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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地今昔

8个渡口千军万马竞渡，全县30万人保守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于都：万里长征从这里起步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1932年7月，随着蒋介石向中央
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广
东省反动当局也派陈汉光率部赴
琼，向琼崖苏区和红军发动第二次
反革命“围剿”。8月4日，琼崖红军
开始执行突围转移计划，撤退到琼
东、定安两县交界的乌榄湾（又名东
安）、合水湾一带。

抵达马鞍岭后，特委决定让红

一营和女子军特务连留在马鞍岭坚
守阵地，迎击追兵，掩护琼崖党政军
领导机关西上母瑞山。

马鞍岭山高林密，壁峭路陡，地
势十分险要。留守红军在挖好防御
工事后，便隐蔽于山林和掩体时刻
戒备。次日上午，涌至山下的成群
国民党兵如乌云压境。这边女子军
枪声才响，那边敌人的一颗炮弹就
呼啸着从天上砸落。一时间枝折叶
落，炮弹掀起的土石甚至埋到了女
战士们的腰上。

枪声、炮声不断交织，女子军特
务连连长冯增敏耳边响起一排长的

报告声：“连长，子弹快打完了！”早
有准备的冯增敏先派传令兵卢业兰
赶回师部报告军情，接着部署道：

“特务连的每位战士只留下一颗光
荣弹，其余都交给二班战士陈月
娥。”

尽管陈月娥是弹无虚发的神枪
手，一杆枪的火力还是太弱。看着
敌人们越爬越近，冯增敏当即大喊：

“同志们，用石头砸！”女战士们举起
石头砸向敌人，拼死作战。

突然，一阵猛烈的机枪轰鸣，红
军师长王文宇带着增援部队杀出来，
暂时打退了敌人的冲锋。他命令女

子军第二班的10名战士留下继续作
战，掩护其余战士向牛庵岭撤退。

冯增敏和战士们虽然撤到了牛
庵岭，但放心不下那些姐妹，晚上趁
着夜色赶回马鞍岭接应。但当她们
赶到时，10 位女战士均已牺牲。她
们躺在满是枪弹碎片的土地上，血
迹斑斑的衣服无声地记录着她们临
死前的不屈抗争和英勇搏斗。

为了守护琼崖革命的星星之
火，她们用无悔的青春和生命筑起
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值得我们
后人永远尊重和纪念。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誓死守卫革命的星星之火

巾帼十杰血染马鞍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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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陈成智 李磊

悠悠贡水，三座大桥飞架。两
岸滨江湿地公园花木葱茏，美不胜
收。

这里是江西母亲河——赣江的
支流，而82年前，这里是红军开启万
里长征的源头。

在杨成武等许多中国将领的回
忆录里，在许多中外记者、作家的笔
下，这里都是一个魂牵梦萦的地方，
是一个伟大奇迹的起点，是红军长
征路上必须跨越的第一道关口。

30万人严守秘密

在今天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
时代，你动个手指头，信息便通达天
下。

然而，82年前，于都这个“全红
县”，完成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任务：
30万人保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解
说员钟敏告诉记者，8万多红军主
力，1934年 10月从各地集结于都
后，休整、扩充兵员、补充物资，停留
长达10天时间，然后分别从8个渡
口安全渡河。

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
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
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
子”。好几万人就这么消失了？

其实，远在琼崖的革命根据地，
冯白驹当年的一句名言，恰恰可以
回答国民党人的疑问：山不藏人人
藏人！

真正赢得民心的共产党人，才

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根据当

年工兵的测量，河面最宽的地方达
600米，水深1至3米，流速也非常
快，只有3处渡口适合趟水过河。

八万红军是怎样悄无声息地完
成渡河的？

夜幕掩护下的万军渡河

9月 19日上午，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琼崖儿女长征路”全媒体采访
团一行，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纪念园，园址就在于都县城东门渡
口旁。

1934年 10月 18日傍晚，中革
军委、中央机关、红军总部以及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
正是从东门渡口迈开了长征的第一
步。

当时河上没有桥，大部队要过
河只能架设浮桥和摆渡。为了保证
红军顺利渡河，在中共赣南省委、省
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倾其
所有，大力支援红军。

沿河的老百姓都把家中的渔船
全部捐献出来，先后汇集了大小船
只800多条，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
的用作摆渡。为了避免敌人飞机的
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架设浮
桥都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开始进行
的。傍晚时分，有组织的群众就从
四面八方涌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
把，有的送茶送饭，还有的架设浮
桥。

红军渡河后，他们要赶在第二
天凌晨六点以前把浮桥拆除，依次

靠岸排开，由此不断循环架桥。

“于都人民真好，
苏区人民真亲”

别了，于都河！别了，曾经用鲜
血捍卫过的红土地！

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治委
员的杨成武将军，后来在回忆录《忆
长征》中写道：“这是一个永远也不
能忘怀的场面。”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整齐的
队伍站在河对面的草坪上，源源不
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
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乡亲
们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我们手
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
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
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
住‘呜呜’地哭起来。”

伴随着讲解员钟敏的娓娓话
语，耳畔传来了《十送红军》的歌声：

“一送（里格）红军 （介支个）下了
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
绵……”

据研究者统计，仅在红军长征
出发前的1934年5月至8月，于都
人就献出粮食79390石；长征前，于
都人踊跃参军参战，1.6万多名于都
儿女参加了长征，他们中的绝大多
数，再也未能还乡……

每次解说，钟敏都会说起一段
故事，为了帮助红军渡河，沿岸百姓
拿出家里的门板、木料，甚至有老人
把自己预备的棺材板都送来了……
当时周恩来曾动情地说：“于都人民
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纪念园里的“海南元素”

中央红军出发纪念地纪念园，
如今已经成为于都的标志性景观。

草鞋、大锅、旧军衣、子弹……
纪念馆里展示的每一件物品背后，
几乎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这里有一双至今保存完好的绣
球草鞋，那是红军谢志坚的未婚妻
为他编的，谢志坚一路上舍不得穿，
胜利后拿着草鞋回乡寻人，却发现
未婚妻早已被杀害。

在诸多的将领照片中，我们一
眼就看到了张云逸。这位时任中革
军委副参谋长、红八军团参谋长，当
年11月初在粤赣边界的大庾岭迎接
中央红军，开始了漫长的征程。

“你们是从海南来的，这里还有
一位海南人！我见过她照片，很漂
亮！”介绍完张云逸，钟敏笑着指着
当年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名单，
上面有海南文昌人谢飞。

纪念馆外右侧，矗立着由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捐建的“长征
五号”运载火箭模型，模型高12米，
直径1米。

秋日的阳光，静静地洒在于都河
畔的火箭模型上。记者突然想到了
令人神往的一刻：当年，海南文昌人
张云逸、谢飞、云广英、符确坚、林青，
参加了万里长征；而今年11月，真正
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即将从琼崖
革命先辈们的故乡文昌飞天！

长征，早已成为中国走向复兴、
迈向太空的最强代言字符！

（本报于都9月20日电）

瑞金瑞金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计思佳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
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
……”这是赣南籍将军、长征出发时任
红一军团第十五师政委的萧华创作的
《长征组歌》。

9月19日，“琼崖儿女长征路”采访
团来到江西于都。在当地，许多参加过
长征的红军后代组成了一个业余合唱团
——“长征源合唱团”，多年来坚持走到
全国多个地方，用发自肺腑的心声传唱
长征精神，“讲述”那一段恢宏的历史。

“我爷爷四兄弟，有三人都参加了
长征，他们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合唱
团成员林丽萍说，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合
唱团成员里十分常见。

成立于2010年 11月的长征源合
唱团，已经走过北京、陕西、甘肃、宁夏、
广东、贵州等地。每到一处，当身穿红
军军服的团员们热情洋溢地演唱一首
首红歌时，高亢激扬的歌声、荡气回肠
的旋律传递出了穿越时空的革命精神，
一次次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

目前，合唱团共有团员约160名，
有老有少，来自不同行业。缺乏声乐基
础的他们，基本每周都坚持排练，下基
层、到城市、进校园，没有报酬，但从无
怨言。有了这样的坚持，合唱团曾获评

“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其“《长征组
歌》传播巡演”项目被确定为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项目。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林丽萍
透露，合唱团计划沿着昔日长征路线，
从于都一路唱到甘肃，唱到陕北，让来
自长征出发地的歌声回荡在长征路上。

（本报于都9月20日电）

长征源头，那一曲
心声发自肺腑

于都红军后代组成长征源合
唱团，多年坚持传唱长征精神

长征印记

■ 本报特派记者 计思佳 苏庆明

清波碧浪，婉转萦回，初秋的于都
河在微风中泛起层层涟漪。时光荏苒，
当年红军出发的渡口旁屹立起了渡江
大桥、长征大桥、红军大桥等一座座桥
梁，在向世人诉说着那段光荣岁月，也
见证了于都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绿色是于都城市建设的主色调，该
县先后投资2000万元对城市道路和工
业园区等地进行绿色装扮。县城绿化
覆盖率已达42.18%，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0.20平方米。

“水清、山绿，高楼林立，交通便利，
于都这几年越来越现代化。”来于都出
差的信丰县文广新局副局长郭元明说，
依靠《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
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好政策，赣
南苏区的经济和城市建设都迈上了快
速发展的道路。

如今，汽车可以驶往全县每一个村
庄。县城主干道也由原来的一条东方红
大街，发展到现在的滨江大道、贡江大
道、长征大道等十多条；323国道、319国
道和厦蓉高速公路穿境而过，驾车可全
程高速直达南昌、广州、深圳；火车直达
北京，动车可直达福州、厦门等地。

“我们本来在广东打工，看到家乡
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2009年就辞职
回家创业。”范婷婷和华教来夫妇俩之
前是于都县禾丰镇珠塘村的定点帮扶
贫困户，依靠自己的打拼和镇里的技术
扶贫，两人办的养猪场现在一年的利润
已经超过30万元。去年，夫妻俩还注
册了公司，并通过对猪粪进行无害化处
理，卖起了生物有机肥。

80多年前，当工农红军从这里踏
上长征时，于都整个县城面积不足1平
方公里。现在，于都整个城区面积已达
24.9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25.6万人。
2015年，该县还被评为“江西最具吸引
力投资目的地”，被列为省级服装服饰
产业基地、省级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
承接地。

于都河水依然静静流淌，如同当年
为红军编草鞋，送自己的亲人开始长征
一样，现在的于都人也用自己的双手，
建设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本报于都9月20日电）

古渡架新桥
巨变长征源

于都去年获评“江西最具吸引力
投资目的地”

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于都河边上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的
红军穿过的大衣。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