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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刘传葵对于我来
说既陌生又熟悉袁陌生的是他英
年早逝袁我们从未谋面曰熟悉的
是他的英雄故事袁他短暂的一生
留下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我
珍藏传颂一辈子遥

爷爷苏区时期任职于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袁
奶奶谢娣子是当年的洗衣班的
班长袁专门为苏区干部尧战士洗
衣做饭遥 1934年 10月袁爷爷随红
军主力一起参加二万五千里长
征袁 奶奶则留在苏区做地下工
作袁并照顾 2个年幼的孩子遥

1934年 11月 27日至 12月
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
内的兴安县尧全州县尧灌阳县与
国民党军苦战五天五夜袁最终从
全州尧兴安之间强渡湘江袁突破
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袁粉
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

江以东的企图遥 湘江战役是红军
长征期间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袁
其中倒下了不少瑞金籍的红军
指战员袁爷爷在这次战役中受了
重伤袁昏迷多日袁最终与红军失
去联系袁 成为一名红军失散人
员遥 在一次战斗中袁敌人用飞机
大炮向红军进行猛烈轰炸袁战场
上满是枪炮声袁爷爷被一枚落在
近处的炮弹炸得昏厥过去遥

战斗结束后袁 灌阳县马渡桥
村民前往战场搜寻红军伤员袁村民
发现了昏迷中的爷爷袁他们把爷爷
驮回去后袁把他藏在牛棚间里用茅
草掩藏袁7天 7夜后终于苏醒过来
了遥 在当地村民的精心照料下袁爷
爷的身体才慢慢地恢复正常遥

随后袁爷爷多方打听中央红
军的去向袁 由于当时通讯不便袁
虽然经过各种渠道打听袁但还是
无法得知中央红军的去向袁最后

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遥 无奈之
下袁 爷爷只好沿途一路乞讨袁经
过千辛万苦袁走了一个多月才回
到家里遥

爷爷回到家后袁不久又主动
联系地方地下组织袁积极参与地
下工作遥 1935年 2月 21日袁由于
叛徒的告密袁爷爷的行踪被敌人
发现遥 在壬田罗汉岩笠婆寨袁国
民党瑞金县保安团向爷爷一步
步紧逼袁 最后将他逼到了悬崖
边遥 保安团一边叫嚣野抓活的冶袁
一边缓缓地朝爷爷走去遥 眼看着
就要落入敌人之手袁爷爷自知无
法逃脱袁 他高喊着 野共产党万
岁冶袁纵身跳入悬崖袁为革命献出
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政府进行红
军烈士普查袁为我们家颁发了革
命烈士荣誉证书遥

渊刘田生口述冤

一切向前走袁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遥 91年来袁人民军队一路红旗漫卷尧发
展壮大袁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袁前仆后继袁
勇往直前袁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尧富起来尧
强起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遥苏区时期袁瑞
金青年纷纷参军上阵袁 在战场上挥洒热
血袁 他们的付出袁 照亮了民族精神的星
空袁汇聚了厚重而辉煌的历史遥

赓续历史荣光袁争当英雄传人遥 时
值第 91个建军节之际袁 本期汇集了我
市几位烈士后代讲述的红色故事袁通过
他们的讲述袁追忆先烈一路披荆斩棘的
光辉历程袁 感悟红色基因精髓内涵袁在
重温革命传统中集聚强大正能量袁在灵
魂深处深扎信仰之根袁传递燃烧的忠诚
信仰之火遥

邹成达院

铁面无私的特派员
我的父亲叫邹成达袁出生于瑞金武阳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遥1929年 2月袁毛泽东尧朱德率领
红军转战到瑞金后袁 在大柏地打了一个胜仗袁
随后转战赣南和闽西之间遥在一边与国民党军
作战的同时袁红军大力宣传革命思想袁广泛动
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遥 这时候的父亲尚未结
婚袁正是年轻小伙子袁对一切新的东西都很好
奇遥 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钥 与国民党部队
有什么不同钥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噎噎父亲时常
在想这些问题遥

红军与群众亲如一家袁千方百计为老百姓
谋利益袁父亲看在眼里袁记在心中袁逐步有了跟
着他们干革命的想法遥 1930年袁父亲加入了游
击队袁在家乡附近与国民党周旋袁寻找机会消
灭敌人遥

随着红军作战节节胜利袁各地苏维埃政权
纷纷建立起来袁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遥 新生的苏
维埃政权需要大量的人才袁父亲被选为西江县
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特派员袁专门负责惩治叛徒
和特务袁在工作中袁无论是谁犯了事袁他都一视
同仁尧铁面无私袁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贡献了一
份力量遥时至今日袁父亲用过的党员证尧手枪和
特派员证已在南昌博物馆展出袁成为父亲在苏
区时期担任过特派员的最好证明遥

1934年秋袁第五次野反围剿冶失利袁中央苏
区的范围日渐缩小袁最终袁国民党军占领了中
央苏区遥父亲也由西江县苏维埃政府保卫局转
入游击队袁跟随刘国兴等人打游击遥 父亲告诉
我袁打游击非常辛苦袁常常游走在赣闽两省之
间的高山之间袁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遥

国民党军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占绝对
优势袁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袁游击队的生存环
境日渐恶化袁战友们有的被害袁有的被俘遥 后
来袁游击队只好解散袁各自回家袁父亲因此回到
家里务农遥

上世纪 50年代初袁得知我父亲以前参加
过革命袁对革命作出了贡献袁当时的瑞金县委
书记通过个人关系袁 介绍他去宁都专署公安
处工作遥 父亲以自己因战争导致耳朵不好使
为由袁婉言谢绝了遥 自此之后袁父亲一直在家
务农袁过着平凡而充实的生活遥 1977年袁政府
给予父亲苏区老干部待遇遥 2002年袁父亲在家
病逝遥

渊邹红生口述冤

我的岳父叫杨洪生袁是一位老
红军遥 1918年袁我的岳父出生在武
阳杨屋前的一个贫农家庭遥岳父家
没有田地袁父母为了生活只能租地
主的田来耕种袁一年到头除了交田
租及其他租谷袁家里只剩下一点谷
子袁天天吃不饱袁穿不暖袁生活实在
困苦袁他的父亲为了维持家人的生
活袁每天要来回百余里路帮人挑石
灰袁 挣点苦力钱给母亲买药都不
够遥 在岳父 8岁的那一年袁他父亲
因地主逼债被活活打死袁母亲被迫
到处给人洗衣做饭谋生袁岳父也因
顶债到地主家做工放牛袁从此家破
人亡遥

1927年 12月袁 毛泽东带了
很多红军来到瑞金袁打地主尧分田
地袁地主杨世洪被镇压枪毙袁贫苦
大众分到了田地袁 岳父也参加了
少年先锋大队遥

1933 年冬袁 红军到县里招
兵袁岳父和同村的杨庆林尧杨荣金
一起报名参军袁 后因年龄太小没
有录用遥 1936年元月袁已经长成
青年小伙的岳父和杨庆林尧 杨荣
金通过地下工作人员谢和贤同志

介绍袁 加入了汀瑞游击队遥 1937
年 11月南方八省游击队奉命下
山袁 汀瑞边游击队开赴福建龙岩
白兔与闽西张鼎臣领导的游击队
会合集训整编袁1938年队伍挺进
安徽投入抗日战争遥

1937 年 11 月以后国共合
作袁 岳父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
三团三营二连一排一班当战士遥
当上战士的岳父心情无比喜悦袁
干劲十足袁 决心把日本鬼子彻底
消灭干净遥汀瑞游击队下山袁后在
武阳区罗石圩的排子脑尧罗田尧凹
下等地驻扎待命袁 福建龙岩一带
的大部队也到了袁一起北上抗日袁
不料国民党驻瑞金的军队袁 包围
了瑞金城南下办事处 渊溪子下冤袁
把正在开会的十几位领导抓走
了袁同时又派部队到罗石圩攻打遥
由于敌人来势凶猛袁 岳父所在的
部队只好边打边撤进山里袁 摆脱
了敌人的追击袁 经过数十天的步
行袁 部队才到福建龙岩地区的白
兔村驻扎待命遥两个月后袁再返回
瑞金袁出发北上袁参加抗战遥

1938年春袁岳父所在的部队

来到安徽宣城县城东郊的五路村
待命袁 得知宣城西北面三十余里
地的青山街驻了一小队的日本鬼
子兵遥 岳父所在的三营决定拔掉
青山街鬼子的据点遥 1938年农历
5月的一个夜晚袁经周密部署袁三
营的战士参加了端掉青山街鬼子
据点的行动遥此次战役中袁我的岳
父和他的战友英勇善战袁 不到一
个小时便将小鬼子打死的打死袁
吓得逃走的逃走遥战斗结束后袁岳
父和战友因表现出色袁 岳父个人
获得记二等功一次袁 岳父所在的
班记集体二等功一次遥

1940 年组织安排岳父前往
司令部干训班学习 袁1943 年 6
月袁岳父在苏尧浙支队任副官袁12
月调回苏中二军区任副官遥 1949
年 8月岳父南下到皖北任行政公
署机关管理员遥

1950年元月份袁 岳父回到瑞
金袁先后在组织部尧法院工作袁还
担任过壬田区尧九堡区区长尧瑞金
县税务局局长等职遥1958年离休遥
2002 年袁84 岁的岳父因病逝世遥

渊邹小兵口述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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