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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地今昔 26座雪山留下了红军将士们坚定的足迹和不熄的信念

跨越雪山：红军选择了最艰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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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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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确定转战贵州。2天后，冯白驹写信派陈玉（育）清北上寻找组织……

一封联络信 千里寻组织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特委和省委在一九三二年四月
间发生一次来往了后，继因特委肃反
工作的影响，交通同志发生问题，迟
迟没有交通同志到省委去……特委
被困于山上，同时和各县党断绝关
系。因此便迟迟无办法派交通到省
去。”这是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于
1934年12月20日写给中央的信，一字
一句，无不记录着他当时焦急的心情。

根据信中所述，琼崖特委在与中
央失去联络的期间，先是派交通同志
到广东省委驻地和香港等地进行寻
找，未果。随后，琼崖特委（特）派员
欧照汉在琼又接上了省委通信处，便
和交通同志去找省委，但在广州湾遭
敌人抓捕，此时又于省委回示的通信
处断了联系。再后来，“特委数次写
信和派人到港去找省委均不着，因此
一直到现在还不得到和省委接头。”

冯白驹在信中汇报，自敌部第
二次疯狂“围剿”后，中共琼崖特委
在母瑞山遭围困了8个月，无法联系

各县党组织，导致特委失去领导作
用，使得除琼文、乐万两县党组织
外，其余县党组织均于无形中解体。

冒险突围迁出琼文界后，琼崖特
委虽开始收拾和重新去布置全琼工
作，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和武装斗
争也逐步进行，但冯白驹坦言，在失去
省委领导后，加之对党的工作路线了
解不够充分，又缺乏强健的党组织，此
时特委对琼崖的领导工作颇受影响。

故冯白驹便派中共琼崖特委交
通员陈玉（育）清到上海联系中央，希
望通过中央联系省委并派陈玉（育）清

过去，再由省委委派回来。如无法实
现，冯白驹认为：“可由中央给特委关
于现时党的政治任务、工作的策略
路线以及目前国际、中国革命斗争
情形详细的指示，请该同志带回
来。”同时与中央恢复建立联系，以
便特委详细报告琼崖革命情况，讨
论和接受中央的工作指示。

一封薄薄的信件，承载着当时琼
崖特委与中央联系的希望，带着这位
领导着琼崖革命不断向前、高歌猛进
的“琼崖旗帜”的焦虑和寄托。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

朱毛旧居朱颜未改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循着红军的足迹，我们从四川宝兴
县城出发，沿着盘山路向北跋涉60公
里，来到了夹金山脚下的藏乡——硗碛
乡泽根村。

这是个美丽宁静的小村寨。泽根
村四面环山，放眼望去，一排米黄色木
石结构的藏族民居正在云雾缭绕的高
山的衬映之下。一条石板路穿村而过，
路旁是篱笆，长着一枝枝或红或白、高
及人肩的花儿。穿着藏族服装的阿妈，
慢悠悠地在路上踱着步子。

在赣粤湘桂黔滇等地跳出敌人包
围圈后，红军面临新的同样凶险的“敌
人”：雪山草地。为此，红军专门举行了
过雪山誓师大会，夹金山脚下的硗碛就
是当年誓师的地方。

泽根村村道旁，两座分别名斗底、
迥贡的藏族锅庄楼相邻而立。1935年
6月，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的雨雪前
夜，毛泽东、朱德就在这两座小楼里临
时住宿，策划了翻越夹金山的壮举。

锅庄楼是当地特色民居，分上下
两层，下层为方形石雕结构，主要用
于饲养；上层为木架的“锅庄房”，供
人食宿。

43岁的村民仁杰蒙告诉我们，两
座锅庄原本不在这里，1997年，乡里建
设电站，水淹没了建筑原先所在的位
置，县里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将它
们整体搬迁至此，因此我们看到的仍
是原貌。

据了解，81年前红军来到硗碛，得
知“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后，硗碛街上
50多户300多人都出来鸣放鞭炮，上茶
送水，几十个喇嘛也吹号撞钟，表示欢
迎。由于红军的到来，这儿的人们也第
一次尝到了大米。

81年后，朱毛旧居旁多了一座刚
建不久的综合服务中心，有的村民也办
起了饭店，迎接过往来客。让百姓过上
好日子，这是当年红军的奋斗信念，也
是如今硗碛的美好前景。

（本报四川宝兴10月9日电）

汶川地震后，海南援建
宝兴留下一段特别的情缘

雪山不忘
大海情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大爱无疆，恩情似海，雪
山不忘大海情，海南之恩历史
铭记。”

这块镌刻在宝兴中学门前
一块大石上的碑记，记录着
2008年5·12地震之后，海南向
重建四川省宝兴县伸出的援助
之手。碑记周围便是三栋海南
援建的教学楼，每栋楼身上都有
刻着“海南省援建项目——海南
人民捐建”的字样。

当海报集团“琼崖儿女长
征路”全媒体采访团来到四川
省宝兴县县城，虽说此地距海
南已是千里之外，可无论是县
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还是普通
百姓，听说采访团来自海南省，
都会聊上几句当年海南援建的
事情，话里话外不是感恩就是
欢迎，处处感受到宝兴人对海
南的特殊情谊。

这种情谊，在宝兴县城处
处可见的地名上就能看出：宝兴
中学主教学楼前的广场，被命名
为海南广场。横贯县城的海南
街，是县城繁华之地，而海南街
1号，正是宝兴县委所在地。

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后，
记者曾前往宝兴县城采访，也
亲眼见证了宝兴中学曾成了宝
兴城内最大的安置点，教学楼
前的海南广场上搭建着一座座
安置帐篷、完好屹立的教学楼
前堆放着一箱箱救灾物资。

不仅是宝兴中学，当年4
月20日四川芦山发生7.0级地
震后，多座海南援建宝兴县的
灾后重建建筑无一垮塌。

“雪山不忘大海情。”这六
个字如今已经成为夹金山麓宝
兴人民挂在嘴边的词条，他们
铭记着来自海南的情谊。
（本报四川宝兴10月9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计思佳

“红一方面军5座、红二方面军8

座、红四方面军13座。”

这是记者在遵义会议陈列馆看

到的红军翻越雪山的统计表。26座

雪山，留下了红军将士们坚定的信

仰足迹和不熄的革命信念。

阅读革命先辈的回忆录，爬雪

山、过草地的这段经历常常出现。

然而，巍巍高耸的雪山，对革命志士

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中国革命意味

着什么？我们需要用脚步丈量，带

着敬畏之心去揣摩。

最快的路也是最难的路

谷幽峡深，飞瀑四溅。

9月底，“琼崖儿女长征路”海南

日报全媒体采访团一行来到四川宝

兴县，当汽车行驶在盘山路上时，风

景令人心旷神怡。

但对于80多年前用双脚翻山越

岭的红军来说，他们应该完全无心

山间的风景，长期处在饥饿、疲劳状

态中的他们，尽管围追堵截的国民

党军少了，但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

对生命的严峻考验。

时光回到1935年，飞夺泸定桥、

渡过大渡河后，红军来到了四川境

内。5月31日，中央纵队到达沪定

县城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议，即沪定会议。这次会议讨

论并决定了红军前进的行动路线。

宝兴县关工委副主任、办公室

主任李宣文告诉记者，此时摆在红

军面前的有3条路：

一是向东进军，抵达松潘地区，

但国民党已在这条路上布下了重兵；

二是向西沿山路到达四川西北

的丹巴、阿坝地区。但这条路上少

数民族众多，而且由于国民党的压

迫，当地少数民族对汉族人多有戒

心，容易发生冲突；

三是从中间山麓直接翻过夹金

山，一座主峰海拔4930米的雪山。

这座雪山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

够翻越，当地民谚生动地描述了雪

山的恐怖：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

人也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

非神仙到人间。”

但为了迅速甩开国民党，避免

和他们正面交战，和红四方面军会

合，红军最终选择了人烟稀少的雪

山草地，以达到快速行军的目的。

“这是最快的路，也是最难的

路！”李宣文说道。国民党军队甚至

都不敢相信红军会做出这样选择。

藏民送物资助红军翻雪山

1869年的春天，法国传教士戴

维在宝兴山区发现了一种令世界惊

奇，最后成为中国国宝的动物——

熊猫。因此，宝兴被称为福地。

在宝兴县，红军为翻越雪山做

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宝兴人民也

用自己的行动，给了红军极大的支

持和帮助。

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

馆，记者看到了一座红军闭着眼席

地而坐的雕像。

纪念馆馆长舒敏介绍说，1935

年 6月 7日，红军先遣队进入灵关

殿。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四处对

红军进行丑化宣传，百姓们听了人

心惶惶。红军到来之后，发现家家

关门闭户，为了不惊扰百姓，红军战

士们就在屋檐下坐到天亮。

“红军保护番人”“回番民族宗

教信仰自由”……在纪念馆里，记者

还看到了当时红军在宝兴留下的标

语照片。

在兵匪横行的年代里，百姓们

看到这样纪律严明的部队非常感

动。在红军登雪山前，藏族同胞们

看到红军粮食不足，衣服单薄，纷纷

送来玉米、胡萝卜和红辣椒给战士

们，还自告奋勇要当登山向导。

“藏胞还为战士们编织草鞋，帮

他们用竹棍做成路杖，用棕皮做成

背心穿在身上。”舒敏说。

雪山是丰碑是见证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

座雪山。站在夹金山脚下，松柏葱

茏，草地上的格桑花开得正艳，远处

巍峨的雪山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刺

眼的白光。当年红军也是从这里开

始登山的。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

中央红军来说，他们很多人之前连

雪都没见过，因此即将翻越的雪山

比之前的战斗更令他们紧张。

当地老乡说，过雪山必须在上

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

多带衣服、带上烈酒、辣椒。

为了快速行军，战士们把多余

的衣服都丢掉了，很多人穿的还是

单衣单裤。“我们当时每个人有个夹

被子，靠着这个来过雪山。”老红军

王道金曾回忆道。

1935年6月13日，在夹金山下

的扎角坝上，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

聚集在这里，召开了翻越夹金山的

誓师大会。大家把辣椒煮成辣椒

水，每个官兵一人一碗。喝完，部队

向着夹金山出发了。

这是一条艰难的路，更是一条悲

壮的路。后据统计，红军三大主力在

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

万人以上。许多衣衫单薄、耗尽体力

的红军战士在精疲力尽之后长眠在

皑皑白雪之下，永远与雪山作伴。

“夹金山不仅是座山，更是一座

丰碑，是长征精神的见证。”李宣文说。

采访中，李宣文不断提到一个

人——席懋昭。这位当年的灵关小

学校长和同在学校工作的妻子贺伯

琼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得知红军

要挺进宝兴时，席懋昭亲自组织迎

接，给红军带路，后又护送陈云出

川。1948年，席懋昭被国民党逮捕，

于解放前3天牺牲。

似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

起，就一直在和危险打交道。这些

毅然放弃了生命的人，这些连名字

都没有留下来的人，究竟为了什

么？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境优渥，为

何要选择这条最艰难的路？

在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中国，

这群因信仰而聚集的中国人，为了能

探索一条救国自强的道路，为了追求

民生幸福的目标，变得无所畏惧。

这，就是答案！

（本报四川宝兴10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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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宝兴县硗碛藏族乡泽根村
毛泽东朱德长征旧居。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主峰海拔4930米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图为夹金山脚下的四川宝兴县硗碛藏族乡泽根村新貌。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