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万英雄的红色故事
■ 本报记者 聂扬飞 李跃波

这里是红军的摇篮，走出了 12 支主
力红军队伍。

这里是将军的故乡，诞生了 59 位百
战将星。

2016 年 4 月 24 日，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金
寨县调研考察时， 满怀深情地说：“一寸
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回想过去
的烽火岁月， 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
精神， 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
的功勋。 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
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

近日，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 “走向复
兴———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全媒体报道
小组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 追寻红色精
神，回顾光辉历程。

红色文化 感人至深

广场依山而建，拾阶而上，每一段台
阶的数量各有不同， 寓意着金寨县为中
国革命作出的不同贡献。

59 级台阶， 寓意着在金寨县诞生的
59 位共和国开国将军；50 级台阶， 寓意
着被追认的金寨籍县团级以上革命烈士
500 余位；49 级台阶 ， 寓意着金寨县于
1949 年全境解放；10 级台阶， 寓意着革
命战争年代金寨县 10 万青年参军征战，
为国捐躯……

阶梯的尽头， 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
塔高耸而立， 纪念塔正面刻着刘伯承元
帅题写的“燎原之火”四个镀金大字，向

世人诉说着大别山老区为中国革命事业
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纪念塔的另一侧是金寨县烈士陵
园，200 多名红军将士在这里安息。 讲解
员告诉记者， 陵园里留下了许多动人故
事，有的是全家人参加红军，全部为国捐
躯，也有一家两位兄弟共同参军，双双成
为将军……据《金寨县革命英烈名录》记
载，金寨县已确定的烈士有 11000 多名，
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留下姓名。

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 先后有十多
万金寨儿女投身革命， 绝大多数血洒疆
场，为国捐躯，已被追认在册的革命烈士
占全国在册革命烈士总数的五十分之
一。 金寨同时也是全国第二大将军县，可
谓户户有红军、 村村出烈士、 山山埋忠
骨、岭岭铸英魂。

红色记忆 彪炳史册

星火燎原，浩气长存。 在红军广场，
有一组大型浮雕格外引人注目。 不时有
往来游客驻足观看。 浮雕上真实记载了
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等场景。

1929 年 5 月 6 日 （农历立夏节），在
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的领导下， 安徽金
寨西部的汤家汇、南溪、斑竹园、吴家店
等地区（当时属河南省商城县南乡）爆发
了彪炳史册的立夏节起义 （也称商南起
义），并取得全面胜利。

“立夏节起义是鄂豫皖边区首次取得
全面胜利的革命武装起义， 为创建红 1
军、红 4 军、红四方面军和豫东南、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来的

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金寨县委党
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胡遵远谈道。

1929 年 11 月间， 在大别山东麓，安
徽西部的六安、霍山，更大规模的六霍起
义爆发了。 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内，方圆
百里全被农民武装占领， 农民武装斗争
的烈焰席卷大别山区。

多年后， 开国中将张贤约这样回忆
他在金寨参加革命时的情景 ：“在起义
中，我报名参加游击队，制作许多假枪，
刷上漆，光亮亮的，民团看到背快枪的游
击队开过来，四散溃逃。 ”

“贫苦的老百姓分得了土地，他们很
开心、很高兴，当红军去。 苏维埃政府规
定：一个乡要拿出上等的土地，用木牌子
或者石头刻上，红军公田等字样，来解决
他们吃饭的问题。 ”金寨县干部学院高级
讲师李业坤介绍,几大武装起义点燃了大
别山的革命火种， 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
反动势力， 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党组织和
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终于看到了希望。

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红色基因是金寨最鲜明的精神底
色， 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2020 年 11 月 10 日， 金寨县革命烈士陵
园入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
基因库试点， 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唯
一入选首批试点建设项目， 也是首批 15
个试点单位中唯一的革命烈士陵园。

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 金寨现
有国家、省、市、县四级重点革命文物保

护单位 172 处、216 个点。 近年来，金寨县
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宣传利
用工作，探索总结了 10 种传承红色基因
的“金寨模式”，认真开展革命遗址遗迹
和重点红色文化资源的普查工作， 精心
编制了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建设了一大
批与红色旅游发展配套的项目。

暑假期间， 来金寨革命博物馆参观
的人数逐年攀升。 据副馆长杨晓璐介绍，
为更好宣讲红色文化，该馆不断修改、完
善、提升讲解词，及时充实新鲜内容和感
人故事，努力让讲解做到新鲜感人、引人
入胜。 该馆每年为社会各界提供高质量
的讲解 3000 场次左右，年讲解接待 20 多
万人(次)。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在金寨
县长岭乡，有一户郑姓人家。他们坚持义务
为当地一处红军烈士墓守墓，已经 87年。

1934 年 12 月 3 日凌晨， 红 25 军 82
师共 800 多人向根据地进发， 行至乌凤
沟时，遭到国民党军队伏击。 当时仅 200
多人突围，其余将士壮烈牺牲，82 师师长
周世觉阵亡。 年仅 13 岁的郑长林亲眼目
睹了战事的惨烈。 之后，郑长林和山民们
乘着夜色偷偷挖了几个坑， 将烈士们的
遗体分别掩埋在乌凤沟的几处山坡上 。
从那以后，修建、维护、守望……郑家人
和红军墓结了缘。 第一代守墓人郑长林，
第二代守墓人郑学才， 第三代守墓人郑
以清，第四代守墓人郑为栋，郑家已四代
接力守墓。 “我的儿子、孙子都要继续守
护这片红军墓， 把这个使命代代传承下
去，让人们永远铭记这段革命历史。 ”郑
为栋坚定地说。

枪声背后的呐喊
■ 本报记者 洪放

本报见习记者 陈成

巍巍大别山， 浓浓红色情。 1 月
14 日一早，记者走进位于大别山深处
的岳西县响肠镇请水寨村。 91 年前，
这里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安庆
地区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 、影响

最 深 远 的 一 次 农 民 武 装 起
义———请水寨暴动。

1929 年秋 ，潜山
县后北乡天堂地区

（今属岳西县 ）
发 生 严 重
的 干 旱

灾害 ，粮食减产 、稻米奇缺 ，农民饥
荒严重 ， 土豪劣绅却不顾农民协会
的警告 ，不断抬高粮价 ，激化了农民
与地主之间的矛盾。 在此背景下，农
民的斗争也从抗租 、抗息 、反对抬高
稻价的经济斗争转化为武装斗争和
政治斗争 。 1929 年 11 月 ，中共潜山
县委在梅城召开县委扩大会议 ，决
定以距离县城较远而农运基础较
好的请水寨为暴动中心 ，择机举行
暴动 。

1930 年 2 月 4 日，中共衙前中心
区委书记王效亭召开群众大会， 宣布
武装起义， 并将原来的秘密武装组建
为工农革命军潜山独立师， 王效亭任
师长。随即，全师 100 余人在当地革命
群众的配合下，打土豪、分粮食，开辟
了天堂（地名）红色区域。 红军潜山独

立师也经数次改编，最终在 1930
年 6 月上旬根据中央军委巡
视员朱瑞视察天堂苏区后的
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中央独立第二师。

尽管遭到国民党反
动派的持续镇压 ，

这支革命队伍
在暴动发生后
的半年多时间
里始终没有放

弃斗争。 1930 年 9 月 4 日，师长王效
亭率部从霍山回师天堂地区 ， 在衙
前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 ，全
师溃散 。 坚持 7 个月之久的请水寨
暴动才告失败。

“请水寨暴动是党的八七会议产
物， 是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斗争
经验在皖西地区的开花结果 。 尽管
失败了 ，却锻造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
为巩固皖西革命根据地 ， 发展皖南
的党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岳
西县党史工作者储挺身看来 ，暴动
枪声的背后是劳苦大众反对统治
阶级剥削的呐喊 ，革命的火种从此
点燃 。

如今， 在请水寨村村口不远处，
一座 “请水寨暴动纪念碑 ”和其背后
41 座烈士纪念碑让人肃然起敬 ，他
们中牺牲时最小的仅有 19 岁， 最大
的不过 40 多岁。 请水寨村 66 岁村民
王钜明老人的继父 （二叔 ）王俊烈士
就在其中。

“继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仅
有 20 岁，受尽了严刑拷打也没有吐露
出半点有关组织的信息， 牺牲自己保
全了大局。 ”如今在王钜明的家中，仍
珍藏着王俊烈士的相片，在他看来，正
是先辈们浴血奋战， 才换来了如今的
美好生活。

当好红色故事的
讲述者和传承者

■ 聂扬飞

1 月 8 日，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报
道小组深入金寨县采访， 虽然天气寒冷，心
中却是一团火热。 因为脚下，是一片红色热
土。革命战争年代，10 万金寨儿女前赴后继、
为国捐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闯出了
一条民族独立之路、人民解放之路。 青山红
土，处处留下了革命先烈的光辉足迹，彰显
了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初心意味着对职责
使命的坚守，也意味着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自觉。
深入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采访，既是缅怀先烈、铭
记历史的一次精神洗礼，也是践行“四力”的一
次生动实践。 通过探寻和讲述那些感人至深的
红色故事，把红色精神从符号、理念，变成更多
人身边的鲜活存在，让初心的力量和信仰的光
芒，能够随着一个个隽永的红色故事流传，这也
是以实际行动来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追溯过去
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千秋伟业、百年风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回顾峥嵘
岁月，重温光辉历史，讲好中国故事，我们方
能不忘初心、不忘根本，知道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方能不畏艰难、砥砺前行，用文字记录
新时代，用脚步丈量新征程。

《八月桂花遍地开》
从这里唱响

讲述人：胡遵远（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
志研究室主任、档案馆馆长）

口述历史

记者手记

�� 11 月 88 日拍摄的金寨县红军广场。。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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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别山烈士纪念园的雕塑《《八月桂花遍地开》》。。 （（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聂扬飞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
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这首《八月桂
花遍地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于大别山区的革命历史
歌曲，最初是为了庆祝苏维埃成立而创作的。由于曲调优美、
歌词生动，这首歌很快就在豫东南革命根据地传开了。后来，
伴随着红军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 它是以大别山民歌《八
段锦》为曲调、依曲填词而成的，词作者就是罗银青。

罗银青（1894 年—1952 年），安徽省金寨县（原属河南
省商城县）南部斑竹园镇沙堰大西冲人。 1927 年春，他进入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
年 5 月，立夏节起义胜利后，为了兴盛苏区教育，党组织指派
他到果子园佛堂坳模范小学任校长。

1929 年的农历八月， 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
纷纷建立。 为了宣传教育和引导群众，表达劳苦群众翻身得
解放和庆祝苏维埃成立时的喜悦心情，时任商城县委领导班
子成员、红三十二师党委书记李梯云和红三十二师政治部主
任漆禹源、县委委员漆先棣等人研究决定，创作一首歌唱苏
维埃和红军的歌，在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 后
来，创作歌曲的任务交给了少共县委书记徐乾。 徐乾与少共
县委组织部长漆先棣、宣传部长漆先平商量，让罗银青编写。

罗银青刚刚参加了乡苏维埃成立庆祝大会。当时，正值
金秋时节，桂花盛开，乡苏维埃成立大会上人民群众的欢乐
情景历历在目，罗银青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哼着当地民歌
《八段锦》的曲调，填写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写
好后他立即送交给李梯云审阅。定稿后，
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并
编舞，教 16 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
表演。

在斑竹园长岭岗举行的第
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 ，
《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舞表
演十分成功， 赢得观众热烈
掌声。 李梯云当场对模范小
学进行了嘉奖， 并把教唱这
首歌作为大会的一项内容。
会后， 少共县委将歌单发给
各团支部、各乡苏维埃，让大
家一起学唱。自此，这首革命
歌曲便在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流传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