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之本报记者重走红军长征路系列本报记者重走红军长征路系列行进中国行进中国·· 故事故事

史海钩沉 1515
HENAN LEGAL DAILYHENAN LEGAL DAILYE-mail:hnfzbbjb@E-mail:hnfzbbjb@126126.com.com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牛亚丽牛亚丽 校对校对 汤青霞汤青霞

2015/01/12

□□记者记者 马国福马国福//文文 通讯员通讯员 黄少华黄少华//图图

挺进伏牛山（中）

2014年 11月 29日上午 9时许，记者见
到了叶县常村乡罗圈湾村党支部书记张文
轩。这位看上去精气神十足的老人已经67
岁了，干村支书已经 39年，曾连任 8届县人
大代表。经县人大调查确定，张文轩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叶县连任村支部书记时间最
长的一位。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村北
的任圪岗上向下看，澧河从这里静静地汇
入孤石滩水库。

孤石滩水库处于叶县老青山、棉花顶、
马顶山和老婆壳等几座山峰的环抱之中。
水面上波光粼粼，四周十分安静。水库中央
裸露的孤石似乎在诉说着80年前发生在孤
石滩街的那场激战。

据史料记载，1934 年 11 月 27 日傍晚，
红二十五军宿营在方城县拐河镇的徐沟等
村的同时，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
于红二十五军前进的右侧驰抵叶县常村；
敌第四十军骑五师于红二十五军前进的左
侧进抵拐河镇，妄图对红军形成拦截夹击
之势。28日拂晓，红二十五军由徐沟出发，
经大夼，抵达孤石滩附近，准备由此直插伏
牛深山。

孤石滩，是拐河镇东北澧河上的一个
重要渡口。滩北是马顶山，西为土岗。山
岗对峙，紧锁孤石滩渡口，地势险要，易守
难攻。

28日8时许，红二十五军前卫部队正欲

徒涉澧河，敌大队人马突然从拐河、常村两
个方向疾速奔袭而来，其先头部队超过红二
十五军，抢占了澧河北岸部分高地，从南北
西三面向红军实施包围夹击。面对危急处
境，副军长徐海东急令前卫第二二三团不惜代
价，强渡澧河，抢占镇西北纸房沟高地，拦击敌骑
兵第五师的进攻，控制入山要道。火速赶到的
军政委吴焕先命令第二二五团三营九连连长韩
先楚率部抢占对岸山头的围寨，阻击敌骑兵团
和一一五旅，掩护主力渡河。经红军指战员20
余次反复殊死冲杀，终将敌人打垮，毙伤俘敌
500余人。红军顺利渡河后，猛攻敌一一五旅，
突破缺口，挥师西进。

当时任第二二五团八连连长的方升普后
来回忆了这场残酷的战斗：寒风凛冽，雨雪
交加，指战员们单衣湿透，饥寒交迫……独树
战斗后，我军沿着方城边界西进，正当前卫部
队由拐河东北的孤石滩通过澧河时，敌四十
军骑五师和一一五旅、骑兵团又从拐河、常村
追来，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我军。敌先头部
队已控制了澧河西岸部分高地，挡住我军前
进道路。吴焕先命令二二三团强渡澧河，击
退敌骑五师的进攻，控制进山要道，并令二二
五团迅速渡河；同时，命令我率八连抢占上马
村以北山上的围寨，击退敌骑兵团和一一五
旅的进攻，掩护军直属队和二二四团渡河。

我率领八连战士奋勇疾驰，抢占了围寨，
控制了澧河西岸的制高点，掩护红军渡河。

疯狂的敌人拼死想夺回这个制高点，呼啸的
炮弹在围寨周围爆炸，子弹像暴雨一般射
来。我沉着地指挥八连抗击进攻之敌，泥块、
雪块夹着血肉横飞，阵地堆满了敌人尸体，围
寨在英勇的八连战士守卫下，像一尊钢铁巨
人，屹立在澧河西岸，掩护红军胜利渡河。正
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我的左肩，穿透
肺部，打断了两根肋骨，鲜血立即浸透单薄的
军衣。“方连长，你负伤了！”通信员要立刻背
我下阵地，我将手一挡，“快打，不要管我”，依
然指挥战斗，直到红军全部渡河，八连完成了
阻击任务。我让卫生员包扎一下伤口，忍着
伤痛，带领部队突出重围，向伏牛山挺进。

拐河镇之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南
阳的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至此，红二
十五军击溃了20余倍于己之敌的连续追堵
夹击，长驱1200余里，胜利完成了向伏牛山
区战略转移的任务。

红二十五军冲破敌人堵击防线后，旋
即沿东大麦沟、杓刘、山头留、果木庄一线
山岭向西北飞速行进，获悉后的国民党驻
豫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从
南召急调一一六旅策应敌四十军骑兵团

“轻装驰奔追击”。红军后卫部队且战且
走，中午在果木庄、交界岭一带设伏智退尾
敌后，在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等人的带
领下经街村、单庄等地，出方城县境，于
1934年11月29日悄然进入伏牛深山区。

1934 年 11 月 26 日，入夜风雨
不止，红二十五军指挥员从七里
岗悄然向东北方向撤退至叶县境
内张焕庄村。副军长徐海东亲自
抬担架安置伤员穿过许南公路，
沿花阳、余庄一带山路向伏牛山
东麓靠近。此时，敌人有所察觉
企图尾追，但因地形复杂、障碍物
多，火力无法施展。红军昼夜行
军，一路西进。不甘失败的国民
党军队庞炳勋部令骑兵团沿大路
驰往常村一带，一一五旅向方城
县拐河开动，企图再次抢在红军
之前布阵伏击。

沿红军北移路线，记者一行
从刘庵村北边的张焕庄一路徒步
北行，2014 年 11 月 28 日中午，赶
到许南公路西侧的杨令庄村程庄
自然村，到达红二十五军进入山
区后的第一站。在程庄自然村，
记者见到一位上年纪的沈姓村
民，他向记者介绍，小时候常听爷
爷沈留发讲当年红二十五军长征
路过他们村庄的事。当年沈留发
14 岁 ，1934 年 11 月 底 的 一 个 早
上，天快亮时，一个二三十岁的红
军穿着草鞋，双脚冻得红红的，敲
他家的门。红军战士进屋后便点
柴烧开水，松开随身携带的小口
袋往锅里放了一把米，还未等到
水滚，国民党军队的枪声便在村
南边像炸豆似的响开了，红军战
士便把未煮熟的米倒进茶缸中，
留下 1 枚铜钱，匆匆忙忙朝西走
了。

从简单的几句描述中记者感
受到，当时红军是多么艰苦，战斗
是多么激烈，国民党军队追赶是
多么的紧迫。这时，叶县县委党
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张振业也向大
家讲述了西进时，红军护士给受
伤战士暖脚的故事。

红二十五军在方城县的独树
镇撤退的时候，有 3名男战士却僵
卧在地上，寒冷已使他们的身体僵
硬了。红二十五军野战医院班长
曾纪兰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带领
曹正凯和田兴兰两位女护士赶到
3名男战士的身旁，进行急救。

她们用双手按摩揉搓战士们
的各个关节，但是任凭怎么按摩，
战士们的双脚恢复不了知觉。此
时，若不马上撤退，就有敌人追上
来的危险。女护士们急中生智，
不顾寒冷，忘了害羞，解开上衣的
扣子，将战士们的双脚夹在自己
的双腋下，用体温温暖战士们冻
僵的双脚。枪炮声震耳欲聋、子
弹在身旁飞舞，她们全然不顾，很
快战士们的双脚恢复了知觉。

行动自如后的 3 名男战士怀
着感激之情，向女护士们行了军
礼后，迅速跟随大部队投入了反
击。经过血战，红二十五军终于
闯过这道险关，继续前进。

感人肺腑的暖脚故事

“红二十五军在叶境征战三日，行程百
余里，与国民党军队庞炳勋部交战三次，26
名指战员壮烈牺牲，终于突破封锁，深入伏
牛山腹地，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预定计
划，狠狠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
焰。同时也以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大无
畏精神为叶县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叶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胡勇说。

据胡勇介绍，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都
要向群众宣传红军长征的意义和共产
党的革命主张，散发《我们是中国工农
红军抗日先遣队》的传单，教育群众扩
大影响；宿营时为了不惊动群众，指战

员们坚持住在场里、地边、山坡上，不是刮
风下雨，一般不住进民房；早起出发前，主
动为驻地老乡打扫院落，担水添缸。战斗
中，群众被激烈的枪声惊吓四处奔跑，红军
发现后立即招呼村民们回屋躲避，防止误
伤，尽量保护群众的安全，充分显示了红军
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
阶级感情。群众发自内心地说：“开天辟地
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红
军真是咱穷人的队伍。”并在孩子口中流传
着“红军好，好红军，红军队伍爱人民；好红
军，红军好，红军再来咱不跑；支援红军打
胜仗，天下穷人得解放”的童谣。不少农民

热情地为红军指路当向导，甚至冒
生命危险掩护、收治红军伤员。保安
镇黄金河边共埋葬了 20 多名当时战
斗中英勇献身的红军烈士遗体，解放后
人民政府迁墓于叶县烈士陵园，立碑纪
念。红军精神时刻鼓舞着广大人民的
革命斗志。

红二十五军某部连长胡久福在七
里岗战斗中负重伤不能继续随队，首长
把他安排在小窑嘴农民何振繁家养伤，
不慎被反动势力发现杀害。乡亲们准备棺
材殓葬了胡久福烈士，体现了红军与群众
的鱼水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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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三仗显神威

翻山越岭行路难
叶县保安镇杨令庄村程庄自然村

位于伏牛山脚下，巍巍伏牛山由西北方
向绵延而来，层峦叠嶂，蜿蜒起伏。80年
前，红二十五军从程庄自然村进入伏牛

山区，自此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堵
截，从桑木沟一路向西北方向急速行军。

1934年11月27日上午，敌军又尾追
而来。红军占领五里坡、高老山一带高

地，将敌击退，沿方城、叶县边界西进，于
27日傍晚到徐沟村（现属方城县拐河镇）
宿营。据村民徐怀春介绍，红军纪律很
好，那天红军到庄上，因为村民饱受国民
党匪兵的蹂躏迫害，且不知道是红军入
村，徐怀春家刚磨了半壳篓苞谷糁，闻声将

半壳篓苞谷糁往屋里一放，跟着村民就跑上
了山，待第二天回来一看，半壳篓苞谷糁成了
一满壳篓小麦。徐怀春感激得很，开天辟地
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那个盛小麦的壳篓，

徐怀春一直保存到今天（这件革命文物，现存
放在方城县人民文化馆）。

徐怀春说，因村民不在，红军到菜园里拔
了萝卜，不知是谁家的菜地，就把粮食堆在拔
过萝卜的菜地里，作为补偿。红军还在庄上
写了许多标语：“多做袜子，多做鞋，过了明年
俺还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红军在这
天晚上还点了伪保长徐树勋的房子，分了他
家的粮食；伪甲长徐怀义屋里贴满了勒索穷
人的派款条子，也被红军一把火烧了。

记者一行决定按照红军行军路线前行，
一会儿在叶县境内，一会儿又进入方城境
内。时而崇山峻岭，时而低缓翠儿绿的坡
地，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田园牧歌的美丽图
画的村庄。在伏牛山中，记者一行行进速度
很快，虽然是初冬，但路两旁景色依然优美，
森林茂密，鸟鸣悦耳动听。当我们进入桑木
沟时，路越来越不好走，有时甚至就没了路，

只能在丛林里穿行。看看脚上的运动鞋，上
边留下了道道划痕，真不知当年红军穿着草
鞋、破烂衣衫是如何在大山中度过的。

记者一行到达叶县常村乡时,已是 2014
年 11 月 28 日傍晚。常村镇政府常务副镇
长牛胜利了解到记者采访红二十五军长征
路过此处，表示非常欢迎。在常村期间，
恰遇叶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朱
平生等人，他们对本报重走红军路，宣传
红色文化系列报道表示赞赏，并提供无
私的帮助。听说记者相机坏了，朱平生
就让该局宣传人员黄少华随记者采访
拍照。次日晨，记者在常村乡综治办
主任邹顺宇、黄少华的带领下，沿着
崎岖山道赶往罗圈湾村。当时红军
强渡澧河时发生的一场激烈战斗以
及小窑咀村民救治伤病员的故事就
发生在罗湾村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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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渡澧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