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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杀出重围

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一战，
让红 34 师付出了巨大牺牲。
1934 年 12 月 1 日下午，红
34 师像一块“钢板”一样阻挡住
了各路敌军，完成了后卫任务，
随即脱离五军团建制，直接归中
革军委指挥。但他们为此也付出
了重大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全
师原有的 6000 多人锐减到不足
1000 人。
陈树湘接到中革军委的最后
一道命令是：“立即向湘江渡口
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
红 34 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
口至少还有 75 公里路程。 12 月
1 日，当师长陈树湘率余部一路
突围赶到湘江边时，各个渡口已
被敌人封锁，无法过江追赶主力
部队。
敌人也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
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
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红 34 师
合围而来，红 34 师处在了敌人
的层层包围之中。
边打边退的红 34 师在全州
文塘新树村地域遇埋伏包围，
师政
委程翠林和第 102 团团长梅林相
继牺牲。
余部退入雾源山区时收到
中革军委来电，
若不能过湘江与主
力会合，
则准备去打游击。
在全州灌阳边界的岭脚村，
陈树湘召开师团领导紧急会议，
作出两项决议：第一，从敌人薄
弱部位突围到湘南去打游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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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突围不成，就为苏维埃新
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会议还未
结束，追踪的敌军发起进攻，红
34 师展开反击， 100 团政委侯中
辉、 101 团团长苏达清和政委彭
竹峰相继阵亡。
陈树湘命令把所有文件烧
掉，然后率领剩下的红 34 师指
战员向东走去。这是一条与中央
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的路
线，但是在保证长征红军主力安
全的大局之下，这支英雄的部队
决定逆行，继续搅乱敌人对大部
队的追击。
向东的过程中，红 34 师已断
粮多日，
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
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
险恶的敌
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
饥的东西，
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
打片刻的盹。桂北冷雨连绵，寒冷
的冬天就要来了，红 34 师官兵身
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12 月 2 日，陈树湘率部翻
越海拔 1900 多米的宝盖山，欲
从凤凰嘴强行渡过湘江。这是争
取渡江的唯一机会了，不料又遭
到敌人猛烈阻击。阵地弹片呼
啸，血肉横飞，鲜血和泥灰凝固
在一起，使整个山头变成了紫褐
色。
战斗持续到深夜，红 34 师
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
树湘带领的 100 多人奋力杀出敌
人的重重围堵。

断肠明志谱写英雄赞歌

1934 年 12 月 9 日早晨，陈
树湘率余部经湖南江永县一带，
遭到埋伏在此的民团伏击，陈树
湘腹部中枪，支撑不住一头栽
倒，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在飞蝗
般的子弹中奔跑。流血不止、脸
色惨白的陈树湘躺在担架上指示
战士由江华界牌向道县四马桥方
向退却。
追兵连连，当陈树湘最后一
次集合阵地上的战士清点人数
时，仅剩的一个连长向他报告
说：“我们现在还有 53 人， 15
名轻伤员， 7 名重伤员……”陈
树湘听到这些，沉默思索了半天
没有吱声。这位连长又说：“师
长，趁现在还有一点兵力，我们
掩护您突围吧。”陈树湘回答
道：“同志们，现在已经没有什
么师长、连长、战士之分了，我
们全是战士，我们团结在一起并
肩战斗，宁死不做俘虏！”
陈树湘用绑腿带死死地扎紧
伤口，毅然决然地挣扎着站起

来，端起一挺机枪，带着两个警
卫员和机修员阻击敌人，掩护其
他同志突围。
由于失血过多，陈树湘再次
昏迷过去，被敌人俘虏。敌人为
陈树湘找医送饭，企图从他口中
得到红军的情报。陈树湘面对敌
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就在
敌人抬着他去请功的路上，担架
上的陈树湘从昏迷中醒来后乘敌
人不备，忍着剧痛尽全力绞断了
肠子，壮烈牺牲，时年 29 岁，实
践了他“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
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红 34 师余下的数十人在湘
南坚持了近一年的游击战，人数
曾一度发展到 300 人，除个别流
散到民间之外，最终全部牺牲。
2016 年，中央电视台拍摄
了 32 集电视剧《绝命后卫师》，
讲述了陈树湘和红 34 师悲壮血
战的历史。这是一曲红 34 师将
士不惧生死，团结奋战，用生命
守护理想信念的英雄颂歌。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的讲解员介绍红 34 师的事迹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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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长征精神 担当新时代

在湘江战役之中，这样的战斗
不计其数，红军指战员怀着“救中
国”的中华民族大义，不惧牺牲，
喋血湘江。为让中央红军抢渡湘
江，除红 34 师外，红 5 师、红 6 师
也先后在灌阳新圩长约 8 公里的战
场上阻击 13000 多名敌军，以牺牲
近 4000 人的惨痛代价完成了阻击任
务。
桂北的土地上洒满了英雄们的
鲜血。那些有名和无名的红军烈
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二万五千
里长征铺垫了前进的道路，所表现
出的英雄气概和钢铁意志，已成为
桂北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没有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成
功，就不会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
定桥以及爬雪山、过草地这些气吞
山河、可歌可泣的革命壮举。正是
这些英烈甘洒热血和英勇牺牲，才
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2014 年 10 月，在福建古田召
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主席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34 师师
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壮烈故
事，强调“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在桂北大地上，“绝命后卫
师”壮烈牺牲的故事口口相传，在
灌阳等地，红 34 师的故事永远不会
被人淡忘。“你们的姓名无人知

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在灌
阳县城的烈士陵园，立着一块无名
碑，正是为纪念红 34 师英勇牺牲的
数千将士。
灌阳县史志办原主任文东柏表
示，红 34 师的故事很感人，特别是
师长陈树湘的壮举激励着一代代共
产党员和灌阳人民。陈树湘的人生
虽很短暂，但从走上革命道路的那
一天起，就矢志不渝跟党走，坚决
听党指挥，铸就了共产党员的光辉
榜样。他身体力行捍卫了“为苏维
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理想信念，
谱写了一曲无条件忠于党和人民的
生命赞歌。“红军战士有自己的信
仰，为了让广大人民不再受苦，愿
意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今天我们建
设幸福家园，这样的信仰也不能
少。”他说，在新时代，新的长征
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像红军战士一
样，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
结。
当下，桂林各项建设事业犹如
一盘大棋，需要整合各种优势，形
成整体合力。因此，从长征精神中
获得动力的源泉、吸取精神养分，
让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
更深，一切工作更善于从全局着
眼，搞好统筹兼顾，发扬团队精
神，向着共同目标齐心协力，就显
得尤为重要了。
记者沈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