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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后袁为了组织开展武装斗
争袁 创建尧 保卫农村革命根据地袁中
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陆续成立了
一批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遥这些
学校为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袁不仅为夺
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袁
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
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遥

音多种渠道育人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袁在中

央苏区有野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冶袁主要
负责培训和提高中尧 初级红军指挥
员袁 校址设在瑞金县九堡村花门兜遥
为纪念彭湃和杨殷袁后将该校命名为
野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冶遥 其次袁中
央苏区还有野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冶野红
军特科学校冶野游击队干部学校冶遥 与
此同时袁还有教导团 4 个袁负责短期
培训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遥

1931年 8 月袁中共中央在给苏区
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
指示信中明确指出院野红军学校必须
集中举办遥 冶11月 25日袁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袁将红军干部学校
正式命名为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冶袁校
部设在瑞金城内杨家祠堂遥 中共苏区
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抵达瑞金
后袁便到学校视察遥 他看了学校的军
事表演后袁 高兴地对校长何长工说院
这所学校比国共合作时的黄埔办得
还好袁红军有这么一所学校袁我们的
腰杆子就更粗更硬了遥

1932年 2月袁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袁 简称 野红
校冶袁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遥

1933年 9月下旬袁 中央红军扩大
到 8万余人袁 武器装备状况也越来越
多样化遥 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袁中
革军委于 10月 17日发布 叶关于改编
红军学校的命令曳院野现将红校组织重
新变更袁 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
军大学校曰 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
兵学校曰 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
学校曰以工兵营尧炮兵连尧重机关枪连尧
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曰

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遥 冶野红
校冶的分编袁标志着人民军队的院校教
育形成了初尧中尧高级培训体系遥 在这
个体系中袁 红校是红军当时的最高学
府遥

野红大冶校舍建在瑞金西郊 6公里
处的沙洲坝乡大埠村的大窝袁 因周围
被苍松翠柏所掩映袁被誉为野山林军事
学堂冶遥 后为纪念一位牺牲的苏联红军
将军郝西史袁将野红大冶命名为野工农红
军郝西史大学校冶遥 第一任校长何长工
主持了校舍的设计工作遥 经过学员 3
个月的艰苦努力袁 建成了一幢两层楼
房和一座可容纳 500 人集会的礼堂袁
还有操场尧俱乐部和模型室遥

音不拘一格请野教授冶
红大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兼

政治委员是何长工袁后由周昆尧刘伯承
代理袁张忠逊尧彭雪枫继任校长袁徐梦
秋曾代理尧彭雪枫曾兼任过政治委员袁
李德兼任过红大顾问遥

红大还设有高级班尧上级指挥科尧
高级政治科尧参谋科尧后勤科袁附设教
导队尧高射队尧测绘队袁人员是中革军
委与红军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袁 从红
军中选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尧 富有实际
工作经验的师尧团干部遥

红大开办之时袁 有专职军政 野教
授冶16人袁如郭化若尧周士第尧王智涛尧
何涤宙尧陈时骥尧萧劲光尧张如心尧李翔
梧尧吴亮平等曰另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
兼职野教授冶袁主要是中共中央尧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
责人袁 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的一些
红军高级将领遥

红大在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上袁
坚持理论与实际并重袁 学校派学员参
加前线战斗的指挥集团工作袁 常由学
员代替伤亡指挥员的职务袁 进行前后
方轮换遥 所教所学的袁正是红军所需所
为的遥

针对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
所采取的堡垒主义方针袁 朱德亲自为
红大学员们拟订了两个研讨课题院野论
敌人的堡垒战术冶和野积极防御的实质
是什么冶遥 毛泽东尧周恩来尧朱德尧王稼
祥尧刘伯承尧刘少奇尧邓小平尧叶剑英等
都给红大学员讲过课袁 军委各总部的

一些部长也在红大兼课遥 王稼祥尧贺昌
讲过政治课袁李德讲野短促突击冶袁瞿秋
白曾在高级班讲过列宁主义袁 总政治
部组织部长李弼廷尧 敌工部长李翔梧
都为红大学员讲过课遥 在中央的关怀
下袁 红大学员有时还能旁听中央的重
要会议遥

1933年 2月袁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袁
国民党陈时骥尧 李明两位师长在突围
中受伤被俘遥 陈时骥被俘后袁起初几个
月有人看押他袁后来袁让他自己行动遥
这位国军师长耳闻目睹红军与旧军队
的确大不相同袁 思想上慢慢地发生了
变化遥 他是正规军校毕业生袁懂军事袁
便留下来到红军大学担任专职军政
野教授冶遥 还有一位叫何涤宙的教官袁也
是原国民党第 52师工兵营少校营长袁
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袁 后来亦来到红
军大学讲授苏军条令遥

音行教合一相兼顾
红大学员的生活尧 学习完全是军

事化的遥 每个学员不论官职高低都过
着普通战士的生活袁人手一把步枪遥 早
操后袁一天上 6个小时的课袁接着是班
组讨论和个人复习遥 响应根据地党尧
政尧 军领导机构及群众团体组织的各
种运动的号召袁积极参加扩军尧查田尧
选举尧春耕秋收尧慰劳祝捷尧募捐援助
白区的斗争等遥

一天袁学校组织学员去砍柴袁有两
个新学员因为临时有事耽误了袁 没有
跟上队伍遥 他们不知道中央苏区有野公
山冶和野私山冶之分遥 机关尧学校只能到
野公山冶上去砍柴遥 这两个没有赶上队
伍的学员走到一座叫杨梅岗的山上袁便
在那里砍了四大捆松树枝挑回学校遥
正当他们兴冲冲地挑着柴往回走时袁恰
巧遇到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遥 周恩来
招呼他们在路边的一棵大樟树下坐了
下来袁像拉家常一样袁问起了他们在红
军大学学习尧生活的情况袁两个红军学
员一一作了回答遥 接着袁周恩来问院野今
天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砍柴呀钥 冶

野哦袁我们两个因为出来的时候有
一点事情耽误了袁没有赶上队伍袁只好
在这上面的山上砍了些柴遥 冶

周恩来听后袁看着柴火若有所思遥

因为他知道袁 红军大学砍柴要到比较
远的野公山冶长埠岭一带去砍袁一般砍
一担柴要半天多时间袁 今天这两位新
学员肯定没有走那么远遥 于是袁他缓缓
地站起来袁 用手指着不远处的山说院
野你们砍柴的那座山叫杨梅岗袁是工农
民主政府分给老表们的耶私山爷袁你们
砍错了袁侵犯了群众的私人财产噎噎冶

两位学员听说自己犯了错误袁不
知道说什么好遥 周恩来见他们知道自
己错了袁就转了话题袁和蔼地说院野你们
先把柴挑回学校去袁抹个凉袁休息休息
吧浴 冶

当天晚上袁 周恩来约请了红军大
学校长兼政委何长工袁 以及两个砍柴
的新学员袁在溪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遥
周恩来看到两个学员板着脸袁 为了缓
和气氛袁 就笑着说院野这里的老表就是
我们的亲人遥 因此袁我们要十分爱护老
表的一草一木袁 如果随便拿亲人的东
西袁就会使军民关系慢慢疏远遥 冶周恩
来一席话袁 将新学员那忐忑不安的心
情一扫而光袁两个人的眼睛湿润了袁站
起身来院野报告首长袁 我们上午听了你
的指示袁 下午就把柴火送还了杨梅岗
老表的家里了袁并当面赔礼道歉了遥 为
了挽回在群众中的影响袁 我们请求在
当地开一个群众大会袁当众检讨噎噎冶
周恩来听完两个学员的话袁点了点头袁
舒心地笑着说院野好袁 这是一个革命战
士的美德袁知错就改袁改了就好噎噎冶

第二天傍晚袁 在杨梅岗所辖区的
工农民主政府礼堂里袁 召开了当地群
众和红军大学学员参加的大会遥 会上袁
两个砍错柴的学员相继上台袁 真诚地
检讨了自己的过错遥

第一期学员 10 月入校至 1934
年 9 月下旬袁共培训了 3 期学员遥 从
开办到长征袁尚不足一年时间袁但却
为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指挥人员袁如
彭雪枫尧宋任穷尧程子华尧韦国清尧邓
华尧周子昆等遥 红大学员中许多人在
创建新中国的战争年代成为无产阶
级革命家或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
领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袁他们中的许多人
又成为党尧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遥 这
座革命的大熔炉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
下了极为重要的光辉一页遥

苏区红军大学的点点滴滴
阴钟同福

云石山距瑞金市区 12 公里袁
山高不到 50米袁 方园不足千平方
米袁山上只有一座古寺庙遥 云石山
的地理风貌非常奇特袁它是在平地
凸起的一座小山袁 山上怪石林立袁
树木繁多袁典雅怡人袁四季如春袁正
如山上寺庙对联所言野云山日咏常
如画袁 古寺林深不老春冶遥 从远处
看袁犹如仙女回宫时袁遗留在凡间
的花篮遥 此山四面悬崖峭壁袁只有
一条百级石砌小道直达山顶袁中途
还有两道石门屏障遥

1934年 7月袁 正是中央革命根
据地硝烟四起袁第五次反野围剿冶斗
争最为激烈的时刻袁原驻在沙洲坝
的中央机关袁已被敌人发现袁为安
全起见袁所有中央领导机关都移迁
到较为隐蔽的云石山袁并分散在就
近的各个村庄遥 中共中央局驻在丰
垅村的马道口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驻在田心村岩背尧中华全国总工
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驻在田心村沙
排袁 少共中央局驻在田心村老屋

场袁临时中央政府就驻在云石山头
的寺庙之中遥 在这里居住和工作的
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袁中
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贺
子珍和部分工作人员遥

毛泽东在云石山居住期间袁由
于王明野左冶倾路线领导和共产国
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袁面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强大兵力袁不考虑中央
苏区的实际情况袁在军事战略中出
现了严重错误袁致使红军在战斗中
非常被动袁损失惨重袁中央革命根
据地日益缩小遥 毛泽东看到眼里袁
痛在心中袁向中央提出了很多正确
的建议和主张袁 但都没有被采纳遥
深明大义的毛泽东袁仍然以革命事
业为重日夜操劳袁他还在这里前往
于都尧会昌等地作调查研究并指导
工作袁以尽可能地扭转我军局面遥

在云石山古寺中袁有一位中央
领导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
感情袁那就是张闻天同志遥 张闻天
曾经一度推行野左冶的路线袁随着中

央革命根据地形势的变化袁就在这
里袁张闻天显露了他一生中最为宝
贵的品质袁他尊重实践尧追求真理尧
实事求是尧刚正不阿遥 两位主席经
常相互交流袁 张闻天思想转变很
大袁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
张袁这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遥

1934年 10月初袁 国民党反动
派的北路军和南路军疯狂地对兴
国尧石城尧长汀和会昌等地进攻遥 在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袁经军粉碎敌人
野围剿冶的希望已经断绝袁鉴于情况
紧急袁中央领导人作出了战略大转
移的决定遥10日那天袁风啸雨残袁中
央机关的领导齐聚在云石山的路
旁袁编入军委第一尧第二野战纵队
与当地群众洒泪告别袁踏上漫漫的
长征路遥 此时袁在云石山成立了以
项英为书记尧陈毅为主任的中共中
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渊丰垅村
马道口冤继续领导苏区军民坚持革
命战争遥

图为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的野长征第一山冶

云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