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
央红军长征经过粤北的南雄、仁化、乐
昌近 20 个乡镇，突破了国民党军在赣
粤、湘粤边境设立的3道封锁线，胜利通
过粤北进入湖南境内。在粤北韶关的这
段时间里，红军长征留下的长征精神，
流传的英雄事迹，成为韶关这片红色热
土永恒的精神财富。

长征故事代代相传

“红军进驻南雄新田村时，恰好碰上
当地的‘姓氏节’，村里的老百姓便邀请
红军一起欢度。”南雄市史志办原副主任
李君祥向经济日报记者讲述了当年经过
新田时的故事——古老的村落里，留下
了红军的足迹。

广东南雄市乌迳镇新田村的李族，
将每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定为李族姓氏
节。那时，当地村民忙里忙外，将村里
几座祠堂打扫干净给红军住，还准备了
最好的酒菜招待红军。据当地老人回
忆，红军离开时，将住宿过的祠堂打扫
得干干净净，将老百姓的东西一一归还
后才整队出发。村里有十几个村民自告
奋勇地为红军带路。

“铜鼓岭之战，是红军长征在广东最
惨烈的一战。”仁化县史志办党史顾问刘
耀东告诉记者，铜鼓岭阻击战历时两昼一
夜，粤军伤亡80多人，红军伤亡100多人。

“这次战斗红军虽然伤亡较大，但将
敌人牢牢控制在铜鼓岭南麓一线，掩护
了红军主力后续安全通过城口一带。”刘
耀东说。

广东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东光
村，距离铜鼓岭战场仅六七里地。“我是
1934 年 9 月出生的，打仗时才刚刚出
生，岳父和村里的老人给我讲过很多铜
鼓岭战斗的故事。”东光村的老人刘东
顺说。

刘东顺介绍，听说当时战斗结束以
后，周边很多村民来到战场，眼前满是
牺牲的红军、受伤的战士。有的战士在
跨越战壕时被子弹击中，牺牲时还保持
着前进的姿态；有些受了伤的红军，爬
到旁边的小溪边去喝水。村民看到以后
心疼得掉眼泪。

“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啊！”如
今，在韶关，学校时常会请村里的老人
给学生们讲长征的故事，让年轻人铭记
曾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红色记忆融入日常

“革命伟业千山近，红军长征万里
遥”“两万里路途风雪草地，十万名壮士
雷雨艰行”的对联贴在南雄市油山镇上
朔村人民会堂的门楹上。这里日前举办
了“重走长征路·共筑中国梦”第三届
重走长征路（南雄段）徒步活动。

1934 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粤北的
南雄、仁化、乐昌。如今，这些红色革
命老区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经济
发展和生活面貌有了极大改善。仁化县
城口镇至今仍完整保留着一条“红军
街”——当年红军路过时，不占老百姓
的房屋，每天露宿街头。

“红军长征路过韶关时，当地党组织
和民众积极送水送粮、提供借宿、引路、照
顾伤病员，留下了不少佳话。”村里的老人
们向记者复述着自己所闻的细节。仁化
县陈欧村有一处“红军泉”，记述了当年红
军从战场下来休整时，为了不扰民，在野
外温泉洗浴的故事。一位红军战士还给
老乡赠送了一条“红军毯”。

在乐昌市博物馆，记者看到了红军
当年经过时留下的箩筐、斗笠、电话机
等物件。几颗铜铸手榴弹表面，铸有五
角星纹，中心还有象征工农的铁锤、镰
刀标志。乐昌市博物馆馆长欧伦彬介
绍，1975 年春天，乐昌九峰镇浆源村农
民挖地时发现了4颗手榴弹，是红军长征
经过浆源村留下的。

欧伦彬告诉记者，在韶关，军民和
睦、互相支持的故事还有很多。“红军部
队经过乐昌五山时，当地村民自发为红
军碾谷筹措军粮，为每位红军战士装满
可以维持3天的米袋；当年红七军在乐昌
时，家家户户拿出糍粑给红军战士吃，
还照顾红军伤病员到祠堂休养。红军路
过之处，秋毫无犯。”

革命事业开花结果

作为岭南通往中原的要道、南北咽
喉，粤湘赣三省交界的韶关是岭南重
镇、兵家必争之地，具有浓厚的红色文
化底蕴。

“红色旅游可以通过产业化的推动，
将本地的生态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
转化为经济优势。”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局长黄宣剑告诉记者，目前老区
人民参与发展红色旅游的愿望非常强
烈，对发展红色旅游表示极大欢迎和支
持，渴望由此脱贫致富。

每一处革命遗迹、每一件珍贵文
物、每一堂传统课都是鲜活的教材。据
统计，韶关目前共有革命旧址、遗址、
纪念设施329处，其中红军遗址、遗迹有
131处，红军烈士纪念碑 （园） 8座，经
认定命名的红军遗址 （旧址） 文物保护
单位37个，红军历史文物1120件。

红军长征在粤北以及 3 年游击战期
间，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支持，传播了
革命火种，促进了当地革命运动的开展。

黄宣剑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
留下了大量重要历史遗存，积淀了丰厚
红色基因。为了保护和利用红军长征历
史文化遗产，充分挖掘红军长征精神的
文化内涵，南雄、仁化、乐昌等地都做
了大量的工作。

为进一步保护和发掘红色资源，韶
关将在仁化县城口镇建设红军长征粤北

纪念馆，打算将红军长征遗址遗
迹集中的仁化城口镇打造成红色军
事文化特色小镇，辐射带动南雄、
乐昌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并将
南雄“红军入粤第一仗”、水口战役、
油山游击战旧址和乐昌五山红军长征指
挥所、九峰山战斗旧址、龙王潭景区等
纳入其中，形成“长征之路”精品旅游
线路。

在韶关市委书记李红军看来，红军
在粤北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为红军
顺利长征奠定了基础，是红军长征历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建成的红军长征
粤北纪念馆，有利于推动粤北地区红军
长征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
用，并为广泛深入和持久开展好以纪念
红军长征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助力。

长 征 精 神 最 宝 贵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长征过程中长征过程中，，红一红一、、红九军团及红红九军团及红
三三、、五五、、八军团各一部于八军团各一部于19341934年年1010月月2525
日至日至19351935年年11月月77日日，，经过粤北的南雄经过粤北的南雄、、
仁化仁化、、乐昌乐昌、、连县等地连县等地，，以大无畏的英以大无畏的英
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历尽艰历尽艰
险险，，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在赣粤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在赣粤、、湘粤湘粤
边的两道封锁线边的两道封锁线，，顺利西进顺利西进。。

19341934 年年 1010 月月 1010 日晚日晚，，中共中央和红中共中央和红
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红一方面军以朱德为红一方面军以朱德为
总司令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周恩来为总政委。。其中其中，，红一红一、、九九
军团为左翼军团为左翼，，红三红三、、八军团为右翼八军团为右翼，，掩护中掩护中
央纵队央纵队；；红五军团殿后红五军团殿后，，作甬道式开进作甬道式开进，，共共
88..66万多人开始战略转移万多人开始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初期红军长征初期，，朱德朱德、、周恩来审时周恩来审时
度势度势，，决定与陈济棠部建立抗日反蒋的决定与陈济棠部建立抗日反蒋的
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达成达成““借道粤北借道粤北””等五条秘等五条秘
密协议密协议。。

1010月月2525日日，，红一军团经江西信丰的红一军团经江西信丰的
石村墟石村墟、、小河小河、、万隆直插广东南雄的界万隆直插广东南雄的界
址址、、乌迳一带乌迳一带。。红一军团前锋部队进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进入
南雄乌迳新田村时南雄乌迳新田村时，，敌人还没构筑完工敌人还没构筑完工
事事，，红军突发进攻红军突发进攻，，敌人猝不及防敌人猝不及防，，一一
面慌乱还击面慌乱还击，，一面仓皇逃命一面仓皇逃命。。新田之战新田之战
是红军入粤后第一仗是红军入粤后第一仗，，也是一次胜仗也是一次胜仗，，
鼓舞了红军的士气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对红军部队顺利占对红军部队顺利占

领乌迳起了保障作用领乌迳起了保障作用。。
陈济棠因既要顾全与蒋介石一致的陈济棠因既要顾全与蒋介石一致的

面子面子，，又要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腹地又要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腹地，，实实
施了表面配合蒋的行动施了表面配合蒋的行动，，实际上派往粤实际上派往粤
北的部队不多北的部队不多，，且未发生大的战斗且未发生大的战斗，，这这
为红军顺利通过为红军顺利通过 33 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
条件条件。。

19341934 年年 1010 月月 2525 日至日至 1111 月月 1414 日日，，长长
征红军穿越粤北南雄征红军穿越粤北南雄、、仁化仁化、、乐昌等县乐昌等县
境境，，历时历时2121天天。。他们突破了敌军在赣南他们突破了敌军在赣南
大余与南雄大余与南雄、、湘南汝城与仁化城口湘南汝城与仁化城口、、乐乐
昌坪石与湘南宜章一带的昌坪石与湘南宜章一带的33道封锁线道封锁线，，在在
南雄乌迳南雄乌迳、、仁化城口仁化城口、、乐昌九峰等地与乐昌九峰等地与
敌军展开了敌军展开了99次阻击战次阻击战，，保存了实力保存了实力。。

红军长征穿越粤北红军长征穿越粤北，，有着重要的历有着重要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红军突围长征过粤红军突围长征过粤
北虽历时不长北虽历时不长，，但依然是红军长征史上但依然是红军长征史上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英雄业绩永远鼓舞其英雄业绩永远鼓舞
粤北人民奋发向前粤北人民奋发向前。。

首先首先，，红军长征穿越粤北红军长征穿越粤北，，是中国是中国
共产党为了挽救中国的一段光辉历程共产党为了挽救中国的一段光辉历程。。
红军长征能够顺利通过粤北红军长征能够顺利通过粤北，，是中国共是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典范产党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典范，，为后来为后来
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宝贵经验。。没有利没有利
用敌人的矛盾进行分化用敌人的矛盾进行分化，，红军在这里必红军在这里必
然受到重大打击然受到重大打击，，也将付出较大伤亡也将付出较大伤亡，，
影响后期作战影响后期作战，，特别是获胜的信念特别是获胜的信念。。

其次其次，，长征红军在粤北的革命精神长征红军在粤北的革命精神

和宣传工作和宣传工作，，以及严明的纪律和爱护人以及严明的纪律和爱护人
民的行为民的行为，，激发了粤北人民的革命热激发了粤北人民的革命热
情情，，兴起了一场为红军筹粮兴起了一场为红军筹粮、、为红军带为红军带
路路、、安置抢救护理红军伤病员的热潮安置抢救护理红军伤病员的热潮。。
民众大力配合支持红军长征民众大力配合支持红军长征，，也成了粤也成了粤
北人民革命斗争史的一个亮点北人民革命斗争史的一个亮点。。

再次再次，，红军长征穿越粤北红军长征穿越粤北，，给世人给世人
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发生不仅发生
了许多英勇战斗事迹和军民鱼水情的感了许多英勇战斗事迹和军民鱼水情的感
人故事人故事，，也留下了一大批凝结红色基因也留下了一大批凝结红色基因
和长征精神的遗址和长征精神的遗址、、文物和文献文物和文献。。所有所有
这些这些，，也成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成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传承
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和
载体载体。。

突 破 重 围 过 粤 北
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梁观福

“小时候，我们在
这里挖到过很多子弹
壳。”广东南雄市乌迳
镇新田村村民李云龙
说。在新田村附近的
天昊岭，经济日报记者
脚下满是红色泥土的
山地，这是当年红军长
征入粤第一仗的遗址。

如今的天昊岭，已
被 杂 草 和 农 作 物 覆
盖。而起伏的地形，让
人依稀联想到当年红
军经过时的情形。

1934 年 10 月 25
日，红军长征部队进入
南雄界址。而南雄乌
迳至江西信丰县一带，
属于国民党军设置的
第一道封锁线。当先
头部队抵达乌迳新田
时，国民党军 1 个连正
在构筑工事，企图迟滞
红军的行动，使其主力
跟上截击。

“红一军团直属侦
察连发现这个情况后，
立 即 向 军 团 首 长 报
告。军团首长当即命
令：要彻底消灭这股敌
人。”南雄市史志办原
副主任李君祥说。10
月 26 日拂晓，红军红
一 军 团 直 属 侦 察 连
160 多名战士猛冲上
去，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丢下20多具尸体，
沿着一条小山沟逃跑了。

史料记载，新田之战的次日，红军第一军团直
属队、第三军团及中央纵队经乌迳、坪田坳一线出
江西大余，第一军团第一、第二师经雄州、乌迳、油
山中站、邓坊、梅关等向江西崇义县聂都前进，较
为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李君祥说，红军长征部队入粤这第一仗，打击
了国民党粤军的威风，粤军再也不敢出来阻击、拦
截红军了，使后续部队得以顺利通过南雄。

91 岁的李梅德是村子里见证这场战斗为数
不多的老人，身子骨还很硬朗的他，清楚记得当年
的情形。“我那时才六七岁，跑出来看，国民党打不
赢，就用飞机投炸弹。”李梅德回忆，战斗结束以
后，红军部队开到村庄里住宿，召集群众开会，还
搞了5箩筐猪肉分给前来开会的村民，感谢村民
送饭、送水、抬担架。

“鱼儿离开水就活不了，红军离开老百姓就打
不了胜仗。”采访中，李梅德老人唱起了当年红军
离开时，队伍里的指导员教他唱的歌。

李梅德向记者解释歌词：红军不能离开老百
姓，离开老百姓就不能打胜仗；老百姓爱护红军就
像爱护自己的孩子，红军爱护老百姓就像爱护自
己的爹娘。

后来，长大后的李梅德也参了军，跟随部队一
直到了云南西双版纳。临走时，李梅德老人还站
在桥头向我们挥手告别，80多年前，他说他也是
这样向长征的红军告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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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南雄市油山镇上朔村桥头大榕南雄市油山镇上朔村桥头大榕
树下树下，，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曾在此歇脚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曾在此歇脚。。
20172017年年，，南雄市举办第一届重走长征路活南雄市举办第一届重走长征路活
动时动时，，在此建立长征路红色标志在此建立长征路红色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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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 南雄市油山镇上朔村人民会南雄市油山镇上朔村人民会

堂堂，，现改造为长征主题的红色广场现改造为长征主题的红色广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建军张建军摄摄

图图③③ 9191 岁的李梅德老人在新田村岁的李梅德老人在新田村
古榕树下古榕树下讲述讲述他亲历的红军长征入粤第一他亲历的红军长征入粤第一
仗仗。。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④④ 在粤北南雄市广阔的南岭山在粤北南雄市广阔的南岭山
麓麓，，油山革命纪念碑矗立其中油山革命纪念碑矗立其中。。（（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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