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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后袁克钟尧克池尧可椿尧
可摚尧可森带着一身的伤痕袁回到家
乡遥 他们不忘初心袁婉谢了党和政府
的照顾袁回到岽下务农遥 在社会主义
建设热潮中袁五名梭标队员锁起各自
的残废军人证书袁 积极投入生产劳
动袁带领乡亲们建设家乡遥
可摚担任田心乡乡长袁 他除了努

力工作外袁还日夜奔忙袁为红军烈士核
对身份和撰写证明袁 使烈士们都得到
了政府的抚恤遥可森担任生产队长袁十
年时间里袁天天坚持第一个下田袁始终
保持着红军的作风遥 他扛起红旗领队
参加水利建设袁 成为修筑赖田坑水库
的一支标杆遥 克钟身上的枪伤隐隐作
疼袁没有耽误一天岀工遥克池左手和下
身残废袁干不了重活遥 他主动请缨袁起
早摸黑袁饲养着生产队的耕牛遥可椿腿
骨嵌入的弹片太深袁一直无法取出袁稍
一劳作袁伤口就会发炎流血遥 然而袁他

毅然挑起了超田村首任村长的重担袁
瘸着左脚奔走在村头屋尾袁 为全村恢
复生产尧安定生活终日操劳遥 生前袁他
把两个孙子送到部队服役遥他去世后袁
他的孙子又把他两个重孙送去参军遥
二〇〇五年袁 当兵十年多有建树的可
椿重孙欧阳小军因公牺牲袁 成为岽下
又一名英年早逝的革命烈士遥
如今袁岽下的欧阳姓家族如同参天

大树袁枝繁叶茂遥他们继承先烈的遗志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袁
先后有十七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袁
三十二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遥为了传承
先辈们忠于党尧忠于人民尧无私奉献的
革命精神袁他们把已经锈迹斑斑的十八
把梭标陈列在宗祠里袁供一代又一代的
岽下子弟永久瞻仰袁永志弘扬遥

云石山袁长征第一山遥 从中央苏区到全国解放袁仅有
一万多人的乡袁牺牲的革命烈士就有一千三百三十八人袁
走岀了梁达山尧钟发生两位开国将军袁留下了非常宝贵的
红色基因遥 其中袁这个乡超田村的欧屋岽下袁四十多户人
家有二十二人参加红军袁至今还传诵着野十八把梭标干革
命冶的动人故事遥

一九三〇年初春的一天上
午袁领头习武的欧阳克淇袁像往
常一样来到村口大樟树下遥 他举
起两把扎着红缨的梭标袁问院野大
家记得程排长吧钥 冶野记得浴 冶众人
高声回答遥

欧屋岽下十八位青壮年袁怎
么会忘记救命的红军呢钥 头年秋
天袁他们到福建泉州挑盐遥 回家途
中袁 被一伙土匪拦下袁 强收买路
钱遥克淇把大家稳在身后袁只身向
前交涉袁趁匪首不备袁他猛地击落
了匪首手中的两支驳壳枪袁 顺势
锁住匪首的咽候遥 不料袁一个猴子
模样的土匪突然用枪顶住克淇的
脑袋袁 二十几个土匪也向乡亲们
举起了枪遥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袁寓
呯寓地一声枪响袁猴子应声倒地遥两
匹快马扬尘而至袁 马上的一名军
人再朝天鸣了两枪袁 喝令土匪投
降遥 克淇见马上的军人戴着红五
星的帽子袁 知道是传闻中的红军
到了袁忙上前施礼袁说院野感谢红军
救命之恩浴 冶捆住土匪后袁大家一
起围拢过来袁 得知两位是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军的军人袁 其中一位
是排长程昂华遥 这天袁他们外出侦
察恰巧路过袁 救了乡亲们遥 分手
时袁 程排长拔下腰间插着的两把
扎着红缨的梭标送给克淇袁 深情
地说院野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袁我们还
会相会的遥 冶

回到家乡三个多月来袁克淇
脑海里不断涌现岀这一幕场景遥
他反复地想袁欧阳家族自清朝康

熙年间来到岽下居住袁几百年遵
循着祖训院野持之以庄袁 临之以
敬袁接之以和袁秉之以公袁练之以
勤袁行之以义袁存之以仁袁归之以
忠遥 冶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遥国民
党统治后袁全村一夜之间跌入水
深火热之中遥 乡亲们既受地主恶
霸的剥削袁 又受土匪的侵扰袁日
子一天暗过一天遥 一九二九年袁
共产党来了袁欧屋岽下重新焕发
生机袁乡亲们分到了田地袁挺起
了腰杆袁 开始创建新的幸福生
活遥 可是袁国民党不甘心失败袁屡
屡野围剿冶中央苏区袁要把穷人手
中的胜利果实夺走遥 此时袁青壮
年不站岀来保卫苏维埃袁更待何
时钥 想到这些袁克淇常常睁眼到
天亮遥 今天天亮时袁他下定决心袁
率领乡亲们参加红军遥
这会儿袁 他同大家讲了自己

的想法后袁 把梭标高高地举过头
顶袁嗓音亮亮地喊道院野我们当红军
去浴 冶野当红军去浴 冶大家举拳高呼遥

当天袁克淇让铁匠铺再打下
十六把梭标遥 大家把梭标磨得锋
利袁套上坚硬的木棍袁再系上大
红的绸带遥 第二天一早袁十八把
梭标组成的队伍迈开双脚袁大步
走向红军营地遥
这是岽下欧阳姓的汝尧 克尧

可三辈的十八名青壮年遥 他们
是院汝万尧汝莱尧汝波尧克淇尧克
油尧克海尧克沭尧克桃尧克仪尧克
鉎尧克俊尧克洪尧克钟尧克池尧有
生尧大可棋尧可椿尧可摚遥

欧屋岽下组织梭标队集体
参加红军袁一时在云石山乡传为
美谈遥 到达部队后袁梭标队员穿
上军装扛起枪袁他们把梭标精心
用布包好带在身边袁迅速奔赴各
个战场遥

那几年袁国民党接二连三地
野围剿冶中央苏区遥 红军在毛主席
的领导下袁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
敌人的进攻遥 战斗中袁梭标队员
个个身怀绝技袁 人人英勇善战袁
被称为欧屋岽下的野十八勇士冶遥

在中央警卫团当班长的克
淇袁 多次深入敌占区完成运送物
资尧传递情报的任务袁还在一九三
一年十月袁带着严重的腿伤袁翻山
越岭袁到福建四都袁顺利接回了毛
主席的弟弟毛泽民遥 在红军首长
身边袁可椿忠于职守袁从不离队袁
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袁 连刚岀生
的儿子都没有回去看上一眼袁时
刻牢记野得胜回家冶的钢铁誓言遥
在弹药稀少的战场上袁 克钟用仅
有的三发子弹击倒三个敌人后袁

像猛虎似地同敌人拼刺刀袁 和战
友们一道奋力击溃敌人的冲锋袁
以至身负重伤遥 在阻击战中负伤
的克鉎袁冒着刺骨的寒风袁摸黑点
燃火堆袁 把二十二名几尽冻僵的
战友一一烤醒袁 自己却因疲劳过
度袁壮烈牺牲遥 在被俘的敌营袁克
海面对诱降袁 毅然吃下敌人的毒
馒头袁舍生取义遥其他梭标队员勇
敢地战斗在各个战场袁 为红军的
一个个胜利流汗流血袁屡建奇功遥
红军夺取第三次反 野围剿冶

胜利后袁共产党在瑞金叶坪举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阅兵遥
在庄严隆重的阅兵式上袁一支步
伐整齐的梭标队格外引人注目遥
伴着嘹亮的军号声袁克淇尧汝万尧
克沭尧可椿四人肩扛梭标走在方
队前面袁 近百名青少年紧随其
后遥 队员们扛起梭标袁穿着草鞋袁
戴着斗笠袁背着米袋袁精神抖擞
地走向主席台遥 那雄纠纠尧气昂
昂的阵势袁至今还让家乡的人民
群众津津乐道遥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野围剿冶失利
后袁开始了战略转移遥 这一年袁岽下梭
标队已有一名队员身负重伤袁三名队
员英勇牺牲袁剩余的十四名队员挥泪
告别故乡袁踏上漫漫征程遥 同时袁岽下
青年汝浦尧汝富尧小可棋尧可森又先后
参加了红军袁跟着部队迈步北上遥
雄关漫道袁战火纷飞遥 十八名来

自岽下的红军战士机智顽强袁在长征
路上谱写下一曲曲英雄的壮歌遥

汝万尧汝波尧克桃为了掩护战友
转移袁血染疆场袁与敌人同归于尽遥 汝
富尧汝浦尧克淇尧克俊尧克仪尧克沭尧小
可棋先后献出年轻的生命遥 二万五千
里长征路上袁岽下梭标队员袁再一次
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袁为鲜红的军旗
添上了血染的风采遥
有生到达陝北后袁又马不停蹄地参

加了抗日和解放战争袁并跟随部队转战
西藏袁在川藏公路建设中英勇献身遥
红军北上后袁 国民党疯狂叫嚣院

野柴草要过火袁石头要过刀遥 冶大肆搜
捕失散红军袁 残酷迫害红军家属袁在
岽下制造了残无人道的白色恐怖遥

短短几个月袁 失散回家的克莱尧
克油被敌人抓去杀害遥 克淇的妻子被
俘后袁 敌人丧尽天良地当着她的面袁
枪杀了她八岁的女儿袁摔死了她三岁
的儿子袁再把她活活打死遥 至此袁岽下
梭标队先后牺牲了十七名队员遥 他们
当中袁九人尚未成婚袁加上克淇袁一共
十个人没有留下后代遥
卷土重来的地主反攻倒算袁迫使克

油尧克海的母亲卖掉七岁的孙女袁还查
抄了红军的家袁使二十二户红属家徒四
壁袁挨冻受饥袁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遥

然而袁在漫长的黑夜里袁岽下的
红军家属心系共产党袁 想念红军袁她
们顽强地忍受敌人的折磨袁 穷不更
志袁苦不变色遥 九名年轻的寡妇无一
改嫁袁 含辛茹苦地抚育烈士遗孤长
大袁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遥

十八把梭标映红光
阴欧阳斌

1扛起梭标当红军

2战火硝烟呈英豪

3长征路上洒热血

4革命精神代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