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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景碧锋

他们心怀信念，“为苏维埃新

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4 年 11 月初，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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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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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付
出了极大的代价。红军将士心怀信念，不畏牺
牲，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易荡平烈士：身负重伤，他夺过警
卫员的枪开枪自尽

易荡平烈士，原名汤世积，湖南省浏阳县
人， 1926 年长沙楚怡中等学校毕业后回到家
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
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参加浏东游击队，
并在宣誓会上宣布自己改名为易荡平。

1928 年 9 — 10 月，平浏游击队在平江百
福洞与兄弟部队合编为红五军第二纵队，下辖
五、六两个大队，易荡平任五大队二中队党代
表。 1929 年他升任红二纵队五大队党代表。
1930 年升任红五军一师一团政委。 1931 年 12
月任红五军团三十九师政委， 1934 年初任红一
军团二师五团政委。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易
荡平奉命率五团随军作战。

11 月 30 日在湘江战役觉山铺阻击战中，因
阵地失守，身负重伤的易荡平饮弹自尽，壮烈牺
牲。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奔袭道县，强
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中回忆道：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我二师
前沿阵地尖峰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
峰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峰岭失
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
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
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
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
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酒海井的惨烈故事：敌人将 100 多

名红军伤员投入寒冷的地下河

1934 年底，新圩阻击战打响前，红五师在
靠近师指挥部南面约 3 公里处下立湾村的蒋氏
祠堂里设立临时战地救护所。红五师完成阻击任
务撤离阵地时，由于伤员太多，战斗人员需要轻
装，迅速赶往界首湘江渡口阻击敌人并抢渡，时
间和兵力不允许他们再掩护重伤员转移或追赶队
伍。行走困难和无法行走的 100 多名重伤员被
迫留在蒋氏祠堂里，交给当地的老百姓照料。

红五师撤离后，接防的红十八团被倾巢而出
的桂军分割包围后打散，未能与蒋氏祠堂里的红
军重伤员接应上。桂军重回新圩，并向湘江渡口
追击红军，把搜索红军被打散人员和伤员的事交
由地方民团处置。

下立湾村的土豪劣绅返回后，发现了村里祠
堂的红军重伤员，便向国民党桂系的地方民团告
密。国民党桂系纠集地方民团派出数十人控制了
祠堂，竟然决定将红军伤员全部投入酒海井。

酒海井位于下立湾村北约 500 米处，是一
个天然的坑洞，因其形如盛酒的容器而得名酒海
井。井口宽约 2 米，上小下大，下有一条地下
暗河相通，深不见底。在寒冷的初冬季节，敌人
将红军重伤员剥光衣服，再用棕麻绳捆缚双手和
双脚，一个个推入酒海井中，一百多个年轻的生
命被冰冷的地下河水吞没。附近的村民得知红军
伤员牺牲后，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井前祭奠亡
灵。这一传统一直沿袭至今，每到清明，井边都
会摆满鲜花。

红三十四师：一支被取消番号却永

远让人铭记的部队

红军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是一支由 6000
多闽西子弟组建和改编的队伍，从长征开始就是
全军的总后卫。 1934 年 11 月 30 日凌晨，红三
十四师在灌阳县水车乡掩护中央红军最后一支部
队离开灌阳后，奉命前往新圩接管红六师十八团
的防线。刚踏上水车夏云浮桥抢渡灌江时，就遭
敌机轰炸，牺牲了两百余人。过江后，红三十四
师按照军令取道大塘、立洛、洪水箐，向枫树脚
前进，走进了都庞岭深处。这条行军路线从地图
上看是直线，但沿途皆为羊肠小道、峡谷峭壁，
而且要翻越海拔高达 1100 多米的观音山，这对
带有辎重骡马的四千余人的部队来说，在当中行
动十分困难。当这支部队到达观音山顶时，已是
12 月 1 日上午，而这时新圩防线的红六师十八
团已被突破，敌军正沿公路北进。红三十四师通

往湘江的大道已被截断。此时中央机关
和中央主力红军大部已渡过了湘

江。
“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

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红三
十四师接到军委的电令后，决定从灌阳突围回
湘南打游击。在灌阳、全州一带突围的过程
中，绝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1935 年冬，弹
尽粮绝的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湘南游击的计划也
以失败告终。 6000 多人的红三十四师在湘江
一战后，仅剩一小部分流散，是湘江战役中红
军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师。

在灌阳革命烈士陵园里，立着一块无字的
褐红色石碑，静静地立在江边，纪念着长眠于
此的战士们的英灵。在石碑的基座上刻着这样
一句话：“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
永世长存——— 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
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
红军将士永垂不朽。”

而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红三十四师的师长
陈树湘。陈树湘在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
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
围。他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身负重伤。最
后，部队弹尽粮绝，陈树湘伤重被俘。 1934
年 12 月 9 日，在押送途中，陈树湘慷慨就
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
血”的誓言，年仅 29 岁。

2016 年 10 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历史剧
《绝命后卫师》，就是以陈树湘率领的红三十
四师的壮烈事迹为素材而创作的，表现了红军
最为艰苦的一段历程。

桂林青年义无反顾加入红

军，踏上长征路

“忽一会就有五六十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
贺诚(时任总卫生部长)面前说：‘我们要当红
军。’结果就有一百多人写上名字当红军
了。”陈云同志的回忆，再现了红军长征过桂
北时深受百姓爱戴的场景。

长征中的红军不仅被当地群众视为救命恩
人，得到沿途百姓倾力相助，更让不少年轻人义
无反顾地追随。战争的硝烟已经久远，但长征中
桂林人的英勇身姿却永远镌刻于桂北大地。

李天佑：顽强阻击，掩护中央“红

色纵队”过湘江

13 岁当兵打仗， 15 岁参加了百色起义，
是敢打敢拼的小老虎连长， 20 岁成为红军主
力师长——— 李天佑，这位从桂林临桂六塘圩小
江高陂寨贫苦农民家庭走出的农家孩子，是如
何在湘江战役中一战成名的呢？

1934 年 11 月 26 日，红三军团第五师师
长李天佑率部行至灌阳文市附近，接到军团部
电报，命令他们立刻赶赴新圩阻击国民党军。
李天佑立刻赶赴新圩，抢先占领山岭，构筑

阻击阵地，部署兵力。
情报显示，李天佑两个团三千多人面对的

是桂系一万四千余人。面对数量和装备占绝对
优势的国民党军，李天佑坚定沉着指挥部队，
凭借有利地形奋勇抗击。

国民党军正面久攻不下，遂以一部兵力从
侧翼翻山迂回过来，致使红军腹背受击，被迫
退至第二道防线。

到了 29 日，敌军在飞机、炮火的支援下
投入战斗，以一个师打一个团，战斗更加激
烈，红军伤亡惨重。

战到此时，红军几乎弹尽粮绝，不得已李
天佑命令退到最后一道防线——— 炮楼山阵地。
30 日，第五师继续抗击桂系国民党军一波又
一波的进攻。战至午后 4 时，李天佑接到命
令：中央机关及军委纵队已全部渡过湘江，第
五师撤出战斗，将阻击任务交给第六师。李天
佑拿着电报，面对残阳如血、尸横遍野的战
场，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经此一役，第五师团、营、连干部几乎伤
亡殆尽， 3000 多人的部队打得只剩 1000 多
人。这是李天佑一生中经历的最严峻最惨烈的
一场战斗，也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大
战。以至于 36 年后的 1970 年，国家副主席
董必武在广州留园遇到李天佑时还感慨万千地
说：“是你们挽救了中央‘红色纵队’啊！”

李德明：独臂走完长征路

1934 年，红军长征到达资源后，受到了
当地百姓的爱戴与拥护。在资源县车田小地村
的一个村庄里，年仅 18 岁的李德明毅然追随
红军，成了长征队伍中的一员。

“当时，村里很多人都走了，但我爷爷没
有，他烧了三大锅热水，给红军接风洗尘。”
红军过资源的情景，是李德明在日后的回忆中
反复提及的，据李德明的儿子李东升回忆，爷
爷坚信红军能带领穷苦人民翻身，过上幸福的
好日子。他不仅用自己的行动欢迎、帮助红军，
还将唯一的儿子李德明送到了红军长征的队伍
里，并嘱咐道：“一定得守纪律，再苦再累也要坚
持。”带着父亲的谆谆教导，1934 年 12 月，李
德明追随红军，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并担任彭德
怀的警卫员。在“四渡赤水”中，李德明不幸被流
弹击中右臂，伤好后只能靠左臂作战和行动。长
征的每一段都惊险万分，只有一只胳膊的李德
明也承受了比常人多一倍的苦难，但他靠着顽
强的意志，随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经
艰难险阻，最终成功到达陕北。“我们出发
时，一共 300 多家乡人，到达的时候，只剩
下我一人了。”李德明曾回忆道。

李德明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从桂林走出
去的红军典型代表。他在中国共产党陷入最低
谷之时，毅然加入红军的队伍，誓死追随中国共
产党，通过了长征重重考验的他，也迅速成为了
中国共产党奋勇杀敌的一线干将。他凭着一只
手臂，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
朝战争，屡次严重负伤均坚持作战，属二等甲级
残废军人。在他 1989 年离世时，脑袋里还保留
着一片弹壳碎片。1955 年，他被授予三级功
勋、大校军衔，离休后享受副军级待遇。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 1934 年的冬天，中央

红军打响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大战役——— 湘江战役。在这场“最惨烈、

最悲壮、最辉煌”的战役中，成千上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水，长眠在

桂北大地上，给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留下一段惨烈的红色回忆，也

给中国革命史留下了极为悲壮的一页。

在纪念红军长征 85 周年之际，我们从中撷取几段最壮烈的红军抢

渡湘江及桂林人参加长征的故事，以表我们的崇敬缅怀之心。

他
们
将
热
血
洒
在
这
片
红
色
土
地
上

今日全州县城 通讯员唐国辉 摄

临桂城区的李天佑雕像。

记者景碧锋 摄

“你们的姓名无
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
世长存。”——— 灌阳革
命烈士陵园里，韩伟将
军为三十四师所立的无
字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