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烈士纪念塔基座周恩来题词落款
为野周恩来于瑞京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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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袁江西派了个文工
团进京作汇报演出袁并且特别为
这次演出创作了叶江西是个好地
方曳的歌曲遥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袁兴致勃
勃地观看了江西老表的表演袁又
在演出后专门安排接见文工团
的主要成员遥 周恩来称赞整个演
出很不错袁尤其是叶江西是个好
地方曳这支歌袁曲好尧词好袁唱得
也好遥 他说院江西确实是个好地
方袁物华天宝袁人杰地灵遥 一个瑞
金就了不得袁苏区时有句流传很
广的话袁叫做野南京北京袁不如瑞
金冶渊野唔斗冶为瑞金方言袁野不如冶
的意思冤遥 江西老表听了总理的
话袁感到很温暖袁也很自豪遥 遗憾
的是袁激动之余袁他们竟弄不清
总理说的是 野瑞金冶袁 还是 野瑞
京冶袁因为对于江西老表来说袁两
个词语的发音都是一样的遥 后来
有人到瑞金袁参观了叶坪的红军
烈士纪念塔袁细读了塔基碑刻上
周恩来的题辞遥 其落款为院野一九
三四年列宁逝世纪念日周恩来
于瑞京冶遥 这才悟到当年周总理
对他们说的是野瑞京冶袁 难怪总理
对这句话记得那么清楚遥

其实袁以野瑞京冶代称野瑞金冶袁
除了周恩来用过外袁 还为更早些
时候的叶红色中华曳报所用遥叶红色
中华曳 报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袁 后为中共
苏区中央局尧临时中央政府尧全总
苏区中央执行局尧 少共苏区中央
局合办的机关报袁 其权威毋庸置
疑遥 经查阅袁叶红色中华曳 是在
1933 年 7 月 3 日出版的第 92 期
头版上首次出现野瑞京冶的袁这比
周恩来使用野瑞京冶一词袁早了半
年多点遥到 1934 年 9 月 4 日出版
的第 229 期第 2 版上最后一次出
现这个名称袁叶红色中华曳共在 39
期尧48 个版面上使用过野瑞京冶一
词遥 用得最多的一期报纸袁是
1934 年 5 月 30 日出版的第 195
期袁这期 4 个版面中的 3 个袁都有
野瑞京冶字样遥 由此亦可见袁叶红色
中华曳使用野瑞京冶一词的时间段袁
是野一苏大冶过后一年多尧至野二苏
大冶过后 7 个月袁红军主力撤离瑞
金前一个来月遥

另外袁叶红色中华曳 使用 野瑞

京冶袁还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遥
一是野瑞京冶与野瑞京县冶并

用遥如第 92 期头版一篇报道的标
题叶瑞京各区委野八一冶宣传鼓动
工作的革命的竞赛曳袁 与正文中
野瑞京县委宣传部为要完成中央
局关于噎噎冶曰第 103 期第 6 版的
野中共瑞京总支部冶袁 与第 129 期
第 4 版的野瑞京县教育部冶等遥 这
种现象表明袁野瑞京冶 仍属县级建
制袁 这与瑞金为当时中央直属县
的情况吻合遥

二是野瑞京冶与野瑞金冶混用遥
有文章标题用野瑞京冶袁正文中用
野瑞金冶的袁如第 158 期第 2 版叶瑞
京整理少先队工作的进行曳 条院
野瑞金发展少先队组织噎噎冶曰第
159 期第 1 版 叶瑞京争取了首先
完成曳 条院野瑞金县收集粮食突击
运动噎噎冶遥 也有标题上用 野瑞
金冶袁正文中用野瑞京冶的袁如第
102 期第 7 版 叶瑞金反革命地主
豪绅的阴谋曳 条院野我们瑞京政治
保卫分局噎噎冶曰第 140 期第 1 版
野瑞金在开展突击运动中河东区
首先超过数目冶 条院野瑞京模范师
的红军家属噎噎冶遥还有主标题上
用野瑞京冶袁副标题上用野瑞金冶的袁
如第 92 期头版 2 条主题叶瑞京各
区委噎噎曳袁第 2 副题叶在野八一冶
运动要把全瑞金创造一个新气
象曳曰 或者同一文章的正文部分
野瑞京冶和野瑞金冶也混用遥 如第
124 期 2 版 叶武阳下州两区庆祝
野营演习大会曳 条院野瑞金武阳下
州两区完全接受了中革军委动员
武装部及瑞京县苏军事部的计划
噎噎冶遥 由此可知袁叶红色中华曳报
上野瑞京冶和野瑞金冶这两个名称混
用的现象相当普遍袁 而且没有规
矩可循遥 我们无法把这种现象归
诸某种政治原因抑或技术原因遥
这除了混用的普遍性外袁 还因为
那些文章既有群众 渊如该报基层
通讯员袁 瑞金某个群众团体或群
众集会冤所写袁也有像中革军委主
席朱德那样的高层领导的署名文
章遥

这样看来袁说野一苏大冶上宣
布瑞金改名为野瑞京冶袁尚无有力
证据证实袁 也不太符合逻辑遥 否
则袁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
权力机关的全苏大会袁 它所作出

的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决定袁怎
么可能被自己属下的舆论工具
渊机关报冤随意变通呢钥

那么袁 应当怎样看待瑞金也
被称作野瑞京冶这个客观事实呢钥
窃以为袁 瑞金系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袁 即为首
都渊当年称作赤都瑞金冤袁按中国
传统说法袁即是京城遥有人兴之所
至袁动议将瑞金称作野瑞京冶袁乃顺
乎人心袁合乎常理之事袁而且这一
叫法跟原来的叫法没有语音障
碍要要要在瑞金方言中袁 以至在客
家话中袁野金冶与野京冶都是一个音遥
官方也罢袁民间也罢袁对这个动议
自然无不乐从遥不过袁问题是中央
政府既系野临时冶性质袁则其首都
为临时所在袁也是不难想见的遥从
长远看袁以瑞金这一弹丸之地尧边
徼之地作国都袁终非长久之计遥因
此袁 这条动议似乎不宜写入官方
正式文件尧尤其是法律文件中袁当
然也不宜在全苏大会闭幕式上庄
严宣布遥 于是袁 用原称还是用新
名袁官方取两可态度袁这就形成了
上述种种现象遥

总之袁瑞金一度又称野瑞京冶袁
是个客观事实袁是历史的产物遥它
的产生袁首先在于政治因素袁此外
还有传统因素尧语言因素袁还有心
理因素遥这后者袁便是广大被压迫
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尧共产党人袁对
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中央政权及其
所在地的由衷热爱遥这种心理袁在
瑞金人民身上表现得更加浓烈遥
至今依然珍藏在瑞金中央革命根
据地历史博物馆里的几件文物袁
就是一种证明遥 其一为当年的油
印传单袁 题目是院叶为保卫苏区武
装上前线去曳袁落款是院瑞京县赤
卫军政治部 渊1934 年冤5 月 1 日遥
其二为苏区发行的国家银行储金
劵[州字第五百四十二号]袁劵面正
面上方空白处写有 野瑞京下区竹
阳乡三村杨世星领伍角冶 的毛笔
手书字样遥 广泛流传于瑞金城乡
的苏区民谣院野南京北京袁 唔斗瑞
京冶袁更是瑞金人民对于脚下这片
土地有幸成为红色首都袁 充满了
自豪感的真情流露遥

野瑞京冶称谓虽然没有正式载
入典藉和版图袁 但它的历史影响
是永存的遥

阴曹春荣

叶红色中华曳1933 年 7 月 8 日 渊第
92 期冤第一版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