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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岩位于我市东北方向的
壬田镇袁离市区约 20公里曰自古
就以野峰险尧岩奇尧洞幽尧泉清尧水
秀冶 的奇美风光而吸引无数文人
志士袁因而流传着许多轶事奇闻遥
上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中
期袁 革命的火种点燃了这块厚重
的土地袁 瑞金罗汉岩因此演绎着
激荡人心的红色传奇遥

罗汉岩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
地袁它地处闽赣要冲袁山崖陡峭尧
险峻袁但是水路交通便利袁是天然
的战略屏障遥 南朝陈霸先曾在此
屯兵操练曰 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
贵福也在此凭借天险和有利地
形袁 抗击清军一年有余遥 苏区时
期袁由于野左冶倾错误领导的全面
推行袁导致第五次反野围剿冶失利袁
主力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袁 罗汉岩
就成为游击队伍活动的广阔天
地遥

国民党军队攻占瑞金后袁对
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和红都儿女
实行残酷的野三光政策冶袁大量地
屠杀人民袁 很多地方成了 野血洗
村冶野无人村冶遥 面对国民党惨绝人
寰的屠杀袁 瑞金革命转为游击战
争阶段袁 游击队积极打击进犯苏
区的国民党部队袁 在一定程度上
牵制了敌人的野进剿冶步伐袁为主
力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遥

在这一特殊背景下袁 壬田尧
合龙尧 日东等地游击队于 1934
年 11月合并袁 成立了壬田游击
队袁转入山区袁在罗汉岩尧观音岽
一带活动遥壬田游击队以罗汉岩
为据点袁进攻沿岗区政府袁攻打
大犹坪联保办事处和石城龙江
联保办事处曰 还多次打击敌人
野还乡团冶袁在壬田尧日东尧大柏地
等区乡捉杀土豪遥不仅维护了革
命群众利益袁还为后来有力地反
击敌人的野清剿冶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袁占取了有利的游击基点遥

1935年春袁敌人对瑞金游击
区开始了野清剿冶行动袁瑞金游击
战争进入了最激烈尧 最艰苦的阶

段遥 在军事上袁敌人采用野斩草除
根袁挖地三尺袁石头过斩人换种冶
等残酷尧疯狂尧灭绝人性的手段袁
妄图彻底消灭游击队遥 经济上袁对
游击区实行严密的封锁遥 为切断
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袁 敌人采取
划分区域尧封锁山区尧层层把住路
口要道袁 同时强迫群众 野移民并
村冶袁把山上和靠近山麓的群众全
部逼到山外袁并采取野计口购粮冶
野计口购盐冶等办法袁严禁群众给
游击队供应任何物资袁 企图把游
击队员冻死尧饿死尧困死在山中遥
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袁中央分局尧
中央政府办事处指示中共瑞西特
委书记赖昌祚等率领部队从九堡
铜钵山向河东方向突围遥

1935年 5月袁突围部队在白
竹寨会合后袁又转移到丝茅坪遥 赖
昌祚在丝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瑞
金县委扩大会议袁提出了野保存实
力袁分散活动冶的方针遥 并决定将
游击队分成九个小队袁 每个小队
约 20人到 25人遥 赖昌祚率两个
小队返回白竹寨曰 胡荣佳率两个
小队到古城一带袁 并与彭胜标率
领的陶古游击队会合曰 钟民率三
个小队辗转到罗汉岩一带山区曰
其余两个队返回铜钵山活动遥 在
接下来的反野清剿冶斗争中袁由钟
民率领的游击队袁 以罗汉岩为根
据地袁在周边的日东尧壬田尧黄柏尧
大柏地等区乡开展游击活动遥 后
来袁 赖昌祚率领两支小队与罗汉
岩游击队会合袁 罗汉岩游击队得
到壮大袁 他们以罗汉岩的悬崖峭
壁尧崎岖山路为屏障袁活跃于连绵
的群山之中袁 频繁地出没于周边
的区乡袁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袁与
敌人展开激烈的反野清剿冶斗争遥

随着反野清剿冶斗争的步步深
入袁 游击队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
恢复尧建立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性遥
钟民领导游击队秘密地从罗汉岩
山区走向山外袁 走向塅区袁 在壬
田尧黄柏尧大柏地等地建立地下党
支部袁 并建立了大柏地区委和黄

柏区委遥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袁游
击队既重视地下组织的建设袁又
重视通过地下组织联系尧 宣传和
组织群众与敌人开展斗争遥 在地
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袁 罗汉岩周边
的群众为支援游击队而省吃俭
用袁甚至不顾个人安危袁把节省的
粮食尧油盐藏在竹竿里袁假装上山
砍柴送给游击队遥 在敌人实行搜
山野清剿冶时袁群众就给游击队通
风报信袁致使敌人的每次野清剿冶
都因扑空而失败袁 而游击队却灵
活地腾跃于罗汉岩周边的山区遥
因此袁 敌人就疯狂地抓捕群众砍
伐山中树木袁 企图实行愚蠢的砍
树搜山计划遥 而群众在砍树时袁见
敌人走近袁就用刀刃砍袁见敌人离
开袁又用刀背砍袁以此拖延时间袁
使敌人砍树搜山之计无法得逞遥

在反野清剿冶斗争中袁罗汉岩
游击队与周边群众建立了密切的
关系袁 使得游击战争由被动变为
主动对敌出击遥 这时袁钟民率领游
击队不仅继续打击野清剿冶之敌袁
还对山下欺压百姓尧 作恶多端的
地方反动势力予以沉重打击遥 他
们转战于壬田尧日东尧大柏地尧黄
柏等区乡袁镇压敌保长袁袭击乡公
所袁破坏敌野剿共会议冶遥 罗汉岩游
击队的连续袭击袁 使敌人胆战心
惊尧坐卧不安遥 后来袁又与胡荣佳尧
刘国兴两支游击队会合成立瑞金
红色游击队袁 一次次在汀瑞地区
重创国民党反动军队遥 其中袁奇袭
青山埠尧攻打武阳区公所尧九里岭
伏击战就是最漂亮的尧 最有力的
反击遥 钟民曾自豪地说院野敌人好
比牛袁 要宰要割全由我们决定
了浴 冶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袁罗
汉岩游击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袁
开赴抗日前线遥

罗汉岩游击队在敌人野清剿冶
的血雨腥风中竖起了一面战斗旗
帜袁它坚定了人民的革命意志袁鼓
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袁 它是南方
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略
支点遥

赣南采茶戏亮相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近日袁赣南采茶传统小戏叶钓公式曳参加了 2018年

戏曲百戏渊昆山冤盛典江西专场的演出袁让观众一睹赣
南采茶戏的风采遥

赣南采茶传统小戏叶钓公式曳是赣南采茶戏传统剧
目野四小金刚冶之一袁是目前赣南采茶戏传承和普及的
重要剧目之一遥 该戏主要讲述了田七郎与四妹相恋袁在
约会中被当地恶少刘二碰见袁 刘二依仗财势欲调戏四
妹袁被田七郎和四妹子教训一顿袁结果刘二落得野竹篮
打水一场空冶袁狼狈而逃遥 该剧由国家一级演员尧中国戏
剧梅花奖获得者杨俊携赣南采茶戏优秀青年演员张
强尧易晓艳尧魏志敏联袂演出遥

据了解袁百戏盛典以野戏曲的盛会尧百姓的节日冶为
宗旨袁 旨在充分展示全国所有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袁激
发戏曲剧种活力和戏曲院团潜力遥 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
艺术司尧江苏省文化厅共同主办袁计划连续举办 3届袁3
年内将全国 348个戏曲剧种的经典剧目渊折子戏冤集中
到野百戏之师冶昆曲的发源地昆山进行展演遥林莉曾艳华

梅州院第六届客家文博会 12月 7日举行
记者从第六届客家文化创意产品博览交易会 渊以

下简称野客家文博会冶冤筹备工作专题会上获悉袁本届客
家文博会将于 12月 7 日至 10 日在世界客商中心举
行袁目前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袁目前已全面完成招商
招展工作袁计划于 12月 1日开始布展工作遥

本届客家文博会以野文化创意窑艺览客都冶为主题袁
按照野政府指导尧部门联动尧企业办展尧市场运作尧打造平
台尧以展兴业冶的原则组织举行遥 据了解袁本届客家文博
会的整体档次尧规格较往届都有大幅提升遥 展区面积约
10000平方米袁分为本地文创馆尧客属文化馆尧云浮观赏
石馆尧丰顺石精品馆尧富硒长寿文化馆尧五华红木精品
馆尧动漫馆尧台湾馆尧东南亚精品馆尧工艺大师馆等袁邀请
350家企业参展袁集中展示客属地区的创意设计尧工艺
美术尧影视动漫等文化创意产品遥 活动期间袁还将举行
野文化+冶品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尧第二批野客都文创智
库冶专家聘任仪式尧野遇见窑梅州冶全球短视频大赛启动仪
式尧野文化+冶名家讲坛尧 2018客家文化渊非遗冤艺术周尧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与图文展览等活动遥

据介绍袁本届客家文博会将立足客家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的定位袁深挖客家文化资源野富矿冶袁擦亮我市野世
界客都窑长寿梅州冶品牌袁打造全民的欢乐节和嘉年华袁
推动梅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壮大遥 刘巧 王玉婷

罗汉岩的红色传奇

酱香面
食材院五花肉 250克 黄酒 1汤匙 盐适量 生姜 1

块 包菜叶 3片 酱油 3汤匙 植物油 3汤匙 辣椒
油 2汤匙 芝麻酱 1/2汤匙 大蒜 4粒 甜面酱 2汤
匙 面条适量 原味榨菜 1包 大葱半根 香葱 2根

制作步骤院1尧准备好主材料曰2尧猪肉剁碎曰榨菜切
丁曰香葱切葱花曰姜蒜和大葱切末曰3尧炒锅烧干袁倒植物
油袁放猪肉下去袁加入黄酒袁开小火袁煎出油曰4尧放入姜葱
末和甜面酱炒香曰5尧放入榨菜炒香曰6尧加入 600ml水袁
调入 2汤匙酱油烧开后袁用小火熬 40分钟袁至汁浓稠
渊如果到时间未稠袁可开大火收一下冤曰7尧另起锅烧大量
清水袁先放洗好的包菜叶渊撕碎冤袁烧开袁再放面条煮断
生曰8尧烧水的时候袁用 1汤匙酱油调开芝麻酱曰9尧面条
捞在碗里袁加入辣椒油尧适量蒜末尧适量盐尧倒入调好的
芝麻酱尧2汤匙炒好的杂酱袁撒上葱花袁吃时拌匀袁即可遥

阴朱万红

近日袁江西省灯彩展演活动比赛在石城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袁包括石城县 2支代表
队在内的省内 13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袁将一批具有代表性和地方特色的精品灯彩节目呈
现给观众遥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袁历尽千余年浮沉的石城灯彩这一民间艺术
奇葩袁经系统的挖掘尧整理与创新袁在新时代又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遥 图为国家级非遗
石城灯彩演出遥 文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