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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过云南袁
留下非常独特的一条标
语尧一个红布幛遥它们背
后的两个故事反映了党
和红军民族政策的成功
实践袁 揭示了民族团结
的可贵遥

1935 年 4 月袁中央
红军来到云南寻甸县柯
渡镇丹桂村袁 有一名红
军小战士误把 野打土
豪冶没收来的非清真食
品带进清真寺袁朱德总
司令知道后袁带着这名
小战士向清真寺赔礼
道歉袁并命红军宣传员
用紫土在清真寺墙壁
上写下野红军绝对保护
回家工农群众利益冶的
大幅标语遥 柯渡镇回族
群众深受感动袁纷纷送
粮送衣送草鞋支持红
军北上抗日遥 这条标语
作为红军执行党的民
族政策的具体标志袁保
存完好袁是弥足珍贵的
历史遗存遥

1936 年 4 月底袁贺
龙率领红军二尧 六军团
渡过金沙江袁 进入中甸
县境内遥 中甸是云南连
接康藏的重要通道和藏
族群众聚居区袁 为了赢
得藏族同胞的理解和支
持袁红军总指挥部要求全体指战员尊重
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袁保护寺院遥 同时
规定了 7条政治纪律袁严格执行党的民
族宗教政策遥 当时袁红军总指挥部设在
县城经堂渊寺庙冤两侧的耳房里袁贺龙总
指挥和各军团首长带头尊重藏族宗教
信仰袁不进大殿遥 部队冒着高原的严寒
露宿野外袁对群众秋毫无犯遥 有位红军
战士的枪走了火袁打死了翁水村腊咱列
主家的马袁红军领导亲自前去赔礼道歉
并以 250块银圆高价赔偿遥红军的行动
深深感动了藏族群众袁大家积极为红军
当向导尧做翻译袁帮助红军找住房尧买粮
食尧碾米遥

中甸县宗教政治中心归化寺渊即噶
丹窑松赞林寺冤派出代表到红军总部进
行会谈袁向贺龙敬献了哈达遥 贺龙得知
寺院僧众对红军尚存疑虑的情况后袁
当即宣传我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袁讲
述红军的宗旨和北上抗日的决心遥 贺
龙等红军领导人又应邀到归化寺做
客袁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遥 贺龙将
亲笔题写的野兴盛番族冶的红布幛赠送
给归化寺袁祝愿藏族群众繁荣昌盛遥 5
月 3日袁归化寺僧众及商人尧富户打开
仓库袁出售粮食尧盐尧糖等物资给红军袁
有的藏族群众还把粮食无偿地送给红
军遥 短短两天时间袁红军就筹集粮秣约
10万斤袁 使红军部队得到了休整和补
充遥 红二尧六军团先后离开中甸继续长
征袁但这段野民族团结一家亲冶的佳话
却传颂至今遥

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尧贺龙执行党和
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故事袁不仅感动了
当时的人们袁也深刻影响后来党和国家
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袁对今天云
南省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仍然具
有很强的指导示范作用遥 2017年袁丹桂
村成为全国文明村遥 全村户户盖了新
房袁去年全村 312 户脱贫袁人均纯收入
7600元遥 标语野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
群众利益冶和野兴盛番族冶红布幛袁被珍
视尧保存了 80多年袁它们都成为民族团
结的见证遥

张勇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袁瑞
金叶坪乡叶坪村袁至今流传着许多
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故事袁当地
人民永远传颂着毛主席的恩情比
山高袁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遥

替群众治病
三十年代袁叶坪村的村民谢成

熏因为右腿受伤袁无钱医治袁造成
感染袁小腿肿胀流脓袁二十余天了袁
每天一到下午就特别疼痛袁有时痛
得他这个壮年人都忍不住哎哟尧哎
哟的叫起来遥 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一
天袁屋外大樟树下突然响起一阵嘈
杂的声袁他老婆出门一看袁连忙把
门关上袁 他对成熏说院野不好了袁来
了很多兵袁 不是来要钱就是要粮袁
忍住痛袁不要哼出声来遥 冶可是这阵
阵剧烈的疼痛哪能忍得住呢袁他只
是压低声音痛苦的呻吟遥 这时他的
两个孩子听说兵来了袁加上看到父
亲痛苦的样子也都哇哇的哭了起
来遥

哭叫的声音一阵阵从窗户飘
出袁正好让刚驻扎下来的毛泽东听
到了袁 对警卫员说院野老百姓哭什
么袁去看看遥 冶可是谢成熏的老婆因
为野怕当兵的冶袁硬是假装没听见敲
门声袁不敢开门遥毛泽东知道后袁决
定要弄个明白袁找到另一个村民了
解后袁才知道这家主人是因为患腿
疾而痛哭遥于是他就亲自和警卫员
一同去敲开了谢成熏的房门袁进到
屋内袁问明了情况袁看到谢成熏的
病腿袁就对成熏说院野不要哭袁我们
是红军袁是共产党的军队袁是专门
帮助穷人的袁我们想办法给治疗遥 冶
然后离开他家袁回到住处袁他立即
写了一张便条袁对警卫员说院野快拿
这张条子去找军部的医生袁马上来
这里给老百姓治病遥 冶这时天快黑
了袁警卫员提着马灯袁飞快到另一
个村庄领来了军部的医生袁医生跟
谢成熏清洗了脚上的伤口袁涂了消
毒药袁并打了一针消炎针遥 谢成熏
感觉疼痛减轻了很多袁他一个轻地
说多谢袁多谢遥第二天下午袁他的腿
又肿起来了袁 成熏又哭喊起来袁这
时毛泽东正好又专程过来看
望他遥 他又唤警卫员去叫医
生来给他上药尧打针遥 这样一
连治疗了几天袁谢成熏的脚伤
慢慢地痊愈了遥

后来谢成熏逢人便说袁感
谢毛主席袁感谢共产党袁要不
是毛主席请医生给我治病袁我
的这条腿肯定废了袁可能命也
保不住呢遥

为老表开天窗
在叶坪旧居袁毛主席曾经

居住的楼上袁 隔壁的一个房
间袁是警卫员居住的袁靠东北
角的楼板上有格栅袁顶上有玻
璃瓦的天窗袁看见的人都很迷
惑袁为什么要开这个天窗呢钥

这具天窗的来历袁谢益周

老表最清楚遥
原来当年毛主席在楼上住时袁

楼下就是谢益周两口子的住房袁有
一次袁毛主席看到谢益周老婆在房
间里靠窗户下面做事要要要补衣服袁
而房间里面黑黑的袁只有一个小窗
户袁白天做针线活一定要紧靠窗口
才看得清遥 毛主席就问表嫂说院野你
在房间里补衣服尧 做针线看得清
吗钥 冶表嫂说过去我在厅堂里做针
线活袁如今红军在这里居住袁很多
人进进出出的袁开会谈事情遥 厅堂
里做针线活袁也不方便袁我就在房
间里做活了袁天气好袁靠窗口还看
得清遥 冶毛主席听了表嫂的这番话袁
笑着对表嫂说院野我们住了你们的
房子袁占用了厅堂袁真对不起遥 你房
间光线太暗袁做针线活会看坏眼睛
的遥 我们替你在楼板上开个窗户袁
屋顶盖上几片玻璃瓦袁那你就方便
了遥 冶表嫂笑了笑袁主席又说院野给你
开个天窗好不好遥 冶表嫂心里倒很
愿意袁 但又不想麻烦主席袁 就说院
野没关系袁看得清袁不麻烦你们遥 冶主
席还是认真吩咐警卫班的同志尽
快把这件事办好遥

几天后袁几个红军战士就在毛
主席的授意下袁为表嫂家开好了天
窗袁 并请人到漳州购来玻璃瓦袁盖
在屋顶上面遥 表嫂的房间一下就亮
堂起来了袁白天再也不用靠着窗口
做针线活了袁 表嫂一家也非常高
兴袁常常主动为红军官兵缝补破损
的衣服袁并相逢人便说袁毛主席心
中常常想着老百姓袁跟着主席闹革
命袁打土豪尧分田地袁穷人一定能过
上好日子遥

把棉袄送给穷孩子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袁瑞金的

天气已经很冷了袁在叶坪村隔壁的
下坡乌自然村的空坪上袁一个九岁
的儿童团员钟蔚素握着根小梭镖
正在站岗遥 他上身穿件破单衣袁下
面是一条破了一大块的单裤袁赤足
光头袁 在寒风中身体冻得瑟瑟发
抖遥 这时毛主席正从中央无线电台
那儿出来袁 碰见了这个儿童团员袁

看到他冻的难受袁就弯着腰用手拍
了拍这个小孩的肩膀说院野小朋友袁
不穿棉袄会冻病呀袁快回家穿衣服
去遥 冶

这小孩看到是毛主席袁就毫无
拘束地回答说院野我的衣服都穿上
了袁我家也没有棉袄遥 冶野怎么没有
棉袄钥 冶毛主席亲切地问遥小朋友说
不出以前受地主剥削袁 家里穷袁没
有棉袄穿的道理袁只是说院野我爸妈
说小孩子屁股三把火袁 不怕冷袁没
给我做遥 冶

主席又问院野你姓什么袁家住那
里钥 冶小孩答院野姓钟袁家住在那遥 冶并
顺手一指遥

主席又拍了拍小孩的肩膀说院
野带我到你家去看看遥 冶小孩提着梭
镖就带毛主席往家里走遥 一到家袁
他的父母都不在家遥主席看到这家
一贫如洗袁 确实是户贫苦农民袁就
弯着腰对小孩说院野我给你件棉袄
穿袁那样站岗也不会冷了袁你就在
家等着吧浴 冶 说完主席就回住处
了遥

不到十分钟袁毛主席就拿着一
件灰色军装棉袄来了袁主席来到小
孩家袁对小孩说院野来袁小朋友袁把
手臂伸开袁我帮你穿上遥 冶小孩把
臂膀一伸袁主席就给小孩穿上了一
件遮住了膝盖和小腿的棉袄遥主席
对小孩说院野穿了棉袄就不冷了袁
站岗放哨也更有劲遥 冶小孩不知说
什么好袁看着主席袁一个劲的点头遥

这件棉袄袁 原是主席自己穿
的袁 主席看到这位小孩冻的发抖袁
就把这件棉袄送给了这位儿童团
员遥 红军北上后袁国民党来了袁钟蔚
素的母亲因害怕国民党认出这是
红军的军衣袁受到迫害袁就在这件
棉袄外面又缝上了一层青布袁钟蔚
素这件棉衣缝缝补补穿了十几年
直到全国解放遥

五十年代末袁 省文物局来瑞
金征集革命文物袁 时任叶坪公社
叶坪大队坡乌生产队队长的钟蔚
素袁 把这件主席送给他的棉袄捐
了出来遥

毛主席在叶坪

关心群众生活的故事
阴刘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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