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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
回荡 85 年的悲壮赞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国人在庆祝新中国 70 年华

诞、回望祖国 70 年的辉煌发展

历程时，从来没有忘记那些为

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鲜血和生

命的老一辈革命家。近段时间

以来，一批又一批来自桂林本

地及外地的参观者纷纷走进兴

安、全州等地，开启一段“初

心之旅”。人们驻足红军突破

湘江烈士纪念碑及相关遗址

前，触摸历史，深深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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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山阻击战旧址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张苑

今年 6 月，在自治区有关领导的率领
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协党组先后来
到湘江战役的发生地——— 桂林兴安、全州县接
受革命传统现场教育。他们在湘江战役纪念
园、红军堂旧址、光华铺阻击战遗址等地，聆
听老红军讲述湘江战役的感人故事，并开展红
色文化专题研讨和学习。据了解，此次自治区
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协党组走进桂林兴安、全
州县开展革命传统现场教育活动，目的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指示精神，深切缅怀革命
先烈，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
念，“守初心，持恒心，强信心”，奋力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

85 年前，就在桂林的兴安、全州等县，
举世瞩目的战役——— 湘江战役打响。这是中央
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大战役。这场战役在历史
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数红军战士用自
己年轻的生命为长征铺垫了胜利前进的通途。
湘江战役所诠释出的“长征精神”跨越历史的
时空，在桂北大地上永恒闪耀，这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发图强，开拓进
取。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 85 周年之际，记者
通过采访党史专家，并对史料进行收集和整

理，再次为读者呈现一幅悲壮而辉煌的史诗画
卷。

红色记忆———

那一段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
“英雄史诗”

关于湘江战役，我们从许多文章、书籍、
媒体报道以及各类根据史料演绎的小说中都能
找到详细的记录。这场意义重大的战役，在不
同的作者笔下，有着同样的壮烈和精彩。翻开
《中国共产党桂林历史(第一卷)》，这本被党
史专家誉为“正史”的书籍，当中客观而详细
记录着那一段壮烈的历史。记者通过搜集和整
理，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湘江战役。

生死抉择：硬闯湘江“口袋阵”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
剿”遭受失败后，被迫向西作战略转移，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率红一方面军五个军
团计 12 个师八万六干余人，分别从福建长
汀、江西瑞金和于都出发，开始了“当今时代
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

1934 年 11 月下旬，红军在长征出发后一
个月内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进抵湘桂边
界。这时，蒋介石谋划出全歼中央红军的企
图：依托湘江天然屏障，构筑第四道封锁线，
包围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形成一个
“口袋阵”，将被追击进入广西的红军压缩到
湘江以东、龙虎关以北的全县（今全州）、灌
阳、兴安三县东西不足 60 公里、南北不到
100 公里的三角区域内，再扎紧口袋，迫使红
军进行决战，依仗其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的
优势，在红军硬闯湘江这道“血网”时将其全
部歼灭。为实现这一企图，蒋介石调兵遣将，
近 30 万兵力参与桂北湘江战役。

此时，中央红军在湘南足足走了 20 天，
作出进军广西渡过湘江的准备时，敌人已经基
本部署就绪，形成了依托西南湘江屏障自东追
击、南北夹击、四面合围的阵势，只等红军去
钻“口袋”。这时中央红军已处于战略上的被
动局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这是中央红军进
军广西首先面临的抉择。

11 月下旬，中央红军决定：坚决打击尾
追之敌，迅速开辟西进越过湘桂边界、进入广
西抢渡湘江的道路，打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铁血阻击：刀光血雨的三场鏖战

为保证中央纵队渡江，中央红军在灌阳新
圩、全州觉山铺和兴安的光华铺等地，分别依
托阵地对敌人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新圩—光
华铺—觉山铺，构成了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三
大阻击战场。

■新圩阻击战：守住湘江的第一生命线
位于灌阳县城北面的新圩，西北面古岭头

一带是红军抢渡的枢纽地域，守住了新圩防
线，就等于守住了前出湘江的第一道生命线。

11 月 26 日，红三军团第五师奉命赶到
新圩，阻击由恭城、灌阳北上的桂军。师长

李天佑、政委钟赤兵于 11 月 27 日
下午到达杨柳井、排埠江

一线，依托公路两侧山头构筑阻击阵地。同时
桂军 7 个团赶到灌阳县城，旋即占领马渡桥
的狮子山进入阵地。 11 月 28 日拂晓，桂军
在炮火掩护下，发动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和迂回
攻击，当晚占领了红军前沿阵地的几个小山
头。 29 日，桂军增派 6 架飞机在红军阵地上
轮番轰炸、扫射，发动大规模的立体进攻，发
起连续冲击，并派出小股部队迂回红军侧背。
红五师与桂军展开白刃战，伤亡很大。 30
日，战斗更为激烈，红五师在板桥铺、龙塘、
楠木山一线一直坚守到下午 4 时。红十八团
接防后， 12 月 1 日被桂军分割包围，仍顽强
阻击，直至全军覆没。

据了解，新圩阻击战，红五师及红十八团
以巨大的代价，确保了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安
全。而红五师“自师参谋长以下，团、营、连
干部几乎全部伤亡”，人员损失超过 2000
人，红十八团全团 1000 多名指战员几乎全部
壮烈牺牲。

■光华铺阻击战：誓保界首渡口安全
光华铺是界首至兴安县城之间桂（林）黄

（沙河）公路（今国道 322 线）边的一个村
庄，占据它可北控界首镇及其湘江渡口，南制
兴安县城，东观湘江，西进越城岭。 11 月 27
日下午，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部队赶到界首。
28 日，红四师主力赶到，以第十二团守渡口
东岸南面的渠口，第十一团布防桂黄公路西面
石门及西北区域，第十团驻守光华铺，正面阻
击从兴安来犯的桂军。 29 日半夜，桂军一部
迂回红十团三营阵地后面，欲直插界首渡口。
经过激战，敌人大部被歼，剩余敌人占领渡口
西岸。 30 日拂晓，红十团迅速组织部队围歼
了西岸的敌人，收拢部队北撤死守第二道防
线，确保了军委纵队当日从界首渡口浮桥安全
渡过湘江。 12 月 1 日拂晓，从新圩阻击战撤
下来的红五师十四、十五团赶来，与 11 月 30
日晚赶到的十三团会合，巩固了防守阵地，直
到午后才撤离阵地。

据了解，光华铺阻击战，红三军团挡住了
桂军 4 个团的进攻，以牺牲近 1000 人的代
价，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阻击桂军北上
会

合湘军封锁湘江的艰巨任务。
■觉山铺战役：血肉铺成渡江生命线

觉山铺位于全州县才湾镇境内。 11 月 27
日晚，红一军团前锋占领从全州县屏山渡至界
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在觉山铺区域构筑工
事，阻击欲沿桂黄公路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
29 日早上，湘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
红一军团前沿阵地发起波浪式进攻。由于阻击
任务十分艰巨， 30 日拂晓前，连续急行军
100 多公里的红一师两个团赶到觉山铺，来不
及休息即投入战斗，战况惨烈。 30 日晚，为
免遭敌人包围，红一军团主动放弃觉山铺阻击
线剩下的两个最高山头，退守全州绍水的珠兰
铺、白沙至夏壁田、水头一带，以白沙河为屏
障组织第二道阻击线。

当夜，红军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
敌人的口袋愈收愈紧，情势危急。 12 月 1 日
拂晓开始，红一军团的两个主力师在第二道阻
击线阵地与湘军反复争夺厮杀。正午时分，红
一军团各部队交替掩护，退入西边山地。

最终，觉山铺阻击战以红五军团政委易荡
平等 2000 余名红军战士的热血和生命为代
价，成功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而这场阻击
战也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
亡最惨重的一场血战。

三场战斗为红军强渡湘江争取了时间。据
史料记载， 11 月 27 日到 12 月 1 日，中央红
军先后从全州县的大坪、屏山、凤凰嘴和兴安
县的界首等四大渡口渡过湘江，冲破了敌人的
第四道封锁线。

伟大意义———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觉醒

“如果说，长征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那湘江战役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
壮、最辉煌’的部分，是关系到我党我军前途
命运、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战役。”桂林
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分析说，湘
江战役的意义在于，突破了敌人第四
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歼

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但是，红军也为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其
次，湘江战役宣告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
破产。红军的惨重损失使红军指战员开始深刻
的反思，逐渐觉悟到必须改变“左”倾教条主
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才能取得主动，
长征才能取得胜利。此外，这场战役也为不久
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
作了思想准备。

湘江战役之后，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中共将
帅们从来也没有忘记那场惨烈的战斗及其产生
的重大意义。在湘江战役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
杨尚昆在《杨尚昆回忆录·湘江血战突破敌第
四道封锁线》一文中写道：“湘江之战是红军
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务
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
功绩将永垂史册。”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
曾担任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
将，在《最后一道封锁线》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天然的地形和人为的困难的条件下面，七
八万人的行军，从敌人重重封锁、重重配置的
火网中从容不迫地走过来，又一次证明了红军
无坚不摧和其本身之牢不可破……我们在战略
上是完全胜利了。”

1984 年，著名作家魏巍采访韩伟将军。
谈起湘江战役，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韩将
军端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地流
泪。也许在将军的思绪中正在想起那场无比惨
烈的战役吧，他从福建带来参加长征的 3000
子弟兵，湘江一战之后幸存的只有数十人。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久远，号角犹闻。
2014 年 11 月 25 日，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80 周
年纪念活动在兴安县举行，朱德外孙刘建、周恩
来侄子周秉和等 63 名红军后代、当地各界近
千人参加纪念大会。陈毅之子陈昊苏在代表红
军亲属发言中说，“我们在这里纪念先烈，感受
中国革命事业艰难进取的壮烈辉煌，向我们的
前辈献上永恒的怀念和深情的告慰。在中国共
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继续长征，又书写
了建设发展壮丽的新诗篇，努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革命先烈的理想，也
是我们革命后代前仆后继的奋斗目标。”

“有人说：长征就是英雄战胜困难的故
事。而在我心里，长征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从‘苦难’走向‘辉煌’跋涉过
的崎岖山道，也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大舞台
攀登过的陡峭崖壁。”著有《喋血湘江》一书
的桂林全州籍作家伍禄香谈道，中央红军过桂
北虽然只有短短十九天，但是足迹遍及桂北五
县，行军线路复杂，战事频繁，特别是作战部
队数量上发生了变化，以至对中国革命的前途
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最悲
壮最激烈的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滔
滔湘江水可以作证，历史将永远铭记红军英烈
们的丰功伟绩。”桂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周述忠
认为，湘江战役不仅粉碎了敌人妄图全歼红军

于湘江以东的险恶计划，宣告了
“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破产，还
制定和执行了民族政策，启发动
员了桂林的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
闹革命，可谓是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一次伟大觉醒，由此，伟大的长
征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位于全州的凤凰嘴渡口是
红军渡过湘江的四大渡口之一。

由于河面开阔，红军在此遭到敌
军的阻击，伤亡惨重。

(资料图片）

湘江战役示意图
(电视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