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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都
阴钟燕林渊党史办冤

在中国的历史上袁都城的选择历来
都是很有讲究的遥 诸如南京尧西安尧洛阳
等地袁这些地方要么是多个朝代选址于
此袁要么是地理位置特殊袁而瑞金作为
赣南的一个小县城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成为红色政权的核心区域尧成为共和
国的摇篮袁确实是个奇迹遥
历史选择了瑞金袁 瑞金无愧于历
史遥 瑞金是早期革命活动起源地之一遥
早在 1927 年 8 月袁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就
在瑞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遥 当起义军在
县城写下标语时袁穷苦百姓那颗冰冷的
心被捂热了曰当贺龙等人在绵江中学的
党旗下举起右拳宣誓时袁一群热血青年
的激情就彻底点燃了曰当一个个共产党
组织在瑞金成立时袁革命烈火已在这块
红土地上燃起遥
瑞金是中国革命的福地遥 1929 年 2
月初袁当饥肠辘辘尧疲惫不堪的红四军
进入瑞金境内时袁已是濒临绝境遥 在瑞
金大柏地袁毛泽东和朱德利用麻子坳的
有利地形与尾追之敌狠狠地打了一仗袁
红军大获全胜袁彻底扭转了从井冈山下
山以来的被动局面袁被陈毅誉为野红军
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遥 冶如今袁摸着
前村累累弹洞袁我们似乎还能闻到硝烟
的气息曰听着讲解员讲述叶借粮还款曳的
动人故事袁我们不禁被军民鱼水之情深
深打动遥 确实袁瑞金是一块福地袁让红军
在赣南尧闽西扎下了根袁为中央苏区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遥
瑞金是红色政权的诞生之地遥 当历

史翻到 1931 年 11 月 7 日这一页时袁就
定格在了叶坪村谢家祠堂遥 这个不算
宽大的祠堂袁 却承载了全国苏维埃第
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袁全国 610 名代表
齐聚一堂袁共商革命大计曰一台旧电台
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遥 从此袁中国共产党
掀开了 崭 新的 一 页袁 开 始了 治 党尧 治
国尧治军的伟大预演曰从 此袁 中国 历 史
上就有了工农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国
家遥 瑞金袁也因红色政权的诞生载入史
册袁红都袁成了瑞金一张永不褪色的名
片遥
瑞金见证了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
展遥 当年袁党和红军面临国民党疯狂的
军事野围剿冶和残酷的经济封锁袁苏区干
部克服万般困难袁白手起家袁建立和完
善了党的组织尧军队组织尧工会袁发展了
工农业袁筹办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袁稳定
了金融尧财政秩序遥 麻雀虽小袁五脏俱
全袁小小的瑞金袁拥有 50 多个部委和机
关袁 全面指导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开
展遥 在赣南尧闽西的红土地上袁党和红军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院先后打破了
敌人的四次野围剿冶袁军队建制和数量显
著增多袁革命根据地遍布全国遥
瑞金见证了苏区干部一心为民的
好作风遥 为了广泛动员和发动群众袁在
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袁毛泽东十分关心
群众的生活问题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遥 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袁毛泽东就提
出袁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野阿弥

陀佛冶一样时刻叨念野争取群众冶遥 在中
央苏区战事频繁和政务繁忙中袁毛泽东
对战士尧群众的冷暖温饱袁都时时放在
心上袁给老乡送医送药尧车水抗旱尧打井
找水尧割禾挑水尧挖茅坑尧修路桥等遥 瑞
金沙洲坝的野红井冶袁就是当年毛泽东主
席为解决当地村民饮水困难带领临时
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开挖的遥
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袁周恩来尧张闻
天等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砍柴等爱民故
事袁广为传颂遥 苏区时期袁党和苏维埃政
府领导人在为人民谋利益方面袁身体力
行袁以身作则袁为广大苏区干部树立了
一个最好的榜样遥
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
贡献和牺牲遥 当年只有 24 万人口的瑞
金袁却有 11.3 万人参战支前袁4.9 万余人
为革命捐躯袁 可以说是家家有红军袁村
村有烈士噎噎除了人力上的支持袁瑞金
人民还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袁认购
革 命 战争 公 债 和 经 济 建 设 公 债 78 万
元袁支援红军谷子 25 万担袁捐献战争经
费 22 万元袁 连存在瑞金苏维埃国家银
行的 2600 万元也全部无私地捐献给了
中国革命遥 瑞金的父老乡亲袁真正做到
了野最后一碗米,送去当军粮曰最后一尺
布袁送去做军装曰最后一个娃袁送他上战
场遥 冶
回望峥嵘岁月袁感悟革命初心遥 红
色袁一直是瑞金的靓丽的底色遥 红都瑞
金袁 如今已经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
地袁永远焕发出迷人的光彩遥

这一片厚土
渊组诗冤

阴温云高渊瑞金报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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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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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痕再深
深不过青砖上的往事
叩问门楣和红星上的千秋家国梦
请不要绕开
年轻的苏维埃搏动的心跳
以及谢家祠堂
对野主席冶的第一声称呼
打量那段苍茫岁月中
渐行渐远的星星之火
请不要淡忘
浴血的奔走和牺牲
以及混沌中奔突的黎明
倾听 英特纳雄奈尔
苍凉遥远的呼唤 以及
无产者愤怒的镰刀和铁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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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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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创造了永恒

源

泉

要题红井
要要
不朽的泉
源自大地的深处
源自一九三三年的秋天
不要惊讶
小学课本里
那短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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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
吃水不忘挖井人
时刻想念毛主席
浅显的语言
表达的并不仅仅是
一种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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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有时是一种向下的挖掘
也是一种简单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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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的骄傲
阴钟同福渊林业局冤

野南京北京袁不如瑞金遥 冶瑞金袁是一
块福地袁在这里能圆梦遥 我生长在这块
福地上袁我骄傲袁我自豪遥
瑞金有两处野人民大会堂冶要要
要野一
苏大冶和野二苏大冶曰瑞金有如今中央各
个部委的根曰这里有毛主席带领干部群
众挖的野红井冶曰人民共和国是从这里开
始孕育的遥
瑞金是一块福地袁 八十多年前袁一
群群有梦的热血男女袁聚集瑞金袁并以

瑞金为中心做一个圆梦之
旅遥
野上海建党袁开天辟地曰南
昌建军袁惊天动地曰瑞金建
政袁翻天覆地曰北京建国袁
改天换地冶袁精辟概括了瑞
金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遥 圆了所
有中国人的梦遥 新中国第一尧第二代领
导人中大多数在瑞金得到了历练袁实现
了他们野推翻旧世界袁建立新中国浴 冶的
梦想曰新中国的将帅们大多数当年都曾
在瑞金战斗尧生活和工作过袁成就了他
们改天换地的梦想曰野毛主席冶的称呼就
是从这里喊响袁圆了老百姓心中野雄鸡
一叫天就亮冶的梦想遥
瑞金是一块福地袁 有伟人亲手引

来的清泉袁 永不枯竭地膏泽着中华儿
女遥
瑞金是一个宝地袁白云岩保有储量
4.5 亿吨袁居全国第一曰石灰石储量 5 亿
吨袁萤石储量 200 万吨的矿产资源遥
瑞金是通衢要地遥 扼赣闽咽喉袁素
为赣闽粤三省通衢袁是中西部省市沟通
东南沿海的中转要地袁是海峡西岸经济
区跨省合作的核心区域遥 随着海峡西岸
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袁瑞金充分发挥
毗邻闽西的地缘优势袁已经规划建设光
电尧线缆线束尧食品尧新型建材等特色产
业园遥 瑞金正在加速融入海西尧珠三角
和长三角遥
福地能圆梦袁今朝更好看遥 我是瑞
金人袁我自豪遥

当岁月的风声
成为一种久远的天籁
你受伤的身躯 是否
已幻化一段站着的历史
当七十多年前的烽烟
成为南国的一段传奇
你嶙峋的筋骨 是否
已生长为一种不屈的精神
告诉我
曾有多少惊异的目光
抚摸过你的奇特要要
要
一半活着
向春天赠送绿色
向秋日奉献落叶
而另一半 怀抱着一些
隐秘的往事 像一盏灯
怀抱着它自己内心的
力量和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