女运输队就是以挑粪下田为掩
护，一担一担地为根据地军民运送急缺物
资。
“大粪臭气熏天，国民党关卡检查人员不
愿靠近。类似的土办法和民间智慧解决了不
少物资或情报运送的难题。”林添茂说。
每一次护送任务都危机四伏，需要交通
员快速应变，和敌人斗智斗勇。为了顺利带
回物资，交通员有的穿着泡满盐水的棉衣，
忍着不适回到赤区熬出食盐；有的假装抬棺
人，用棺材运回食盐；有的用花轿“送亲”掩
护接送干部、传递文件，进行革命联络活动。
（下转 1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