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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沙洲坝村中袁有一口驰名中外
的红井遥 它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和苏区干
部关心群众生活袁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
谋利益的历史见证遥

当年的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地
方袁 不仅无水灌田袁 就连群众喝水也
非常困难遥 那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
谣院野沙洲坝袁沙洲坝袁没有水来洗手
帕袁 三天无雨地开岔袁 天一下雨土搬
家遥 冶

1933年 4月袁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
迁来沙洲坝以后袁毛泽东住在村头杨姓
元太屋遥

在这期间袁 毛泽东经常深入基层袁
调查研究袁了解情况袁解决问题遥 一天袁
毛泽东来到村口袁迎面走来一个中年汉
子袁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袁随着步履肩上
的扁担一颤一悠袁桶内混浊的水不时往
外溢出袁毛泽东关切地问院野老俵袁这水
往哪挑呀钥 冶

挑水的人叫杨家兴遥 他没想到会在
村口遇上毛主席袁边走边说院野挑回家做
饭遥 冶

毛泽东一听袁连忙叫道院野你等会遥 冶
野这水你从哪挑来的钥 冶毛泽东关切

地问遥
野池塘里遥 冶杨家兴说完袁转身就要

走遥
毛泽东三步并做两步快速走到杨

家兴面前袁拦住说院野你带我去看看遥 冶
杨家兴放下担子袁领着毛泽东来到

池塘边袁只见村边连着几口池塘袁有的
妇女在浣洗衣服袁 有的挎着菜篮在洗
菜袁有的在涮马桶袁旁边还有三三两两
的老俵用水桶挑水遥

野其他地方没有水源吗钥 冶毛泽东接
着问遥

野主席袁你可不知道袁沙洲坝这个
村袁历来是个荒沙地袁常年干旱缺水遥 平
时袁外乡人都说袁有女莫嫁沙洲坝袁无吃
无穿无水洗手帕遥 冶杨家兴无奈地回答
着遥

毛泽东听了之后袁想了想说院野为什
么不打口井呢钥 冶

听说要打井袁池塘边的人一下就围
了过来遥 七嘴八舌地说院野不能打井的袁
会得罪旱龙爷袁坏了整个屋场的风水遥 冶

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笑袁转身离开
了遥 从此袁他便把解决群众饮水难的问
题挂在心上袁只要一有空袁他就同警卫
员商量着如何为群众挖井的事遥

这年 9月的一天袁东方刚露出鱼肚
白袁毛泽东就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
一块空地上袁 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袁定
下了井位袁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遥 他
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
来挖井遥

毛泽东一边挖井袁一边乐呵呵地对
大家说院野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袁不敢
打井袁怕得罪旱龙爷袁坏了屋场害了人遥
可我不怕袁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袁让它
来找我好了浴 冶

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遥 在
他的带领下袁 不几天时间袁 一口直径
85 厘米袁 深约 5 米的水井就挖成了遥
为了使井水更清澈袁 毛泽东亲自下到
井底铺沙石尧垫木炭遥涓涓清流从井底

涌上来遥
毛泽东爱民挖井的实际行动袁为苏

区干部树立了榜样遥 中央各机关和驻地
村民纷纷挖井取水遥 从此袁沙洲坝人民
结束了饮用肮脏塘水的历史遥

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离开瑞金
后袁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袁多次填掉
这口井遥 村民们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遥 敌人白天填袁夜里村民们又把
井挖开遥 就这样填了又挖袁挖了又填袁反
复好几次袁 沙洲坝人民终于取得了胜
利遥

1951年袁沙洲坝人民为了迎接毛主
席派来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袁将
这口水井进行了全面整修袁 并取名为
野红井冶袁在井旁立了一块木牌袁刻上野吃
水不忘挖井人袁时刻想念毛主席冶十四
个赤金大字袁以后又将木牌改为石碑遥

毛泽东为沙洲坝群众挖红井的故
事袁被编入了小学语文课本遥 亿万少年
儿童通过叶红井曳这篇课文袁深切地感
受到了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遥

如今袁红井享誉海内外袁成为人们
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遥 野红井水哟袁甜又
清噎噎冶一曲叶红井水曳袁唱遍了大江南
北遥 甘甜的红井水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
儿女遥

野二苏大冶即第二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遥 1934年 1月 21
日至 2月 1日袁第二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在位于沙洲坝的中
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召开遥 参加大
会的正式代表 693名袁候补代表
83名袁旁听代表 1500名袁毛泽东
为大会致了开幕词遥 大会期间袁
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作的中央
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两年
来的工作报告袁叶毛泽东选集曳第
一卷中叶关心群众生活袁注意工
作方法曳尧叶我们的经济政策曳这
两篇文章就是从这个报告中节
录下来的遥

大会还听取了朱德作的红
军建设决议报告遥 林伯渠作的经

济建设决议报告袁吴亮平作的苏
维埃建设决议报告袁并通过修改
后的宪法大纲尧 苏维埃建设尧红
军建设尧经济建设等决议案和关
于国旗尧国徽尧军旗等决定袁选举
了毛泽东尧周恩来尧朱德尧刘少奇
等 175 名中央执行委员袁 邓子
恢尧 康克清等 36名候补中央执
行委员遥 还通过了 35名中央工
农检察委员名单遥

2月 3日袁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袁毛泽东继续
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袁人
民委员会由张闻天任主席遥 人民
委员会的组成部门在原有九部
一局的基础上, 增加了国民经济
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遥

图为 野二
苏大冶会址袁是
苏 区 时 期 的
野 人 民 大 会
堂 冶遥 1934 年
10月红军主力
长征后袁 国民
党军队卷土重
来袁 下令拆除
大礼堂袁 使大
礼堂仅存残墙
断壁遥 现在大
家看到的大礼
堂是 1956 年
按 原 貌 修 复
的 袁1961 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遥

野一苏大冶 即第一次全国苏维
埃代表大会遥 1931年 11月 7日袁第
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
叶坪的谢氏宗祠隆重召开遥 参加大
会的有来自闽西尧赣东北尧湘赣尧湘
鄂西尧琼崖尧中央苏区等根据地代
表和红军尧全总尧海员的代表共 610
名遥

7日早上袁 叶坪广场上举行了
隆重的阅兵典礼袁毛泽东尧朱德尧项
英尧彭德怀尧王稼祥尧任弼时等领导
人检阅了威武的中央红军代表及
闽赣两省附近的县赤卫军和模范
少先队遥 下午袁大会举行开幕式,项
英致开幕词遥 晚上袁大家观看了当
时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为
大会精心准备的提灯庆祝晚会袁将
庆祝活动推向高潮遥 为确保大会安
全袁大会筹委会还在长汀近郊设置
了一个假会场迷惑敌人袁充满戏剧
性的是院 这天假会场遭敌机轰炸袁
而叶坪的真会场却安然无恙遥

大会历时十四天袁听取了毛泽东作的政治问题报
告袁项英作的劳动法草案报告袁张鼎丞作的土地问题
报告袁朱德作的红军问题报告袁周以栗作的经济政策
问题报告袁王稼祥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袁邓广仁作
的工农检察问题报告袁任弼时作的苏维埃宪法问题报
告曰大会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尧土地法尧劳动法及红
军问题袁经济政策尧工农检察问题尧少数民族问题等决
议案曰选举了毛泽东尧项英尧张国焘尧周恩来尧朱德等
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袁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袁
作为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遥内设外交尧军事尧土
地尧内务尧财政尧教育尧司法尧劳动尧工农检察九个部和
国家政治保卫局遥会议结束后袁由于房间紧缺袁大家就
想了个办法在谢氏宗祠里用木板隔成了 15个房间袁
作为各个部委的办公室袁这个大厅袁就成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遥

在这里袁中华苏维埃政府首次以国家政权的姿态
诞生于世袁与当时的野国民政府冶对立并存袁野成为全国
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与组织者冶尧野成为中国工农民
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先声袁创造中国新社会的
序幕冶遥就在这些简陋的办公室里袁当时的苏区干部进
行了领导与管理国家的伟大探索和尝试遥

11月 27日袁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
议袁当会议宣布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袁项英尧
张国焘为副主席时袁63位委员站起来热烈地鼓掌遥 这
时袁任弼时大声提议院请毛主席讲话浴 开始袁大家还不
知道叫谁袁安静了几秒袁60多双眼睛野唰冶地望着毛泽
东袁更加热烈地鼓起掌来遥

之前袁人们对毛泽东称呼通常为野毛党代表冶尧
野毛委员冶袁从此袁毛泽东同志一直被称为野毛主席冶袁一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遥当然主席称呼在不同时期有着不
同的含义 遥

红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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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