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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第五次反野围剿冶鏖战正
酣袁 因李德等错误军事思想指挥袁红
军北线尧东线尧南线告急遥 7 月 17 日袁
赣南的早稻刚刚收割完袁毛主席带领
两个警卫员和一个马夫匆匆从沙洲
坝出发袁经县城尧石水尧武阳尧谢坊袁到
达会昌的五里排袁渡过绵江河来到粤
赣省委尧 省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
坝遥 当天赶到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钟袁来不及休息袁主席就与粤赣省的
党政军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袁深入了
解南方战线和地方工作的情况遥 接
着袁又参加了粤赣省召开的一系列会
议袁主席就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提出
具体的意见和要求遥 其间均门岭已经
失守袁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袁亲临红
军 22 师前线视察袁制定出巩固南线尧
保卫会昌的作战计划遥 7 月 23 日清
晨袁毛泽东带领粤赣省的一些干部和
红军战士袁从文武坝出发袁渡过绵江袁

经黄坊袁健步登上会昌城外高峰要要要
岚山岭(会昌山)遥 夏日的会昌山满目
葱笼袁生机勃勃袁毛泽东站在高山之
颠袁纵览苏区南大门锦绣河山袁心潮
澎湃袁思绪万千袁吟诵出千古名篇叶清
平乐窑会昌曳遥

7 月 24 日袁 毛主席从会昌返回瑞
金时袁 闻知中央机关已经全部迁往云
石山袁主席一行便从谢坊尧武阳蓑衣坑
直接到达云石山居住地要要要云山古
寺遥 在云石山袁正是第五次反野围剿冶斗
争最紧张时候袁 敌人飞机整天在瑞金
上空乱转袁不时投下炸弹遥 主席在那些
日子更忙了袁 白天常要下山到几里外
的中央军委驻地岩背开会袁 晚上就看
文件写材料袁经常工作到深夜遥 有时还
连夜把写好的东西送下山与周恩来商
讨遥 据陈昌奉解放后回忆袁毛主席在云
石山编写过二本小册子袁即叶坚持敌后
游击战曳和叶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曳是警

卫员们负责用红纸油印的遥 据陈昌奉
叶跟随毛主席长征曳 一书记载院野我们
住的这座小山袁 整天来往的人不绝袁
主席那时的身体又很不健康袁睡得很
少袁眼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袁我们警
卫班的同志都为他担心袁可又有什么
办法呢钥 每当我们去劝他休息的时
候袁他总是指着办公桌上的文件用商
量的口吻对我们说院看完这些文件就
休息袁好吗钥 可是这些文件永远像河
流一样源源不断遥

1934 年 10 月初袁 中央苏区大部
分沦陷袁 红都瑞金周边县大多被敌人
占领袁情况危急袁红军被迫按原计划战
略转移遥 毛主席含泪把他的儿子毛毛
托付给留守苏区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
贺怡遥

从 1933 年 7 月至 1934 年 10 月袁
毛主席在云石山生活战斗了四个月遥

渊作者系瑞金市卫监局干部冤

谁持彩练当空舞
要要要毛主席在瑞金叶坪尧沙洲坝尧云石山革命历程的考证

阴刘 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袁 以毛
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袁逐
步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袁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袁开展土地革命袁建
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袁 开创了一条
农村包围城市尧 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
革命道路遥自 1931 年 9 月下旬至 1934
年 10 月上旬中央红军迈步长征袁毛主
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的叶
坪尧沙洲坝尧云石山生活战斗了三年多
的时间遥笔者通过查阅文史资料袁走访
专家和当地村民袁 基本厘清主席在瑞
金几个地方的革命历程遥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后毛主席来到叶坪

1931 年 8 月上旬到 9 月中旬袁第
三次反野围剿冶开战袁毛主席率领红一方
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袁在苏区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袁先后歼灭国民
党军 17 个团共 3 万余人袁 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了中央苏区遥 9 月下旬袁第三次
反野围剿冶结束后袁毛主席率部从兴国张
家背等地出发经兴国冈背洞袁 于都桥
头尧葛垇袁瑞金瑞林尧黄柏尧洋溪袁于 9 月
28 日到达叶坪村遥

时任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同志解
放后重返叶坪毛主席旧居回忆袁那时气
候有点冷了袁 主席睡的床还垫有稻草袁
上面有一层草绿色的油布袁油布上面是
一床白色的床单袁一床水红色的毯子做
铺盖袁床上没有蚊帐袁晚上蚊子较多袁只
好用黄荆尧辣蓼等野草薰蚊子遥 主席房
间的用具很简单袁一张单人椅袁二张长
条板凳袁二只铁皮公文箱袁一张老表吃
饭的四方桌袁一张二斗桌遥 桌面有一盏
马灯袁主席就用这盏马灯每天晚上工作
到深夜遥 桌面上有一个长方型的铜墨
盒袁不很大袁当时主席用毛笔尧铅笔写
字袁桌面上还放有毛边纸遥 主席还有一
把雨伞尧一个干粮袋和一个灰色挎包平
时挂在墙上遥

主席一到叶坪袁便忙着筹备召开第
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渊简称野一苏
大冶冤遥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野一苏
大冶如期召开袁计有来自中央苏区尧闽西
苏区尧湘鄂苏区及琼崖尧赣东北尧海员尧
韩国及红军代表 610 人遥大会通过了苏
维埃宪法尧土地法尧劳动法尧红军问题尧
经济问题等重要法令袁宣告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成立袁成立了中央政府的九部一
局袁毛主席当选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主席遥毛主席的称呼从此便从红都瑞金
开始叫响遥 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袁瑞
金的各区代表都打锣敲鼓放鞭炮来庆
祝袁 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来自壬田区尧
黄柏区的代表团遥

毛主席从 1931 年 9 月至 1933 年 4
月在叶坪生活战斗了一年零八个月遥

第四次反野围剿冶渊1933 年 2 月一 3
月间冤是红军历次反野围剿冶战斗中取
得战果最大的一次袁 共消灭敌人三个
师袁缴枪万余支袁大炮 40 门袁新式机枪
300 余挺遥 因第四次反野围剿冶以来袁叶
坪中央苏维埃政府驻地经常遭受国民
党飞机的轰炸袁为了确保安全袁中央政
府及各部委于 1933 年 4 月从叶坪迁
到沙洲坝袁毛主席也是在 4 月 20 日迁
住在中央人民委员会隔壁的地主私祠
元太屋一间简朴的房间里居住遥

据陈昌奉回忆袁 主席在沙洲坝元
太屋居住时袁床是靠近右边后窗那里袁
不靠墙壁袁 横向放置遥 当时也没有蚊
帐袁晚上用谷壳和野草薰蚊子遥 那个时
候也没盖被子袁床是硬板床袁室内的摆
设和叶坪差不多袁 有一张老表吃饭的

四方桌子放在窗户边袁 主席坐的是单
人凳子袁像现在机关单位里那种凳子袁
没有油漆过遥 桌面上有一盏马灯袁有雨
伞尧干粮袋尧挎包尧书箱尧鸡公牌或长城
牌的那种六个面的红铅笔和毛笔袁一
个长方型的铜墨盒袁 一个有盖的白色
蓝边的瓷茶缸遥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袁 为了
粉碎敌人的军事野围剿冶和残酷的经济
封锁袁毛主席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袁并
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袁 深入农村调查研
究袁 动员和领导苏区群众参加和支持
革命遥 主席在沙洲坝也非常关心群众
的生产生活遥 为解决吃水问题袁亲自挥
锄为村民开挖水井遥 农忙时节袁主席带
头帮助群众莳田尧耘田尧种豆尧割禾尧挖
红薯等袁与贫苦农民肩牵肩尧心连心袁

军民鱼水情深袁把广大的农村建成野我
们巩固的阵地冶遥 从 1933 年 8 月至
1934 年 1 月袁 毛主席在这栋房子里写
下了 叶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曳叶怎样分析
农村阶级曳叶我们的经济政策曳叶关心群
众生活袁注意工作方法曳叶长冈乡调查曳
叶才溪乡调查曳等光辉著作袁天才地创
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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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洲坝中
央大礼堂召开袁到会代表 776 人袁旁听
1500 人遥 毛主席致了开幕词袁作了叶中
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曳叶关
心群众生活袁注意工作方法曳的报告袁
毛主席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遥

从 1933 年 4 月至 1934 年 7 月袁毛
主席在沙洲坝生活战斗了一年零四个月遥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毛主席来到沙洲坝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主席来到云石山

荨坐落于长征第一山要要要云石山上的毛主席旧居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