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故事

1937 年 7
月发生的卢

沟桥事变（又

称七七事变）

标志着全国

抗 战 的 开

始。为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7 月中旬，中

共中央派代表同国民党谈判，提交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红军游击队是党领导的重要武装力

量。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8 月 1 日，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

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

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

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

取得合法地位”。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项英、

陈毅分别与国民党江西省和赣州当

局以及国民党驻军，围绕红军游击队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简称为新四军）的建制、编制、干部、

装备等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经过有

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双方最终达成

合作抗日等协议。同时，项英、陈毅

以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

的公开信》，要求南方各地游击队停

止游击战争，集中改编抗日。

在选择部队集中的地点时，红军

游击队始终保持革命警惕，坚持独立

的靠山近水的安全地带扎营。根据

中共赣粤边特委指示，北山、油山、信

康赣、信南等地的游击队分别在信

丰、全南、广东南雄等地集中和整训，

随后陆续开赴池江，分驻在池江弓

里、板棚、小汾、兰溪、杨村等地，并改

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湘南游击队

在湖南沙田集中后，也开往大余池江

整训。之所以选择在池江进行整训，

是因为池江背靠油山，面临平原，进

退方便，便于指挥；人口稠密、土地肥

沃，群众基础好、觉悟高，部队给养和

安全有保障。此外，汀瑞边游击队按

照谈判协议，在瑞金集中整训，改编

为瑞金人民抗日义勇军。

整训期间，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弓

里举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陈毅、杨

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亲自授课，进一

步提高了战士们的理论水平。基于

“过去的残酷斗争只在游击战术上各

有特长，对军事普遍常识却感到不

足”的状况，为适应部队从游击战争

转变到抗日战争的需要，特委开展了

军事术科训练。在弓里、小汾等游击

队驻地，分别修建了 6个练兵场，对战

士进行正规军事术科训练。战士们

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斗志昂扬，苦练

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上沙场，打击日

本侵略者。

与此同时，各地群众掀起了慰问

义勇军的热潮。曾任赣南特委组织

部部长的刘建华对此深有感触地回

忆：“信丰、大余、南康、南雄、三南等

地的几百名青年和妇女，送来几百担

鸡鸭、鱼肉、花生、米果、烫皮和 1000
多双军鞋布袜等慰劳品，以及大量的

慰问信，慰问抗日义勇军指战员。信

丰的李桂华带领的一支慰问队就送

来 500 双鞋和 500 条毛巾，还有 500 斤

花生油。”

中共赣粤边特委及时抓住有利

形势，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

传。每逢圩日，杨尚奎总是在人群最

集中的地方进行宣讲，向群众“讲解

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政策，宣扬赣

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顾全大局，

为挽救民族危亡，决心奔赴战场与日

寇血战到底的精神，鼓动热血青年走

到抗日的队伍里来”。他“讲到激动

处，常常声音哽咽，热泪夺眶”，“被他

讲演吸引住的人在他周围围得水泄

不通”。

特委还派人到老游击区、县城、

大圩镇，开展宣传演出活动。通过广

泛宣传，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党的抗日

救国号召，纷纷动员亲人参加义勇

军，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

参军的动人情景。一些逃亡在外和

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红军战士，许

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苏

区干部，一直遭受国民党迫害的红军

游击队家属，长期隐蔽在家的地下党

员、游击队员……纷纷前来池江寻找

党组织，参加义勇军。在短短的几个

月内，赣粤边抗日义勇军由集中时的

300多人扩编到 700多人。

从 1937年底至 1938年初，池江成

为赣粤湘边抗日救亡的中心，成为革

命群众和进步青年一心向往的地方，

被誉为南方的“小延安”。

1938 年 1 月底，新四军副军长项

英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

来到大余池江，宣布赣粤边和湘南抗

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

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的一部分。赣

粤边特委改为赣南特委，杨尚奎任特

委书记。瑞金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

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第二营和

第四团第二营的一部分。

2 月 15 日，新四军第一支队从池

江出发，经南康、赣州城郊，开赴抗日

前线；3 月 1 日，新四军第二支队从龙

岩白土出发，经瑞金、于都、赣州城

郊，开赴抗日前线。新四军沿途受到

广大群众热烈欢送，他们驻扎赣州城

郊期间，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

进一步扩大了抗日影响，近千名青年

报名参加新四军，进一步壮大了抗日

力量。赣州因此成为新四军的重要

组建地之一。

从此，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艰苦考

验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以

新四军的勃勃英姿，高举抗日大旗，

驰骋在大江南北，成为一支立场坚

定、久经考验的红色劲旅，为抗日战

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

要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

长城”。

红军游击队整训改编为新四军
□陈安

1938 年 1 月，汀瑞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一部，举行抗日誓

师大会。（资料图片）

大余池江弓里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集中整训地遗址。（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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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起义爆发至今，已整整 90
年了。

1931 年 12 月 14 日，国民党第二十

六路军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指

导和在第二十六路军秘密开展工作的

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发动下，于宁都城

举行武装起义，全军 1.7 万余名官兵加

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起义前夕，由于涉及第二十六路

军活动情况的两份秘密文件落入敌

手，蒋介石命令逮捕第二十六路军

中的共产党人。为此，中共特别支

部召开紧急会议，第二十六路军参

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

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等高级将领经

商议后，派出袁汉澄前往瑞金，与中

革军委联系。

袁汉澄到达瑞金后，朱德、叶剑

英、刘伯坚等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随

后，中革军委立即召集会议，研究第二

十六路军起义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

见，对起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指示。

中革军委的指示中有一条：起义时尽

可能将当地反动头子黄镇中、严维坤

逮捕。

袁汉澄返回时，中革军委副主席王

稼祥、秘书长刘伯坚、参谋长叶剑英把

他送出叶坪村。临上马前，叶剑英还

反复叮嘱袁汉澄要记住中革军委的几

项指示。

1931 年 12 月 13 日，中共特别支部

在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部研究

起义事项，为贯彻落实中革军委的指

示，也作出多项决定，明确由七十四旅

逮捕伪靖卫团团总严维坤、分团长黄

镇中。

14 日黄昏，第二十六路军按预定

的计划捉捕了国民党宁都县县长温肇

祥。然而，起义的当晚，宁都靖卫团团

长严维坤、国民党宁都县党部执行委

员蔡毅听到起义军枪声，判断出第二

十六路军起义了，他们率领县城的部

分土豪劣绅与靖卫团武装，携带枪支

弹药、粮草及金银匆忙逃往县城西北 5
公里的翠微峰。

翠微峰地势险要，高百余丈，实

为天险。山之西为黄竹寨、北为观

音寨，三山之间互为屏障。严维坤、

蔡毅他们盘踞此地，想凭据天险固

守待援。

严维坤他们盘踞在此，被红军和赤

卫队围困。7 个多月之后，围寨的红军

和赤卫队向翠微峰北侧的观音寨发动

强攻。1932 年 7 月 29 日晨，观音寨被

攻克，200 余名靖卫团人员被俘。9 月

16 日，部队又向黄竹寨发动进攻，由绝

壁攀登而上，将该寨攻破，捕获土豪劣

绅等 260 多人。为减少伤亡，对剩下的

翠微峰，决定改强攻为继续长围久困，

在翠微峰四周，每隔一丈就设置一个

哨棚，由一班人驻守，断绝山上的物资

来源。严维坤他们携带上寨的粮食弹

药毕竟有限，坐吃山空，被围困一年之

后，寨内粮草断绝，人心浮动，缺医少

药，病的病，逃的逃。

严维坤、蔡毅等头目感到内外交

困，不得不派出代表陈祖安、管思仪下

山谈判，准备投降。1933 年 1 月 14 日，

严维坤等人下山投降，严维坤被省裁

判部判处死刑。

而在宁都起义前，精明的黄镇中暗

中就嗅到了第二十六路军的反常情

况。距离县城 12 公里的东南方，有座

云石寨，海拔近 500米，状如障云，山顶

旷百丈，有巨湖。黄镇中便开始经营

此山以备自己靖卫团的进退。

1931 年 12 月 14 日午后，黄镇中

率队离城南下，他对第二十六路军

的反常情况事先有所察觉，想与其

保持一定距离。果不出黄镇中所

料，12 月 14 日晚，震惊中外的宁都起

义爆发。

黄镇中听到县城起义军的枪声，知

道形势不对，想利用云石寨天险固守，

等待国民党援兵的到来。一些缙绅

也纷纷跟黄镇中上了山，接着黄镇中

又邀集竹笮嵊守望队张鹏起部以及

瑞金官仓王立楦、黄沙黄华畔几个守

望队，陆续上到云石寨，以集中力量，

守住山寨。

红军派独立团及赤卫队围困云石

寨。开始，黄镇中居高临下主动迎

战，发现伤亡不小，便声东击西，派人

攻击驻守长胜法沙的红军团部，分散

红军主力。继而又派出“敢死队”，王

文为队长，刘大任为副队长，制竹梯

及绳梯由云石寨北边悬崖攀援而下，

在山下骚扰红军，配合山上突围，牵制

围寨红军。

1932 年 3 月间，被围困数月的黄镇

中，缺乏补给，山上食品眼看就要用完

了。他开始孤注一掷，为突围做准

备。此时，黄镇中巡视云石寨四周，又

听到瞭望哨兵汇报，称东方大寨、西方

圆顶山均有红军连续侦查，并有构筑

炮兵工事的迹象。黄镇中判断必有炮

兵增援，于是派出竹笮嵊守望队先将

山上的眷属士绅，找了一条溪涧密道

秘密带离山寨。

4月 16日夜发大雾，黄镇中认为机

会来了，率部循密道经老庵背冲出，渡

过梅江河上到老鹰寨。随后，与瑞金

的两个守望队一起仓皇逃离，游走于

宁都、瑞金、石城、广昌、于都各边区，

躲避红军。

将 近 18 年 后 ，1949 年 9 月 23
日，解放军攻克翠微峰，将盘踞在

此、想再次依靠翠微天险固守待援

的黄镇中俘获。黄镇中经公审后

被判处死刑。

宁都起义的一项特殊任务
□廖安生

他参与策划、组织、指挥、领导

了宁都起义且创建了红五军团；他

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他

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把自己的一切

都交给党，交给人民。他就是河北

新河籍烈士董振堂。

董振堂，1895 年 12 月 21 日生于

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一户殷实的农

民家庭，先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清河预备学校三连和（第九期）炮科

学习；毕业后任冯玉祥部十一师见

习官，见习期满后任第十一师炮兵

连排长。在历次战斗中，董振堂英

勇善战，先后任排长、连长、炮机教

导大队长、炮兵营长、工兵团团长等

职务。 1926 年 9 月参加五原誓师

后，董振堂晋升为第四师第十二旅

旅长，不久升任国民军联军第十三

师长。1930 年 4 月，中原大战爆发，

冯玉祥部在历时半年的蒋冯阎战争

中失败。董振堂所在的孙连仲部被

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

路军，他任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

三旅旅长。

1931 年春，第二十六路军被蒋

介石调到江西“围剿”红军，7 月进

驻宁都县城。九一八事变后，第二

十六路军要求离开宁都，回北方抗

日，其中尤以董振堂第七十三旅非

常积极。蒋介石南昌行营怀疑这个

旅的南昌留守处是共产党的联络

点，对留守处进行查抄，张贴布告，

布告说第七十三旅“违抗军令”，是

“土匪”，使董振堂和全旅官兵无比

愤慨。加上受赵博生等人影响，使

董振堂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使他

向往苏区，向往红军。

1931 年 12 月初，因隐蔽在第二

十六路军的中共特支成员不慎暴

露，特支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

等人决定提前起义。12 月 14 日黄昏左右，董振堂按

照与赵博生、季振同等预先商定的计划，在第七十三

旅旅部小楼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特支

书记刘振亚，特支党员、第七十三旅学兵连连长李青

云，特支党员、第七十三旅参谋郭如岳，以及第七十五

旅参谋长边章伍、进步军官马金富和几名基层军官。

会上，董振堂简短明了下达命令：“今晚要行动，把部

队带到红军那边去！”接着，他布置任务：“刘振亚率特

务连把守通往苏区的要道；李青云率学兵连之一部，

负责城北门与东门之间的巡逻；郭如岳率学兵连的另

一部，攻占总指挥部电台……”

当晚，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在梅江河畔一处西式

小楼的宴会上，控制了全军团以上主官。随后，第七

十三旅在董振堂指挥下，按计划分头行动。第七十三

旅学兵连在解决第二十五师师部电台时遭遇抵抗。

董振堂闻讯，带着一个警卫员，前往策应指挥。十几

分钟后，战斗胜利结束。

在董振堂率领下，第七十三旅全体官兵参加了宁

都起义。12 月 16 日，起义部队开到固厚后，成立了红

五军团，董振堂被任命为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

军军长。随后，他率部参加整编整训，积极配合政治

委员旷珠权（后为何长工）工作，努力按照红军建设要

求，组织全军官兵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红军的条例、

条令，学习红军光荣传统，使第十三军在整训中走在

全军团前面。

1932年 3月 7日，在攻打赣州的危急关头，董振堂

令所部第三十七师在天竺山、白云山一线杀入敌阵，重

创敌军，掩护红三军团撤退。4月，董振堂率部参加龙

岩、漳州战役，并经何长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

后，他要把自己积蓄多年的 3000多元钱交党费，何长工

等领导人叫他不要全交。他仍坚持全部上交，说：“革

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

1932 年 5 月，董振堂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后改称

军团长）。7 月上旬，他率红五军团参加南雄水口战

斗，大获胜利，致敌伤亡 3000余人。经此战，红五军团

威震四方。1932 年 12 月中旬，在纪念宁都起义一周

年之际，董振堂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颁发的红旗勋章。

1932 年 8 月，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先后参加了宜

（黄）乐（安）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和第四次

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董振堂率红五军

团先后进行了建宁樟村、横江阻击战斗，三溪圩、三坑

战斗，新桥、太阳嶂战斗以及广昌保卫战。广昌保卫

战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配合红三军团先后参加了头

陂、高虎脑、驿前战斗。

1934 年 9 月初，董振堂率部在宁都与广昌交

界地带阻击宁都方向之敌后，经宁都赶往兴国高

兴圩以北、老营盘以南地区，与红三军团第六师

一起，阻击国民党军进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赢得了时间。长征开始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

团担负后卫任务，与国民党军英勇作战，被誉为

“铁流后卫”。

1936 年 10 月，董振堂率部随红军西路军渡过黄

河，西进祁连山，攻占临泽、高台县城。1937 年 1 月中

旬，董振堂率高台守城红军 3800 余人，同国民党军 2
万余人激战 9 个昼夜。1 月 20 日，董振堂在弹尽援绝

之后，壮烈牺牲，时年 42岁。

在董振堂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说：“他是一

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2009 年 9 月，董振堂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

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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