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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1 月初，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必沿着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

进入桂北横渡湘江，再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于是调集近 30 万军队，以

桂北湘江为屏障，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企图“聚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11 月

25 日，红军总部发布分四路突破湘江防线的命令。

1934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3 日，红一方面军长征过桂北，历时 19

天。行程 296 公里，途经今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 5 县。在此期

间，红军在灌阳新圩、全县(今全州)觉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进行了惨烈的阻

击战，以重大牺牲掩护中央纵队突破湘江。红
军
长
征
过
桂
北
的
十
九
天

资源雷
公田，长征时
军委纵队翻越
老山界后驻扎
在此。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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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过灌阳

1934 年 11 月 2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
军一、三、五、八、九等 5 个军团和中央军委
一、二两个纵队，共 70000 多名指战员，在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秦邦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简称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
祥等率领下，由湘桂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开始进
入灌阳，拉开了红军长征过桂北的序幕。至 12 月
7 日最后一支部队离开灌阳，红军在水车、文市、
新圩、红旗等灌阳 4 个乡镇行军历时 13 天。

红军挥师入桂，很快就迎来了长征史上极其重
要、极其惨烈悲壮的第一仗——— 新圩阻击战。 11
月 26 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第五师立即赶到
新圩，阻击由恭城、灌阳北上的桂军，全力坚持 3
至 4 天。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广西临桂县六塘镇
人）、政委钟赤兵即率十四、十五团及军委“红
星”炮兵营星夜赶赴新圩，于 27 日下午 4 时到达
杨柳井、排埠江一线，依托公路两侧山头构筑了阻
击阵地。 28 日至 30 日，红五师一个山头一个山
头地反复争夺，把桂军挡在几平方公里的山头前
面，未让桂军进到新圩。 30 日下午 4 时左右，红
军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已渡过湘江，向资
源、兴安华江进发。军团电令红五师撤离新圩，由
红六师接防。红五师遵照军团命令，把防务交给红
六师后，迅速赶往界首抢渡湘江。

红五师在新圩阻击桂军的同时，红军前锋第二
师和第四师经文市直插湘江，与红一师一起抗击湘
军的 4 个师和桂军第四十五师的截击。红军后卫
部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师在永安关、水车一带阻
击国民党军 6 个师。这时，红三十四师还要赶到
新圩掩护红六师撤出新圩，尾随过湘江。 12 月 2
日凌晨红六师过了湘江，而红三十四师因在途中遭
民团阻击，延误了时间，赶不上队伍。中午，湘江
两岸被国民党军封锁，红三十四师被包围在湘江东
岸，伤亡惨重，余部 200 余人转战灌阳。

红军长征过全州

1934 年 11 月 27 日凌晨，作为全军的前锋，
红二师第四团趁桂军南撤之际，最先到达湘江边，
从全州大坪渡口一带渡过湘江，沿桂黄公路南下，
抢占全州与兴安交界的湘江古渡界首。紧随红四团
之后，红五、六团也从大坪过江，红六团负责控制
界首以北至大坪的湘江一线，红五团受命抢占军事
重镇全州城。但由于湘军先一小时占领了全州，红
五团前锋在鲁板桥与湘军发生遭遇战，红五团退回
觉山铺，在桂黄公路两侧山头布置阻击阵地。随
后，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军团部及红
二团也从大坪涉渡过湘江。

红一军团前锋部队和军团指挥部是湘江战役中
最早渡过湘江的部队，而大坪

渡口也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第一渡。
第二个渡口屏山渡，距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

场之一的觉山铺仅 2 公里多。 11 月 28 日，红
一师日夜兼程急行军 100 多公里赶往觉山铺参
战。 30 日凌晨，红一师到达屏山渡，趁夜幕从
屏山渡下游堰坝处渡过湘江，进入觉山铺阵地，
与红二师共同阻击湘军。而红一师两个团是唯一
一支从屏山渡过湘江的队伍。

提到渡江，不得不提凤凰嘴。由于当时屏山
渡口、大坪渡口、兴安界首渡口等 3 个渡口都
相继失守，这里成为了红军退往湘江唯一的一个
涉渡点。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的凤凰嘴是一片
开阔的平地，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红军无处
躲避，下午渡江的红八军团损失尤其惨重。该军
团长征出发时有 1 万多将士，渡过湘江后锐减至
1200 多人。所谓的“红军尸堆如山，血流成
河”就发生在凤凰嘴渡口。

红军长征过兴安

中央红军长征抢渡湘江，兴安界首渡口是最
理想的渡口之一。渡口水深流急，两岸山林便于
隐蔽，且渡河后西行两公里就是桂黄公路，横过
公路再行两三公里就能进入安全的越城岭地域。
11 月 27 日，红一方面军前锋一军团二师第四团
经全州县的石塘、麻子渡(麻市)，于下午 5 时到
达界首湘江东岸，侦知对岸没有敌人，便立即渡
过湘江，一枪未发占领了界首渡河点。红军占领
界首后，工兵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大力帮助下，用
渡船和美孚牌油桶在界首湘江上架设了浮桥，以
便后续部队渡过湘江。

28 日，红二师四团把渡江后的任务交给随
后到达的三军团四师，奉命归还一军团二师建
制。三军团四师十团从界首渡江后即往南搜索前
进，在光华铺附近与桂军第四十五师对峙，担负
掩护军委纵队渡江任务。 29 日深夜，桂军偷袭
界首以南的渠口渡，威胁到界首渡河点。红十团
经过激战，将桂军击退，但十团团长沈述清和继
任团长杜宗美在 30 日先后牺牲。

30 日，红三军团四师从光华铺退到石门、
碗塘岭至江边等地的第二道防线，按照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守阵地，保卫中央纵队和后续
部队从界首安全渡江。同日，中央一纵队白天从
界首浮桥渡湘江到界首西北大洞田地区，二纵队
晚上渡江到达鲁塘地区。

据资料显示，至 12 月 1 日晚，中央红军除
红八军团之一部被击溃，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
团、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敌切断无法过江外，
其余部队均已渡江。

红军长征过资源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革军委由出发时
的 8 . 6 万人锐减到 3 万余人，随即向越城岭山
区方向西进。 12 月 2 日凌晨 3 时 30 分，军委
纵队从全县(今全州)鲁塘、洛江一带挺进，翻越
三千界到达今属资源县的西延地区枫木山。

在经历了油榨坪改变行军路线、翻越老
山界之后，红军部队陆续向

龙胜江底转移。 12 月 8 日，红五军团由塘洞翻
越灰山，经铁坑向龙胜江底前进。不料桂军四十
三师的一个团从兴安金石尾追而来，红军边打边
撤，桂军紧逼不放。灰山、铁坑距离龙胜江底
20 多公里。中革军委二纵队当时正在江底休
息，红五军团在灰山阻击桂军。双方断断续续激
战了一天，因山路崎岖，山高林密，桂军不敢进
逼。当晚除留下三十七团警戒外，其余红军部队
全部离开资源。

红军长征队伍通过资源境内前后共 8 天，
行程 120 多公里，其间发生大小战斗 10 多次，
主要有大帽岭、北门坳和灰山 3 次战斗，牺牲
红军战士 108 名。

史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来到资
源以后，由于将士疲劳、序列不整，中革军委本
想在油榨坪休整一两天，下一步准备沿红六军团
行军路线，经大埠头镇向北进入湖南城步，再去
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但蒋介石早已在湘江战
役之前就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
纲”，如果在湘水以东不能全歼红军，下一步将
在湘西将过江红军歼灭。蒋介石已在湘桂边界布
置重兵，修筑大量战壕、碉堡等工事，设置了一
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

中革军委获悉新敌情前，毛泽东及时向中革
军委负责具体实施指挥的周恩来、朱德提出继续
西进避开北面之敌的建议。 12 月 3 日，周恩
来、朱德采纳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放弃北上进入
城步的打算，转而向西进入越城岭山区，以摆脱
敌人。

于是中央红军当即放弃休整，已到达油榨坪
的军委纵队掉头返回枫木，西进社岭。 12 月 4
日，军委纵队从兴安的千家寺出发，下午开始翻
越长征以来第一座高山——— 老山界。

12 月 5 日，中革军委纵队胜利通过老山界
到达塘垌(当时属兴安县)。老山界海拔在 1900
米以上，主峰猫儿山海拔 2141 . 5 米。翻越老山
界最险恶的地方是龙山界至塘垌一侧的百步陡，
在 70 多度的陡壁上凿出 108 级的石梯。陆定一
在《老山界》一文中描述了这一惊险的场景：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上去。向上
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
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当
地的瑶族群众在得知红军翻越了老山界时，惊讶
无比，纷纷感叹“红军是从天而降的部队”。

“如今从地图上来看，红军长征途中在资源
县油榨坪突然折回，形成了一道不可思议的曲
线，这是红军长征历史上首次改变行军路线。”
资源县党史办原主任肖业礼说，“这一极为重要
的决定，使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避免
了在不利条件下再次硬拼强敌。”史书上把在西
延作出中央红军行军路线的首次改变，看作是毛
泽东军事路线的最初胜利。“可以说，西延山区
就是红军的‘救命山’。当时的老山界公路未
通，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敌人的追赶速度放缓，
飞机无法准确轰炸红军目标。因此，红军的有生
力量在翻越老山界后得以有效保存。”肖业礼介
绍说。

红军长征过龙胜

1934 年 12 月 4 日，红军第一方面军翻越资
源与龙胜交界的老山界，分三路向龙胜挺进。红
军过龙胜，历时十天十夜，经过江底、芙蓉、马
堤、泗水、石孟(今石村、孟化)、平等、广南、
宝地(今宝赠、地灵)等 8 个乡镇，于 12 月 14 日
全部离开龙胜。

红军在龙胜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其中
以江口河口、光明阻击战持续时间最长，规模较
大。

红三军团渡过桑江后，经牛头、崇林、大
湾、凉坪等向江口、河口前进。这时，驻瓢里的
桂军第二十四师正向北推进，妄图在广南、平等
一带截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随即派出两个团
到江口、河口布防，控制由石村通往平等的交通
要道。

12 月 9 日上午，桂军前锋第七十二团推进
到石村。当晚，红三军团也派出部队在邓家坳警
戒。两军警戒部队接触交火，打了一整夜。次日
晨，红军警戒部队凭借雾气掩护，向敌人发起猛
烈攻击，掩护红三军团主力通过河口。下午 6
时，布防在独境的红军派出一部从左侧向邓家坳
敌军夹击。敌军溃退，红三军团胜利通过江口、
河口。

12 月 11 日上午，桂军第二十四师由石村出
发，兵分两路向布防在光明、独境的红军阻击部
队发起钳形攻势。负责在光明村阻敌的红军部队
凭借光明村有利的地形阻击敌人，掩护红三军团
主力通过光明向庖田推进。布防在独境的红军阻
击部队则采用“捉迷藏式”的战术与敌军左路部
队在孟公坳至独境后山一带纠缠了一天，使红三
军团主力顺利通过独境、庖田向广南转移。驻防
独境的红军阻击部队完成任务后，经宝赠、西腰
进入湘西。江口河口、光明、独境阻击战激战三
天三夜，在战斗中，有 10 余名红军指战员英勇
牺牲。

江口河口、光明、独境阻击战的胜利，使红
军主力顺利通过了龙胜东北部，蒋介石的“湘水
以西作战计划”破产。 12 月 11 日，军委纵队
和红军主力部队先后经龙胜平等进入湘西南，而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则避实击虚，向敌人最薄弱
的贵州前进。红军部队陆续离开龙胜也意味着中
央红军历时 19 天的桂北征程宣告结束。

19 天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有着极其重要的
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正如杨成武将军所说，
“红军长征途经广西的光辉战斗历程，是遵义会
议召开的酝酿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它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史学家说，中央红军
长征在桂北的 19 天，是挽救红军命运的 19
天，是开始扭转中国命运的 19 天。在红军整整
两年的长征史中，19 天虽然短暂，但这一瞬却闪
耀出万丈光芒，指引了红军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