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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前的井冈山

区妇女 ! 一直背负着像大山般压在身上的

"三从四德 #等封建礼教生活在社会的最底

层 $ 她们毫无自由 %毫无平等的人生权利 !

&在乡村经济中 !妇女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困

苦状况和过分的劳动 ! 在家庭习惯及社会

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力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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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党的六

大通过的 (妇女运动决议案 )中曾这样表述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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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大革命失败后 ! 毛泽东

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 ! 进军井冈山创立了

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 在这

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

产党人始终坚持以新民主主义妇女解放思想

为指导!以女性的政治解放为先导!不仅关心

妇女的婚姻家庭%柴米油盐%土地耕作等实际

问题!在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给予

支持和帮助!还发动和组织了大批妇女直接参

加武装斗争!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得以团结在中

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周围$

当时广大妇女对待红色革命的态度大致

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为苦大仇深!冒险精神

强的年轻妇女$ 由于共产党人和红军对革命的

深入宣传以及当时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点燃

了她们心中的复仇烈焰!她们带着期待和憧憬

奋不顾身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另一种虽

未直接参加革命战斗!但他们十分欢迎和支持

革命!愿意接受革命政权的指导!她们在后方

默默为革命作出无私的贡献$ 据史料记载!当

时从
%)

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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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青年女子都基本参加了

少先队%赤卫队!和男同志一起参加武装斗争!

站岗放哨!而且还担负帮助部队侦察%通信等

任务$

尽管当时的井冈山 ! 环境相当恶劣 !不

仅战争不断 !而且生活 %工作条件也十分艰

苦 $ 但这批井冈山巾帼 !身上有着中国女性

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 !无论行军 %打仗 %干

活 !男同志能干的 !她们同样干得很出色 $

在著名的龙源口战斗中以及波澜壮阔的黄

洋界保卫战里 !均有她们矫健敏捷的身影 $

最难得的是 ! 经过组织起来的一大批山区

普通妇女也在井冈山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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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敌军趁根据地兵力空

虚 ! 派出一个连从宁冈新城向乔林乡进攻

时 !被在田里种豆的两个妇女发现了 !过一

个敌人 !她俩就往竹筒放一粒黄豆 !过一挺

机枪 !就放一粒乌豆 $ 待敌人一过完 !她俩

抄近路迅疾地赶回乔林 ! 倒出豆子向苏维

埃政府报告敌人的枪支数目 $ 政府干部马

上带领群众及时转移 ! 从而使苏区又一次

避免遭受重大损失 $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

年 !井冈山根据地颁布了 (井冈山

土地法 )! 规定了妇女有分得土地的权利 !

打破了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 ! 女子和男子

一样分得了土地 ! 女子获得了财产所有权

和继承权 ! 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村妇女的革

命积极性 $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则始

终坚持把妇女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战争结

合起来 ! 动员广大的妇女参军参战和支前

支红 ! 使广大山区农村妇女迅速成长为红

色 &娘子军 #中的骨干成员 $

当时 !&边界的斗争 ! 几乎是军事的斗

争 #!为了保卫根据地 !保卫红色政权 !粉碎

敌军的进剿 ! 许多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赤

卫队转战各地 !留下的多是妇女 !老人和儿

童 !红色 &娘子军 #的作用这时便凸显出来

了 $ 在党和红军的组织下 !广大妇女便自觉

地站在了农业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 ! 她们

用羸弱的身子肩负起苏区经济建设的重

任 $ 然而 !井冈山区的广大妇女虽然都有劳

动的习惯 !但是要担负犁 %耙技术较高的重

活未免有很多困难 ! 俗话说
,

&作田没巧 !犁

耙重要 #!这时 !红色 &娘子军 #中的骨干便

先学会犁耙技术 !然后再教会其他妇女 $ 青

壮年妇女参加田间生产 !春种秋收 !到冬天

还要开荒改土 !修塘筑坝 !植树造林 !承担

起农业生产的重要责任 + 老年妇女和小脚

不便下田的妇女在家带小孩 %做家务 !从事

副业生产 ! 妇女一度成为发展经济的主力

军 $ 由于妇女的辛勤劳动 !根据地农作物产

量逐年提高 $ 她们还发动群众开展献首饰

运动 $ 将献出的首饰用于造币厂制造银元 !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党 %政 %军工作人员的

供给 !活跃了根据地经济 $

井冈山区的妇女平时是勤劳的农民 !战

时是合格的战士 ! 她们一方面积极参加生

产劳动 ! 不仅使劳动力严重缺乏的矛盾得

到了缓和 !促进了根据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

而且提高了她们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

位 !为自身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 $ 另一方面

为适应战争需要 ! 在党和红军的发动下她

们组织起宣传队 %担架队 %洗衣队 %运输队 %

救护队 !还积极为红军送茶送饭 !做军鞋 !

洗衣服 !削竹钉 !运输 %看护伤病员 !探听敌

情 !慰劳红军等工作 !还送夫送子甚至亲身

投入到红军队伍中 ! 有力地支持了前方的

革命斗争 $ 而这时的 &娘子军 #那忙忙碌碌

的倩影 !又成了湘赣边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

井冈山斗争时期 !敌进剿军少时在一二

个团 !多时达到
%$

个团 $敌人提出的口号是

&石头要过刀 !茅草要过火 !井冈山人要换

种 #!每到一处就要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

一曲壮歌动天地
巍巍井冈留芳名

在如火如荼的井冈山斗争中 !多少井冈

山区妇女 !为了革命工作 !保护人民群众利

益 !支持红军 !不畏艰难困苦 !不惜牺牲个

人利益 !乃至宝贵生命 !给我们留下一曲曲

感天动地的壮歌 $

%"#$

年
+

月 ! 敌湘军从湖南酃县方向

前来井冈山一带进剿 ! 包围了井冈山脚下

一个叫上寨的小村子 $ 其时 !第六乡的部分

干部群众就隐蔽在村子的后山上 $ 一个妇

女为不暴露目标 !把乳头抵住婴儿的嘴 !怕

他哭 !结果把婴儿憋死了 $

%"#"

年
%

月底 !红军第三次反 &围剿 #

失利 !大小五井 %茨坪等地皆被敌人占据 !

红四军三十二团和赤卫队掩护
#((

多名伤

员散落在牛路坑 % 金狮面一带 ! 与敌兜圈

子 $ 敌人四处封锁 !企图把红军困死在冰雪

封冻的深山老林里 $ 当时红军最困难的是

缺食盐 !因为食盐断绝后 !红军指战员一度

全身浮肿 !虚弱不堪 $

为了解决根据地食盐困难 !群众曾千方

百计地想把食盐送进去 ! 有的把盐藏在竹

筒内 %货郎担里 %篮子底下 %双层底的水桶

底内等 !但都一一被敌人识破 !敌人越查越

严 !不少群众为红军秘密送盐而惨遭杀害 $

井冈山区妇女 !

#%

岁的聂槐妆 !不顾个

人安危 !想出了一个更为巧妙的办法 !她把

食盐融化在锅里 !把棉衣浸泡其中 !待棉衣

把盐水全部吸入 !然后烘干 !穿在身上 !外

面罩上一件面衫 !趁天黑后爬山过坳 !直到

半夜 !她才找到红军驻地 !把藏盐的秘密告

诉指战员 !从而解决了红军一时的急需 $

聂槐妆用这种方法为红军送盐多次 !她

的行迹终于引起敌人怀疑$ 被抓后!惨无人道

的敌人用扁担打%火铲烙!她仍坚贞不屈!直至

被敌人活活折磨而死$

吴月娥!

%"%%

年生于湖南省酃县十都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后来到井冈山不远的遂川县荆

竹山当童养媳$

%"#'

年
%(

月!毛泽东率领工农

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 年仅
%)

岁的她积极响

应!组织少先队放哨站岗!查路条!侦察敌情!

看护伤病员!宣传和发动群众$

%"#"

年
%

月底!

她在掩护同志及伤员转移时被捕$ 敌人用刺刀

威胁她带路! 她机智地把敌人引向悬崖峭壁!

乘敌人不备! 抱住一个敌军官纵身跳下山崖!

壮烈牺牲!年仅
%$

岁$

据不完全统计! 在井冈山的斗争时期!为

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妇女就有
#(((

多人!

还有许多女英烈甚至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巍巍井冈山 !永远铭刻着这批中国优秀

红色 &娘子军 #的名字 !她们对理想 %信仰的

执著追求 !她们那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

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 #据 $党史博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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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与玉荷家娘儿几个谈话!让

他们提要求"玉荷妈对其堂叔公刘承智说#

$看样子老王是真心给咱办事的!咱不能太

为难人家了% &我们认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时

机基本成熟了!于是!便把解决问题的意向

逐项逐项!一点一点地向当事人透露!并进

行必要的协商%

在他们的想法比较接近实际时!我们到当

事人家里! 以个人名义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

案#县法院出判决书!撤销对刘守义的判决!连

同成分问题一起宣布平反'大队负责给刘家划

一片宅基地!其老宅基交归集体'国家拿出一

部分钱!帮助其盖房及安排生产生活% 钱的数

目不可能太多!县委只答应给
%(((

元'公家负

责给刘守义治病%

次日上午!他们四个都到公社来了!针

对方案!他们提出了如下意见% 一(平反要

有个声势%

%"'%

年对刘守义挂牌在全县游

斗!现在应在全县范围内平反% 对此!我们

认为合理!但又不可能到各公社开会%我们

提出让县广播站发布消息!连续广播三天!

他们同意了% 二(宅基要划到新庄区!和其

他人的大小一样% 三(

%(((

元太少!要求增

加到
+(((

元% 我们说这个要求可以理解!

我们也愿意向上级尽量要求! 但到底能办

到啥程度不敢说! 希望他们也不要抱太大

希望!在思想上要留点儿回旋余地% 四(公

家保证把刘守义的病治好!治不好不出院%

听完他们的要求后! 我们表示要回县几

天!向县里领导汇报!向省法院电话请示%回县

向领导汇报!着重研究了三个问题% 一是给刘

守义治病问题!保证治好的话不能说!更不能

写% 但不治好就让回家他们不会同意!我们也

感到不近人情%育广用铅笔写了一句话#$政府

负责给刘守义治病!直至治好或医院会诊结论

为不能再治了为止% &

二是判决书写法% 不按当事人的要求

把解决问题的方案全写上!当事人不放心!

怕我们一离村基层干部又不认账了! 倘使

都写进去!就不成判决书了%程院长提议另

外搞个附件! 把在判决书上无法写的内容

写进附件中% 我们最后商定! 干脆搞个协

议!这样!当事人作为一方!也可要求其承

担相应的义务!即服从领导!安心劳动!不

再上访告状%

三是补助多少钱的问题%按县委规定的上

限!即
%$((

元!一次敲定!不再讨价还价%

我们在县里把判决书和协议书草稿写好

后!公社认为可行% 当事人一家除对钱的问题

表示不同意!说是少了
+(((

不行外!对判决书

和协议书的其他内容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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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井冈山斗争史上! 记录着一批巾帼

英雄的名字
,

贺子珍(康克清(曾志(彭儒(

吴仲廉等% 她们在红军初创时期就成了革

命队伍中光荣的女战士! 又都是在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

而还有一大批普普通通的妇女! 虽然她们

不是红军序列中的一员! 但在共产党人和

红军的影响及带动下! 她们或与正规红军

一道上战场! 英勇杀敌! 或在后方大搞生

产! 节衣缩食支持前方% 她们用青春和热

血!乃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在那艰

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 为中国革命谱写了

可歌可泣的篇章! 她们就是没有编制的井

冈红色$娘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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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管理%计算机%建筑工程%人力资源管理%

劳动和社会保障%金融%会计%工商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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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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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注册 国家承认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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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期刊学科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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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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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篇应用文例文 文书写作不用愁

234567

789333/04%56768899/01#

工作总结 工作计划 工作方案 工作规划 工作报告
工作汇报 个人总结 安全管理 述职报告 述廉报告
党课教案 剖析整改 转正申请 考察鉴定 事迹材料
申报材料 合同契约 规章制度 讲话发言 演讲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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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系黑白花奶牛繁

殖农场' 现因当地乳业疲

软'鲜奶饱和'决定向外售

牛'小牛
$+++67+++

元'带胎带奶牛#日产奶
"+

公

斤&

8+++6#+++

元'另大量出售黑白花(红白花(西门

达尔(黑星(夏洛莱等大小公牛及育肥牛) 本场食宿

及一切手续免费'专车送牛到家*单位+山西省奶

牛繁育中心国营红旗农场 联系人+ 文全 电

话+

+"8+6&+#&"&&

手机+#

+

&

$"("8+7&*+7

#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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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望投资欢迎你#长期有效&

地址+未来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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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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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永远有价值 不会成废纸 品种单一

!GHICDGEF!

黄金没有使用期 资产隐秘 方便转移转让

!JKLMNOEF!

涨跌都能赚 可干几代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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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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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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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红娘 成功付费

! (

"

聘男女公关薪厚日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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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头店面装修
%+)-+$*&""*

郑州瑞表维修中心
)$(%&+*)

瑞表专修%保养!回收名表%古表

-./0

质纯耐熬 !无色无烟 !美观高雅

供货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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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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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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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

公斤%调和油%大豆油

1234

男女公关 !要求形象好工资日结

4Pmnopq

月薪丰厚
%*((+$""&&$

rstuvwxyz

纳米%内外墙涂料全省招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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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红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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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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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即日起免费登记建档时间一周!商
城路管城区法院对面新华二厂家属院
内综合楼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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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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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做演员吗/ 你想考入一所理想的艺术院校吗/

你想在你现有的工作单位上一显才艺风采吗/ 赶快加入我们吧--

#

开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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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地址.金水路
)

号!河南电影厂制片厂一楼

喜迎奥运!

"

月
+(

日前报名的学生均可享受
*((

元优惠'每个月
%*

号免费试听*

备注.凡公%检%法%司烈士子弟!凭有效证件!给予学费补贴$

电话.

(+'%:)*"+&)&+7)*"+&*&$

'传真*

#

开设班级000

男女公关数名 !形象气质佳
%$:-(

周岁
工资日结算 !包食宿可兼职 $ 另聘内保
%(

名工资
%*((

提成 $

4®pq

%+)')"$($'$

本人女
+$

岁丧偶肤白温柔丰韵现
经商觅成熟体健真情男人共度百
年

%+&-"-*%***

亲谈贫富不在乎

本人征婚男
-"

岁
%'*?@7'*A4

丧偶私企老板稳重体健诚觅
一位善解人意爱家女士为伴
不诚勿扰

%+"&'-*"('$

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
,

贺子珍%贺子珍

在万人大会上讲话#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