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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袁毛泽东尧朱德等中
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以瑞金
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袁 建立
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遥

为扼杀新生的革命政
权袁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
行军事野围剿冶袁并从外国
进口了飞机和毒气弹袁在
中央苏区进行投放袁 企图
以新型武器摧毁苏区军民
的革命斗志遥

1933 年 4 月袁 位于瑞
金叶坪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机关所在地被发
现袁 敌机遂对叶坪进行了
轰炸遥 中央机关和国家政
治保卫局认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袁 决定把中央机关迅
速搬迁到瑞金沙洲坝办
公遥 但到了 7 月袁驻在沙洲
坝的中央机关又被敌人发
现遥 敌机赶来轰炸袁并投下
毒气弹遥

为了使苏区人民免遭
敌人炸弹和毒气弹的威
胁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迅速行动起
来遥1933 年 7 月袁由驻瑞金
的红军学校政治部和训育
部发起瑞金城防空委员
会袁 召集瑞金城各机关代
表讨论防空事宜袁 制定防
备与对抗敌人飞机的轰
炸遥 该委员会成立不久袁即
对瑞金城的防空警报尧信
号尧传递袁闻警后的动作尧

防毒尧救火尧简易防空防毒等做出了详细规划遥
中革军委出台了叶关于防空组织法曳袁还发布训
令袁规定各部队尧各机关和居民袁构筑和使用防
空掩蔽部(俗称飞机洞)的具体细节遥 在县尧区乡
各级政府都成立了防空防毒委员会袁 采取各种
形式对苏区军民进行防空防毒知识的宣传教
育袁 组织群众开展在敌机轰炸中如何保护自身
生命安全的防空防毒演习袁 并承担起设立号炮
所袁构筑飞机洞尧散兵沟袁准备防毒用具等任务遥
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也成立了防空科及化学研究
室袁研究制定防范预警敌机轰炸的方案措施袁研
究防治毒瓦斯等化学武器危害的方法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1934 年 1 月 31 日袁中央苏
区红军卫生学校编印的 叶战争毒气防御常识曳
问世遥 该书分上下两篇袁以通俗易懂的图文袁向
苏区军民详细介绍了在战争环境中如何进行
防空防毒的知识和技巧遥 如教授群众做简易防
毒具要要要炭包袁做法是用长 5 寸左右尧宽 4 寸
左右的粗布做成一个布包袁里面装满木炭屑达
寸许袁四角缝上布带袁用时把布包掩住口鼻袁带
子捆在脑后即可曰把手巾尧衣帽等物用水或尿
打湿掩住口鼻袁也可避毒曰群众平时要屋内和
飞机洞内多备石灰及木炭袁以备在敌机投掷毒
气弹时吸进毒气袁保护自己曰在救护吸入毒气
者时袁救护者先做好防中毒准备袁然后将中毒
者抬至没有毒气的地方袁换下他的衣服袁用水
替他洗头和手袁设法使他呕吐袁再给以浓茶喝袁
并及时送医等遥

在党的领导下袁 中央苏区军民迅速掌握了
对付敌人空中轰炸尧放毒的各种技巧袁让国民党
蒋介石企图利用炸弹尧 毒气弹摧垮苏区军民斗
志的阴谋迅速破产遥

陈赓身经百战袁智勇双全袁
具有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和高
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遥 早在 1916
年袁13 岁的他就入伍参军袁后
因厌倦军阀混战而脱离旧军队
来到长沙袁 一面在粤汉铁路湘
局工作袁一面继续读书袁参加了
野青年救国会冶 等群众团体袁与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团体密切接
触遥 1922 年 12 月袁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袁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遥
在此后枪林弹雨尧 出生入死的
30 多年间袁他凭着超人的机智
和勇敢多次化险为夷袁 闯过难
关袁 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被传
为佳话美谈遥

侦察敌情机智脱险

1924 年 5 月袁陈赓考入黄
埔军官学校第一期袁毕业后留
校袁相继担任黄埔军校第二期
入伍生连连长尧第三期本科副
队长遥

次年 6 月上旬袁 驻在广
州尧表面上接受革命政府领导
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
总司令刘震寰部袁勾结北洋军
阀袁 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袁
乘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之机袁
发动了叛乱遥 接到革命政府的
命令后袁 东征军连忙回师广
州袁在准备向叛军发动进攻之
前袁指挥部派陈赓渡过珠江侦
察敌情遥 当时袁留在广州的革
命部队仅有吴铁城的一个警
卫团袁已和各机关一起撤退到
河南渊一些要人聚集在河南纺
织路土敏土厂旧址孙中山的
元帅府内冤袁 北岸市区尽皆为
军阀部队所控制袁只有沙面一
带可以渡江遥 陈赓遂脱掉军
服袁换穿西服袁租了一艘小艇
北渡遥 船到江心时袁两岸的军
队突然隔江对射起来袁那猛烈
的枪声把划船的姑娘吓得神
慌意乱遥 但陈赓却镇定自若袁
给她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袁使姑
娘打起精神袁鼓起劲头袁很快
把船划到沙面遥

和秘密的革命机关接上头
以后袁 陈赓就由沙面进入广州
闹市区遥走在街上袁他碰到几个
敌人正在沿街散发反共反苏的
传单袁 还有一捆一捆的大量传
单丢在地上没有拆散袁 他就捡
了几千张 野反动传单冶 带回沙
面遥自此每趟外出袁他就带一些
在身上袁假扮作散发传单的人袁

遇到戴红帽子的滇军要搜
查袁就塞过去几张遥这样一
来袁他得以到处走动尧畅行
无阻遥仅三天时间袁他就摸
清了广州敌军主要设防情
况袁并绘制了详细地图袁标
明了敌人的火力阵地和部
队位置遥

当陈赓完成了任务正
往回走袁行经惠爱中路渊今
中山北路冤第一公园渊今中
山公园冤的时候袁突然与一
股举着 野拿获共产党就地
正法冶 的牌子的滇军军官
学校的队伍迎面相遇遥 这
时他身上已没有 野反动传
单冶袁正要躲开袁却被他们
捉住了遥 因敌人怀疑他是
黄埔军校学生袁 故准备把
他扭到南堤八旗会馆杨希
闵的司令部驻地交军法处审
讯遥 陈赓就骗敌人说自己是广
东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袁 并掏出
身上预先准备的该校校徽给他
们看遥但敌人哪里相信袁带着他
到学校里去对证遥 幸好广东高
等师范学校的门房是个革命的
同情者袁对杨尧刘叛军在广州市
内的无恶不作早已十分憎恶袁
因此当即承认陈赓是该校学
生袁使他得以脱险袁安然返回河
南遥

根据陈赓提供的准确情报袁
东征军于 1925 年 6 月 12 日发
动进攻袁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袁一
举消灭了杨尧刘叛军袁由此广州
革命政府转危为安遥

受伤掉队绝境逢生

南昌起义失败后袁 起义军
被迫撤离南昌袁 时任贺龙的第
20 军 3 师 6 团 1 营营长的陈
赓袁 也随部向广东进发遥 1927
年 8 月 24 日袁作为起义军先头
部队的 20 军第 3 师袁一到会昌
附近就和敌钱大钧部交了火遥
按照预定计划袁3 师原本于拂
晓向敌军发动进攻袁 但由于部
队走错了路袁耽误了时间袁使攻
击延迟到早晨 8 点才开始遥 陈
赓率所部 1 营由正面发起攻
击袁一气攻下了 3 个山包遥因原
计划从两翼包抄夹击敌人的部
队没有按时赶到袁 使 1 营陷入
孤军深入袁 受到敌军 4 个团堵
截的境地遥打到中午袁我军后续
部队还没有赶到袁 而 1 营官兵
已没了弹药袁 在兵力上占优势

的敌军乘势疯狂出击袁 陈赓为
了保存实力袁 被迫下令撤出战
斗遥

撤退时袁陈赓走在最后袁不
幸左腿两处中弹袁 膝盖处的筋
被打断袁 胫骨被打折袁 无法行
动遥 见敌人的追击部队蜂拥而
来袁他赶忙脱去身上制服袁从山
坡上滚下去袁 掉进一条野草丛
生的田沟里遥 这时一直不离左
右的副官卢冬生也跳下来照顾
他袁任凭陈赓怎么劝说袁他就是
不走遥不久袁有几个敌人走下山
坡来搜索遥 为了避免被敌人发
现袁 卢冬生机警地钻进附近的
草棵里藏起来曰 陈赓则用手把
腿上流出的血抹了一身一脸袁
以迷惑敌人遥 当敌人走近的时
候袁陈赓仰面朝天袁咬紧牙关袁
屏住呼吸遥结果敌人上了当袁只
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遥 直
至下午 4 点左右袁 叶挺带领的
部队反攻上来袁才把敌人打垮遥
听到山上人叫马嘶袁 陈赓怕是
敌人溃退下来袁仍不敢动遥由于
他身上仅穿背心和短裤袁 当我
军的搜索部队走过来时袁 误把
他当敌人打了一枪托子遥 他略
微睁开眼睛袁 见他们脖子上都
挂有红带子袁 方知是叶挺的部
队反攻上来了遥 他挺起身说明
是自己人袁 卢冬生也走出来证
明遥

这样袁 陈赓便被战士们用
担架抬着进入已被我军占领的
会昌城里袁见到了周恩来尧叶挺
等许多同志遥然后袁陈赓带着伤
随起义军向福建的汀州 渊长
汀冤尧上杭一带挺进遥

陈赓大将：

身经百战智勇双全
阴熊坤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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