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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地今昔 81年前，达维河谷木桥边，长征途中两支红军队伍意外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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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长征印记

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受挫后，红军和群众被捕入狱，但他们身陷囹圄仍矢志革命

琼东监狱党旗飘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翻越云雾笼罩、白雪皑皑的夹金
山后的第一个城镇，便是四川省小金
县（当时称懋功县）达维乡，在寻访红
军的长征史上，懋功会师是一个无法
绕过的关键节点。

1935年 6月，从瑞金一路走来
的中央红军在历经千难万险，长途行
军八个多月后，在夹金山北麓的沃日
河边，意外地在这里遇到了另一支举
着镰刀斧头旗的队伍——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方面军。

这场会师，让两支红军队伍得到
了极大的休整和补充。然而此后，等
待红军的还有更严酷的考验——由
于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不少从瑞金
走出的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走了一
条更为艰苦的长征路，这其中就包括
从中央红军调往红四方面军的海南
籍将领庄田。

遇见举着相同旗帜的队伍

夹金山的雨说下就下，采访车刚
从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一路驶下，
历经数次峰回路转，历经了半山腰的
阳光明媚，待到达几公里外的达维乡
时，天空霎时间却乌云密布，豆大的
雨点从天而降。

路边，一位老乡望一望缠绕在远
处山尖的乌云告诉我们，此时夹金山
顶已是白雪纷飞了。

这段曲折的盘山公路，采访车走
了半个多小时，但当年红军顺着山沟
上的积雪滚落下来行军至此，却用了
一天多时间。大雨中，远处藏式的白
色石头碉房群集的达维乡，远远看去
已经模糊一片。

公路旁的峡谷里，带着淡黄色的
达维河在两山之间流过，河的对岸矗
立着一座白色的纪念碑：“达维红军
会师纪念碑”。

刻在纪念碑上的文字记载：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
部队红一军二师四团，克服重重困难
翻越夹金山，来到与达维古镇遥相对
应的半山坡上，与正在执行任务的红
四方面军小股部队意外相逢，并在这
座桥上胜利会师。

顺着纪念碑下的河谷看去，一
条水泥修成的小道顺着河谷一直
蜿蜒至沃日河边，30 米开外的河
面上，矗立着一座褐色的木桥，碑
文显示这里就是著名 的“ 会 师
桥”。走上木桥，另一端通向河谷
山谷，长长的阶梯通往河谷的另
一条公路边。

小金县政协原副主席、红军长
征研究专家杨天乐告诉我们，81
年来，这座桥上的木板朽了又换，
换了又腐，但当年的桥基一直未
变，当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
的先遣小部队就是在这座桥上，
欢呼雀跃，相互拥抱，共同庆祝翻
越夹金山后的胜利。

小城里两支队伍共庆会师

接下来，顺着沃日河一路北上，
便是坐落在连绵群山包围之中的小
金县城。

县城四周都是高山，小金县城宛
如坐落在井底，县城里的建筑沿坡而
建，就连县城的马路都是曲折盘山而
上，县城里一块平整的土地更是寸土
寸金。

县城内最大的一块平整土地，便
是位于县城中心的“小金红军会师广
场”，近一千平方米的广场上，中间矗
立的纪念碑上题写着“懋功红军会师
纪念地”字样，距离纪念碑北侧不远
处山体上，一面由山体雕刻而成的鲜
红的党旗雕塑格外醒目。

杨天乐介绍，1935年6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
主力到达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
面军主力胜利会师。

当晚，红军总政治部在会师广场
旁的天主教堂组织了团以上干部联
欢会，吸引了许多县城里群众参与庆
贺，将天主教堂内外围得水泄不通，
场面十分热烈壮观，后来这场欢庆在
当地称为“同乐会”。

正值中午学校放学时间，我们在
会师广场采访完毕刚上车，就看见成
群身穿校服系着红领巾的孩子顺着
马路人行道，向着这块纪念广场跑
来。在广场上，孩子们追逐打闹，笑

声不断，宛如当年红军在懋功举办
“同乐会”时的欢呼雀跃。

庄田三次反复往返草地

懋功会师，让中央红军和红四方
面军的总兵力达到了10万人，却让
原本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海南籍将
领庄田，有了更为曲折的长征路。

懋功会师后，6月26日中央召
开“两河口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
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负责
指挥，将一方面军编为左路军，四
方面军分编中路军和右路军，一同
北上。

原属中央红军建制的红九军团
奉命改为第三十二军，在红九军团任
职的庄田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政治部组织科长。

而此时的庄田，正与刚刚加入的新
部队，红四方面军一起被编入右路军。

随后的长征路里，与中央意见不
合的张国焘，却带领着红四方面军于
1935年10月率部南下川康，试图另
立中央。

庄田跟随红四方面军即将过完
一片草地时，又不得不再次穿越草地
南下，待到南下失败后，又北上过了
一次草地，茫茫大草地如此反复往返
居然有3次之多。

显然，和其他海南籍将领相比，
庄田走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长征路。

（本报四川小金10月11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人少时一天就卖三四百块，
多时卖上千块。”在夹金山4114
米的高度，竖立着红军过山纪念
石碑的地方，山脚下小金县夹金
村的村民刘光友搭了个棚子，卖
松茸、牦牛肉等本地特产。他告
诉记者，这些特产受到游客欢迎，
售价也很可观。

夹金村村支书曾发贵介绍，
81年前村民竭力把蔬菜等粮食
送给红军。但当年把粮食送给红
军，村民是勒紧了裤腰带；如今，
本地的特产，已经成他们脱贫致
富的资源。这个村靠种玫瑰、土
豆，卖牦牛肉、松茸等，于今年进
入脱贫行列。

从夹金村出来，我们进入小
金县城住宿。巧的是，在我们所
住酒店前面，就是当年红军在其
办公过的天主教堂。当年，著名
的懋功会议就在这里举行，毛泽
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就住在其
厢房里。

如今，除了通过历史展览讲
述当年长征故事外，教堂还举办

“小金县六十周年经济社会成就
展”，讲述小金人民脱贫致富的新
长征。与夹金村一样，长期以来，
小金县是个“穷地方”，2012年被
中央确定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经过近几年的奋斗，这
里的发展面貌大大改观。

民国期间，小金县大片良田被
用于种植鸦片。而如今从夹金村
进入县城，我们看到沿途尽是果
树。发展苹果、花卉、牦牛等生态
农牧业，是这个县域的经济重点。

过去5年，小金县农牧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20.4%，于
2015年达到8610元。“现在的日
子，比以前好多了！”曾发贵感慨。
（本报四川小金10月11日电）

四川小金县：

昔日粮食送红军
今朝特产助脱贫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受挫
后，不少红军和革命群众被捕入狱，
其中一部分被关押在海口和府城监
狱，一部分被押回本县监狱。由于以
政治犯身份入狱，包括 10 余名中共
党员在内，当时琼东监狱囚禁的100
多人都受到严重的剥削和压榨，过着
极为艰苦的生活。

直至 1935 年上半年，通过联系
中共琼东县委，陈焕香等人才受到

县委指导于狱中秘密成立中共党
支部，由陈焕香任党支部书记。党
支部成立后为领导铁窗内的党员
团结一致，为带动革命群众同琼东
监狱的敌人开展各种斗争作出了
重要贡献。

这种贡献首先体现在生活上。
当时政治犯伙食标准为每天人均
28 个铜板，但大部分都被狱方克
扣，导致伙食又少又难吃，使得犯
人们食不果腹。陈焕香等党支部
成员发动群众签署联名书，向琼崖
绥靖公署进行举报，要回了伙食
费。随后他们在狱中搭建了简易
厨房，请人做饭，这才改善了狱中
伙食，也赢得了民心。

党支部还组织和发动狱友惩处
入狱的乡绅恶霸，打击他们的嚣张
气焰。尤其是来自福田镇的霸道
敌保长何铭燕，曾多次抓捕共产党
员，入狱后仍趾高气扬、不知悔改，
使众人恨得牙痒痒。一天晚上，大
家假借打群架之机，将其套上麻袋
迎头痛殴，打得何铭燕再也没了脾
气。但此举也严重激怒了狱方，他
们派来伪县兵对组织者进行残忍
暴打，致使中共党员郭儒伦双手残
废，谢志德和陈元育、陈焕香被殴
打至重伤。

后来，监狱党支部成员吸取经验
教训，放弃武斗转向宣传革命和说理
斗争，组织大家向狱方不断提出合理

要求，包括要求狱方开设藤竹器手工
场、建设排球场以保障犯人身体健
康，要求狱方给犯人订报，通过报刊
帮助狱友们从反面了解政治和革命
形势等。

当中央主力红军因第五次反
“围剿”受挫踏上长征路时，琼崖革
命也在危难中不断跨越坎坷，以多
种形式争取革命的最大胜利。琼
东监狱党支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狱中成立 5 年以来，一心团结发
展革命群众，组织革命斗争，充分
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
那个险象环生的特殊情境下显得
尤为珍贵。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

懋功红军会师纪念碑。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特派记者 计思佳

长征路上，牺牲的红军数量难以统
计。为了纪念他们，老百姓们修建了一
座座红军碑墓。而其中有一座甚为特
殊，它坐落在亚口夏山上，是中国海拔
最高的红军墓。

亚口夏，在藏语中意为“不可逼近
的神山”，海拔4800米，是红军长征时翻
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站在山脚下，亚
口夏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沟壑纵
横。红原县党史办工作人员说，亚口夏
雪山是红军长征途中往返翻越次数最
多、海拔最高的一座大雪山，山上留下
了许多年轻战士们的铮铮铁骨。

“现在气温变暖了，以前的积雪比
这还厚！”红原县的老人们说，亚口夏山
终年积雪，天气变化无常，但险恶的环
境并未能阻止红军前进的步伐。

1935年7月2日，红军第一次翻越
这座雪山，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
方面军三十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
部队，翻越亚口夏雪山；同年7月9日，
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
方面军一部翻越此山；1936年7月留驻
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三十
一军九十一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
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第三
次翻越亚口夏雪山。

站在亚口夏山山顶，雪山的壮美风
景令人沉醉，但高原反应和爬山的劳累
又让采访团的成员们十分疲乏。很难
想象当年在物质匮乏、缺衣少食下的红
军是如何在短短一年之内三次翻越这
座雪山的。

依靠百折不挠、无坚不摧的顽强意
志，红军们走出了这里，但很多红军将士
也为此献出了生命。《红原县志》介绍：
1952年7月19日，解放军某部翻越垭口
时，发现12具排列整齐的完整遗骨，一律
头北脚南，旁边还有一些武器装备的残
骸。据记载，国民党军从没上过山，因此
基本确定是17年前长征战士的遗骨。估
计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班，第三次翻越亚
口夏山时，因缺氧、严寒窒息而亡。红原
县政府后来就地掩埋尸骨，并立碑建起这
座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崔嵬雪山，红军丰碑。愿英雄们能在
此安息。 （本报四川红原10月11日电）

亚口夏雪山上的红军丰碑：

海拔最高的红军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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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会师地四川小金县今貌。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