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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逢超

新圩阻击战：红军长征入桂第一仗

新圩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和湘江的必经之地，西北面
不远的古岭头一带是当年红军抢渡的核心地域，新圩与往
南数公里的杨柳井、排埠江、枫树脚之间连绵的丘陵紧紧
扼住贯穿其中的公路，守住新圩才能保证红军抢渡通道左
后翼的安全。

作为红军长征入桂的第一仗，新圩阻击战守住了新圩
防线，就等于守住了前往湘江的第一道生命线。

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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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命令后，师长李
天佑、政委钟赤兵即率领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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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一线布防，依托公路两侧山头构筑了阻击阵地。在红军
抢占阵地的同时，桂军 7 个团赶到灌阳县城，旋即占领
了马渡桥的狮子山进入阵地。

战斗于 28 日拂晓打响。桂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
发动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和迂回攻击，至晚占领了红军前沿
阵地的几个小山头。 29 日，桂军增派 6 架飞机在红军阵
地轮番轰炸、扫射，发动大规模的立体进攻，在正面不断
增加兵力，发起连续冲击，并派出小股部队迂回红军侧
背。红五师与桂军展开了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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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五师和红十八团以巨大的代价，确保了中央机关和
后续部队安全。据史料记载，在新圩阻击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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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矿藏”得到有效保护和修缮

“中央红军远去了，几万名红军将士永远地躺在了湘
江之侧的土地上，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一个传奇。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名字，人们只知道他们叫红军。虽然
纪念碑上没有你们的名字，但我们心里永远呼唤着你们。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2016 年
10 月 11 日，在新圩阻击战主战场遗址——— 新圩镇枫树脚
举行的新圩阻击战陈列馆开馆仪式上， 8 名红军后代代
表朗诵了散文诗《你们的名字叫红军》，以此缅怀革命先
烈，弘扬长征精神。

新圩阻击战陈列馆位于灌阳新圩阻击战主战场前沿阵
地枫树脚，该馆主建筑造型为五角星，由 4 个底部宽度
12 米的五角星向中间靠拢组成，内部结构分 3 层加基座
共 4 层，高 20 多米，顶层为观光台，基座一层为展厅，
将新圩阻击战革命历史及文物分《红军三次过灌阳》《新
圩阻击战》《悲壮 34 师》《鱼水情深》《精神永存》等
5 大板块展示。该馆左边有高 3 .5 米、宽 4 .5 米的花岗岩
主题雕塑，雕塑由不怕牺牲、骁勇善战的 6 个红军战士
形象组成，正面有迟浩田将军的题词——— 新圩阻击战，现
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廉政教育
基地和灌阳县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从新圩阻击战陈列馆出发，驾车沿着全灌公路(省道
201)向北大约 5 公里，就来到了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
园。该园位于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北约 500 米处，全
灌公路(省道 201)西侧，是新圩阻击战 100 多名红军战士
殉难处。 2003 年，灌阳县开始筹资修建酒海井红军烈士

纪念碑和护栏，并在酒海井前立“红军烈士殉难处”石
碑； 2004 年 10 月竣工并向社会开放； 2006 年 5 月被
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酒海井红军烈士纪
念园已经成为桂林乃至全国著名的红色景点之一。

此外还有新圩阻击战战地救护所旧址、枫树脚新圩阻
击战主战场遗址、红五师指挥所旧址……在新圩镇，这些
红色遗址遗迹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修缮。

据了解，从 2012 年开始，灌阳县积极争取国家文物
部门的支持，投入大量资金，修旧如旧，对 67 个遗址进
行了有效保护和修缮。

在遗址遗迹上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红五师指挥所旧址、新圩阻击战旧址、酒海井红军烈
士纪念园等不仅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以这些遗址
遗迹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也成为新圩乃至灌阳的“软实
力”。为此，灌阳县深入挖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筑牢
红色教育基地，开设红色教育课堂，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
与党员培训相结合的特色教育路。

依托红色遗迹遗址和红色党史，灌阳县采取理论学习
与实践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增强红色课堂的感染力和吸引
力。近年来，灌阳县委党校开设了《回顾湘江战役 增强
“四个意识”》《传承红色基因 永葆政治本色》系列党
性教学精品特色课程，主讲课程有《缅怀先烈 继续前
进》《铭记革命历史 增强责任感》《弘扬长征精神 践
行群众路线》《顾全大局 敢于担当》《坚定理想信念
筑牢精神支柱》等，这些课程均获市级精品课“良好”的
成绩，并通过高等院校专家评审。

“以长征精神为魂，红军足迹为线，遗址遗迹为
点。”灌阳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海东告诉记者，把教学
点建在红色遗址上，让越来越多的人能更好地了解湘江战
役的历史，学习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
因，永葆政治本色。

灌阳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好评。据统计，
2018 年，灌阳县委党校共承办广西区委党校和桂林、柳
州、钦州、来宾等市委党校主体班异地教学，以及桂林电
子科技大学等单位党支部现场教学 140 多期，培训党员
干部 8000 多人次。此外，湖南、广东等区外党校也前来

开展教学、考察，灌阳红色教育基地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不
断提升。今年以来，该校已经接办了 147 期学习班。

目前，灌阳县委党校牵头策划了 3 条路线，即“挺
进灌阳、新圩阻击（浴血阻击）、绝命后卫”。每一条路
线都将沿线的红色遗址有机地串联起来，每一个点都有一
个教育主题。“如在红五师指挥所旧址，我们可以通过回
顾当年红五师将士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时所表现的大局
意识、担当精神，这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更重要的是
要用在平时的工作中。”灌阳县委党校教务处处长胡海源
说，“灌阳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和历史，一定要弘扬好长
征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把历史意义和现实需要相结
合，坚定我们干事创业的理想信念，才能做到‘心中有信
仰，脚下有力量’。这是对红军先烈们最好的纪念。”

下一步，灌阳县委党校将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方法，规
范管理好红色教育旅游景点，加快红色解说员队伍的培
养。刘海东表示：“力争把灌阳县红色教育基地打造成全
区乃至全国都有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更好地唤醒红色
记忆，让更多人真切地感受长征精神。”

把“散珠碎玉”串成“红色珍珠”

凭借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山清水秀的自然风景，灌
阳县积极谋划和构建大旅游格局，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旅
游资源，大手笔著大文章，推出了一批红色旅游线路并进
行重点打造，把“散珠碎玉”式的红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
保护传承，并加以开发利用，串成了一串“红色珍珠”。

近年来，灌阳县大力实施“文化兴县、旅游旺县”“崇文
重教”发展战略，借助国家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建设桂林国
际旅游胜地的良好机遇，编制了《灌阳县红色旅游发展规
划》《灌阳县长征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开发工作方案》等一
系列指导性文件，确立了将灌阳红色旅游打造为集红色观
光旅游、红色创意体验、“重走红军长征路”徒步游为一体的
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目标，确定灌阳红色旅游实施“三主开发”模式，
即以红军长征线路为主线，以湘江战役之新
圩阻击战为主题，以新圩阻击战陈列馆、
酒海井红军纪念园、杨柳井红五师指
挥所红色集散中心为主推，构建灌

阳红色旅游发展总体格局。
目前，灌阳红色旅游基础配套设施日趋完善，为发展

红色旅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不断创新方式，充分发
挥红色旅游景区功能，营造红色文化大宣传氛围。整理红
色史料，拓宽宣传渠道，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弘扬长
征精神，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组织开展专题讲座、展
览、参观走访、重走长征路、唱红歌、文艺演出、长征故
事汇、党团队日、祭扫红军烈士墓等教育活动。

在加快推进“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项目建设的同
时，灌阳县充分融合地域风情和景观特色，整合“红、
古、绿”“三色”，规划打造北部红色经典之旅、灌阳特
色精品游、红色休闲之旅等多条红色旅游线路，让游客在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充分享受沿途美妙的自然风
光，真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今，全县上下团结奋
进，开拓创新，努力把灌阳建成广西新的出省通道、桂林
旅游新目的地、湘桂合作新典范……

2016 年以来，除了单位集体组织干部职工前来接受
红色教育外，越来越多的个人也自发地前来，在灌阳追忆
红军的英勇事迹。据统计，每年到灌阳开展“重走长征
路”活动的游客多达 10 余万人。

得益于灌阳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新圩镇依托湘江战
役·新圩阻击战主战场的独特优势，在全镇农村建设中倾
洒浓墨重彩。如今，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已
经全面实施，如何让新圩这片红土地变成一个现代农旅结
合的生态公园，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为攻克这一课题，新
圩镇在现代农业、休闲旅游、镇村建设、脱贫攻坚等方面
全面发力，将绿水青山、旅游景区、美丽村庄点连线、线
铺面。实施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一个融美城、美景、美好
生活于一体的“美丽新圩”正悄然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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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圩是灌阳的一个圩镇，距南

面的县城约 13 公里，距北面的湘

江约 60 公里，距当年中央红军西

进前往湘江的最近点古岭头仅 5 公

里。 1934 年 11 月 28 日凌晨，红

军长征进入广西的第一站就是新

圩，湘江战役的第一枪也在这里打

响。

85 年过去了，红色遗迹遗址和

感人至深的红军英勇事迹仍在述说

着红军在灌阳浴血奋战的悲壮史

诗。以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园等为

代表的红色遗址遗迹，不仅见证了

中央红军长征过灌阳的历史，更为

灌阳留下了一座丰富的“红色矿

藏”。

核心阅读

▲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园。 记者游拥军 摄

新圩阻击战战地救护所旧址保存完好。

记者游拥军 摄

▲新圩阻击战陈列馆里，参观者正在听讲解员解说。

记者游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