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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山一直是革命火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贺龙、李先念、陶铸、钱瑛、陈少敏等革命家均留下历史的足迹。在大洪山长岗店由陶铸主持的“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
班”和“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机关报《大洪报》，解放全湖北的指挥部——周家湾江汉军区指挥部及其机关报《江汉日报》（《湖北日报》前身），以及黄春庭烈士墓、佛爷岭
烈士墓、大洪山抗战阵亡先烈纪念碑都是这一时期革命的见证。

追忆烽火岁月，重温革命历史。大洪山地区的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开辟并建立了以大洪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谱写
出大洪山地区革命斗争史上的壮丽诗篇！

学习百年党史，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营造“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干事创
业热情，本刊特别推出本期大洪山红色革命故事专刊，以激励同志们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 编者按 】

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她一生有 13 个
春秋是在中国度过的，著有《中国的战歌》通讯
集等。1940 年元月，她听说新四军的战旗已经
飘扬在大洪山和桐柏山上空、李先念将军率领
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在武汉外围与日本侵
略者孤军奋战时，毅然决定来到大洪山战地采
访。

攀登大洪山峰

史沫特莱自老河口出发，由中国著名女作
家、长于写歌词并任翻译的安娥陪同，不顾艰难
险阻，穿密林、爬高地，在枪林弹雨中绕过日军
巡逻的摩托车群，到达长岗店熊氏祠。

这天早晨，紫兰色的天空，涂抹上一道道金
色霞光，将大洪山峰衬托得格外明晰，晨光洒在
峰顶积雪上，那红装素裹的和谐色彩，真叫人心
旷神怡。

“噢!‘洪山积雪’，真是汉东一大奇观!米斯
特安，到了随地，不登大洪山峰会后悔一辈子
的，我们上去吧!”安娥等一行人欣然同她踏着
残雪，穿过密林，向主峰攀登。

史沫特莱在硝烟弥漫的汉东大地欣赏大洪
山胜景，兴奋极了。一路上，她讲红军长征的伟
业，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英雄气概鼓励
大家。他们拾级而上，不觉汗流浃背，完全驱散
了逼人的寒气。

史沫特莱登上了大洪山顶峰，她举起双手，

高呼“我们是好汉!”放眼
望去，只见天云一色，云
峰相连，群山起伏，如海
洋的浪涛澎湃。层云幻
变，气象万千，似海市蜃
楼，人间仙境。如此圣
地，岂容日寇践踏!

史 沫 特 莱 建 议 ，让
安 娥 指 挥 大 家 高 歌 一
曲，唱什么呢?史沫特莱
说：“八路军战斗在太行
山上，我们新四军战斗
在 大 洪 山 上!”顷 刻 间 ，

“我们在大洪山上，山高
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
人从哪里进攻，就叫它在哪里灭亡”的战歌响彻
云霄，回荡在大洪山区!

野战医院镜头

史沫特莱从京山八字门来到新四军豫鄂挺
进纵队野战医院。当时这所医院设在九口堰桑
村湾一带，分散在老百姓家中，200 多名伤病员
大都靠房东护理。说是医院，其实只有一个院
长，也是当时唯一的“医生”。她是栗秀贞，是华
北美国浸礼会医院毕业的一名正式护士，后随
军来到随南，组织训练了 10多名男女青年作助
手，建立了这个野战医院，对伤员施行各种手

术。
史沫特莱跑遍了各个村落的诊断室、手术

室和病房，看到医护人员自己制造的脱脂棉、绷
带和采集的中草药以及用来作消毒的土罐、蒸
笼，粗瓷碗、竹筷等也成了医疗器械。甚至手术
帐篷也是医护人员自己动手用白土布缝制的。
史沫特莱激动地说：“我相信，它在这个世界上，
确实称得上奇迹!”

她走近一个伤员，问道：“你伤在何处?”“他
是鬼子炮弹炸成的粉碎性骨折。”栗秀贞在一旁
介绍说：“他很坚强，当时不截肢性命难保。我
们的手术器械是从老百姓家借的锯子，杀猪刀
消毒后施行手术。”史沫特莱久久站立在床边，
神情充满同情与激动，问道：“伤得这样重，又这
样手术，你能忍受得了吗?”伤员答道：“只要不
当亡国奴，负伤、流血不算什么!”她又问道：“你
以后怎么办?”这位伤员说：“伤好了再上火线，

保卫家乡，打东洋鬼子!就是不能上前线，也要
在后方做抗日工作。”

史沫特莱眼眶里盈满泪水，她举起照相机，
拍下了抗日战士心灵闪光的珍贵镜头。

异国友情难忘

史沫特莱听说随县城住着一位爱尔兰年轻
神父，常接济平民百姓，同情并支援新四军抗击
日本鬼子。这位神父的正义行动，令史沫特莱
深为感动，很想见见这位年轻人。她思索良久，
想亲自到县城去访问他，怎奈近日身患严重的
支气管炎，正卧床治疗，不能前往。于是连夜写
好一信，请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的同
志设法送到神父手中。

史沫特莱在信中说到野战医院条件艰苦，
县城日军布防严密以及神父的处境，如果能设
法离开县城，务请来洛阳九口堰见面，交个朋
友!

爱尔兰神父果真收到这封信，他喜出望外，
决定冒险访问这位还不认识的美国朋友。他精
心策划，专门做出了能藏药物的夹层箩筐，又将

一些纱布、绷带缠绕在自己身上，外罩礼拜服
装，戴上灰礼帽，请了挑夫，以做礼拜的名义混
出了城。

史沫特莱在九口堰接待了爱尔兰神父。他
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她不顾病痛，陪同这
位身材不高的爱尔兰友人，骑着高头大马去白
兆山野战医院看望伤病员，同那里的医务人员
会面。

爱尔兰神父将带来的药品、糖、三听澳大利
亚黄油和 50 块银元作为第一次见面礼物送给
野战医院。当他发现许多伤病员缺少铺盖等
物，感到很难过，表示回城后竭尽全力寻求各方
援助。

医院负责人和史沫特莱对爱尔兰神父同情
老百姓，支援新四军抗战表示钦佩，同时对他的
果敢来访，忍受守城日军的侮辱和打骂深感不
安。

这位爱尔兰神父对医院负责人和史沫特莱
说：“只要将援助的物资送到新四军手里，自己
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

（根据党史资料由贺晓利整理）

大洪山下，礁石栈道，马蹄声声。
这个冬天特别冷，雪后初晴，积冰待融，月

光皎洁，弯曲的小路不似今天有路灯照耀，只有
苍白的月光搅起一股阴风，骚扰着路边那些杂
木。

一匹瘦弱的老马套着一架木制的轱辘车，
缓缓地行走在黄土路上，车上坐着两个商人模
样的人，他们手里拎着粗笨的柳条箱，看上去有
些沉重，使得行走的马车时而发出那种“吱呀、
吱呀”的呻吟声。

室内，一灯如豆，屋内出来两个壮汉，寒暄
了一句，便接过马车上的柳条箱，近了，这才看
见两个客人还很年轻，约莫 30 出头的样子，他
们被引到堂屋火笼旁坐下，厨房里便传来叮叮
梆梆的炒菜声。

这是 1938年的 12月，抗日战争正进入胶着
状态，日本人侵占华北后继续南侵，日本人仗着
武器精良，饿虎般地扑来，屠刀直指中原腹地
——武汉。

全民族抗战已迫在眉睫，党组织这时的紧
要任务是在中原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时任湖北省工委常委、宣传部长的
陶铸临危受命，他受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委托，
来到大洪山腹地开办抗战干部培训班。

陶铸和他的同伴草草地吃了几口饭，顾不
得鞍马劳顿，就匆匆地向接待他们的中共地下
党员询问办校的基本情况，如选址、招生、学校
基础设施配套，还有保密措施……尽管在战时，
必要的工作还是要细致。

大洪山位于京、钟、随三县交界处，主要部
分在随县。山脉由西北到东南长约 200 公里，西
南至东北宽约 100多公里，总面积约 2万平方公
里，其间峰峦叠嶂，巍峨起伏，地势险要，除主峰
海拔 1000多米外，其余山峰都在 500米上下，很
少断崖绝壁，易于迂回隐蔽。

大洪山的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它的东边是
平汉铁路，西边是汉水流域，中间无公路相通，
敌人难于分割和封锁。山中有天然大小溶洞数
十个，这些，正是设置医院、兵工厂、印刷厂和学
校的好地方。

大洪山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经常活动的
地区，群众基础好，而且土地肥沃，盛产稻棉，有
利于解决部队给养。如果武汉沦陷，在这里建立
抗日根据地，当是理想之地。经过五天的调查，
陶铸对大洪山有了全面了解，鄂豫边区的一块
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概貌在他脑海里已初步形
成。他立即赶回汤池，着手下一步的工作。

陶铸来大洪山办抗战培训班，培养干部，播
撒抗日火种。而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播种者，
说起这培训班的由来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中国共
产党准备利用湖北省合作委员会等机构，训练
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民
众抗战，训练地点设在湖北省应城县的汤池。经
周恩来、董必武研究决定，派陶铸以共产党员身
份公开领导这个训练班的工作。

1937 年 12 月 22 日，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了。
这个训练班是按照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榜样
办的，教师和学生六七十人，主要学习马列主
义、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除课堂分
组讨论和军事练习外，还到农民家里进行调查
研究，帮助农民劳动。

从 1937 年底至 1938 年 5 月，训练班共办了
四期（前三期在汤池，第四期在武昌），先后培训
了 300 多名青年干部，均以合作指导员的名义
分配在应城、京山、钟祥、天门、汉川、云梦、安
陆、荆门等县，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地区。
这几批革命火种撒到湖北省各地，在党的领导
下与抗日民族先锋队、假期回乡知识青年及各
县知识青年、各地进步人士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工作。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于 1938 年 5 月 22 日明
确指示长江局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发
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
区”。周恩来和董必武将中央这一指示传达后，
董必武又指示：“汤池训练班还须办下去。”

陶铸坚决拥护和执行了党中央这一指示，
他坚定地说：“汤池训练班不能在汤池办，就换
个地方办；训练班遭到反对，就改为‘临时学
校’；不能公开办，就秘密办，唯内容不变——坚
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培养我党游击战争骨干力
量，武装民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
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1938 年 10 月，武汉和鄂中相继沦陷。陶铸
很快从沙市转道宜昌，回到鄂中京山县丁家冲
与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会合。陶铸到大洪山时，
仅有蔡松云带了八条枪和十多个人。陶铸立即
着手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他委派
蔡松云为队长、陈秀山为政治指导员；指示鲁尔
英把武汉沦陷前托人在香港买回的两打驳壳枪
及一些长枪从敌占区带上山来；集中黄定陆的
京山独立队；另外还将经过我党改造的郭仁太
的队伍，以及国民党应城县政府保安大队，都先
后集中在丁家冲、李家冲、猴子凹一带。陶铸又
发动干部群众收集国民党逃兵所遗弃的枪支弹
药来武装队伍。至 11 月间，各路人马达 500 余
人。

在鄂中党委的领导和组织下，成批男女青
年纷纷来到丁家冲，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党委决
定由杨学诚主持地方工作，建立县、区组织，广
泛深入发动群众。并派沈少华、安琳生（余秉西）
与应城县矿区资本家搞好统战关系，团结他们
共同抗战。在党的领导和陶铸直接指挥下，鄂中
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得如火如荼。

艰苦的战争环境与工作紧张劳累，使得陶
铸的肺病发作，咳血，发高烧。但他仍坚持与干
部战士谈心做工作，考虑重大问题。1939 年他
在大洪山打游击时所写的那首《七绝》，真实地
记录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抒发了他为党为
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伟大胸怀。

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蹈日斜。
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

1939 年初，党中央察觉到国民党顽固派会
有反共逆流出现，特派李威（李先念）、马致远

（刘子厚）、娄光琦等南下至长岗店鄂北专员公
署与石毓灵交涉南下打游击的事宜，以便增强
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顶住国民党顽固派
可能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3 月 9 日，陶铸事先得到情报，有五六十名
日军押送几十条船，由应城县沿富水向京山宋
河运输物资，据闻船上还有一些军火。陶铸决定
打一次伏击战。他在动员时说，这次伏击战斗的
目的，一是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扩大政治影
响，更好发动群众，给害了恐日病的国民党军队
一副清醒剂；二是可以锻炼部队；三是可以搞一
些敌人的军火和物资。他指定蔡松云、黄定陆为
这次伏击战的正副指挥。

当敌船进入伏击有效射程时，机枪、步枪、
手枪同时开火，手榴弹在敌船上爆炸，打得敌人
晕头转向，有的中弹落水，有的死伤在船上，有
的慌忙藏在甲板下，有的跳入水中向对岸鼠窜。
当侦察员报告发现宋河方向有敌人骑兵前来增
援时，陶铸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迅速
转移。

这次伏击战，毙伤敌军 20 余人，缴获“三
八”式步枪 20 支和一部分劳军物资（船上并无
军火）。事后得知，在击毙的敌人中，有日本皇族
亲王一人，是劳军团的团长。宋河至应城一带敌
人，还为他戴孝三天，后用飞机将其尸体运回东
京。

陶铸就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状态下，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边抗日边播种。1939 年 4 月间，
武装队伍集中在杨家河进行第三次整编。整编
完毕后，一个夜袭云梦城的战斗方案已在陶铸
的运筹帷幄中。

据敌情侦察，陶铸得知云梦城内只有一个
日军宣抚班和伪军，分驻在城内几个据点。南门
城墙曾被敌机炸塌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突
破点。陶铸对孙耀华、徐休祥、蔡松云三个队领
导说：“云梦城的敌情我们已侦察清楚，现在是
打云梦城的好机会。到现在我省还没有攻打县
城的先例，我们要敢打！这是一次攻坚战，也是
一次政治宣传战！”

第二天夜幕降临，部队出发。这次攻城的战
斗部署是：城东放一个中队，向孝感伍洛寺警戒

（敌人据点距云梦县城 35 里）；城南放一个中
队，向隔卜潭、长江埠方向警戒（敌人据点距云
梦城 30 余里）；一个中队和全部手枪队从南门
城墙缺口处登上城楼，打开城门，然后分别攻打
敌人的几个据点。战斗完毕后立即撤退出城，到
指定地点集合。陶铸亲率第二大队在清明河作
预备队。

陶铸一边和鬼子打仗，一边注重队伍建设。
在陶铸的直接领导下，快速恢复和建立党的组
织，培训了大批党的骨干力量，发展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创建了鄂中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根据
地，为新四军五师南下打下了牢固基础。

这次陶铸进驻大洪山，是他回汤池不久。他

在汤池创办的“农村合作训练班”引起国民党当
局的怀疑，就更名为“临时学校”，后迁到随县均
川贺氏祠堂。1938 年 11 月，第五战区豫鄂边区
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陶铸被聘为顾问，参与政
治指导部的领导工作，开办了长岗店训练班。他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派干部分赴
鄂中各县发动民众抗战，组建抗日武装，改造旧
的保甲政权，协助地方进行文化教育和发展生
产，把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这种良好的发
展势头，由于受到全国性的反共浪潮的冲击而
受到影响。

次年 4 月，第五战区在蒋介石的高压下撤
销了抗敌工作委员会，陶铸和国民党爱国人士、
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
范一先生被迫离开长岗店。

这段时间，陶铸和李范一的交往非同一般。
从应城汤池到长岗店，两人就一直在一起合作
共事。他俩赤诚相待，相互尊重。李范一热情地
关心抗委会工作，顶住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对
特务的破坏进行巧妙的应付和周旋。

在训练班里，陶铸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踏
实的工作态度影响和感动了李范一，他对陶铸
讲：“以前听你们共产党宣传抗日纲领，我觉
得符合民意国情，实为救国之道；现在我亲眼
看到你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踏实工作，堪称楷
模，老朽深受教益。”他还亲笔写了“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的条幅，挂在陶铸的宿舍墙上，以表达他对陶铸
的赞扬和钦佩之情。陶铸也以《寄怀李范一》大
发感慨：

烽火漫天敌气浓，垂杨难系别离情。
长岗不住斯人在，仰望高山不见峰。
随着干训班的影响日益壮大，引起了当地

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和
阻挠干训班的正常运转，试图将这支新生力量
驱逐出境。

6 月中旬，随县专署专员石毓灵以邀约陶
铸到长岗店参加县长联席会议为由，将陶铸扣
押起来。此时的陶铸临危不惧，他对同时被押的
应城县长孙耀华说：“我们这些人没有什么可怕
的，战争、日寇、国民党监狱没有把我们折磨死，
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要为共产主义干到
死！”

第二天上午，石毓灵找他谈话，劝他不要打
游击，以免引来日军。陶铸当面斥责石毓灵背信
弃义，破坏团结抗战的大局，已经成为民族罪
人。鄂中区党委获知陶铸等被扣消息，立即与鄂
西北区党委联系设法营救。后在地下共产党员
郑绍文以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特种工作总队副
总队长身份出面周旋，陶铸方才脱离虎口，离开
大洪山。

1939年 10月，陶铸随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
重返大洪山，发展抗日武装，并在随南接待来访
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中国著名作家安娥和
翻译方练百等人。他们是从大后方专程来访问
李先念部队的，陶铸以部队政委的身份代表挺

进支队致了欢迎词。客人们看到陶铸满面胡须，
面容憔悴，问起他的病情，陶铸说：“两年前，我
在汉口时，医生说我的肺病已经到了二期半，要
我买药打针，我哪有钱买药？”陶铸说，他在随县
一带干了两年，翻山越岭，甚至吃穿都有困难，
按病期推算，从那时到现在至少该是第三期了，
可反而觉得比第二期半的时候好得多了！你看
这个奇怪不奇怪？在医学上也不知道该怎么解
释？安娥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陶铸并没有
读过很多的书，但他却能发现这个敌后游击地
区！利用了这个地区，创造了一个游击根据地！
训练出这样一批抗战斗士来。”

1940 年 3 月，陶铸奉命调任中央军委秘书
长，离开大洪山，取道重庆去延安。从此留在延
安工作。

陶铸虽然离开了大洪山，但是他作为一个
播种者，在这里留下了抗日的种子：

他亲自为干训班编写的三字经，至今还在
大洪山广为传唱：

我中华，是大国，人口多，土地阔。
气候好，物产多，全世界，第一个。
小日本，是近邻，人同种，书同文。
到明治，讲维新，翻了脸，不认人。
九一八，沈阳城，被侵战，东四省。
遭沦陷，我同胞，遭枪杀，或蹂躏。
七月七，挑事端，卢沟桥，战火起。
我将士，不畏敌，勇往前，奋抗击。
蒋介石，怕抵抗，丢上海，失南京。
坐四川，观战机，磨着刀，擦着枪。
打内战，害人民。共产党，是救星。
她一心，为人民，领导着，八路军。
抄后路，打游击，建立了，根据地。
搞统战，唤人民，扩大了，抗日军，
在敌后，杀敌人。日本鬼，胆战惊。
汪精卫，吓掉魂。军和民，团结紧，
持久战，得胜利。
从 1938年 12月到 1940年 3月，陶铸到大洪

山下的长岗镇熊氏祠及均川镇贺氏祠，总共不
到两年光景，但是他在钟祥、京山等地宣传发动
群众，组织了随南、随北两支工作队，大张旗鼓
地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国团体，灵活有效地发
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并创办了抗敌委员会
机关报——《大洪山报》。陶铸任主编，前后共出
30 多期，报纸实际上成了中共在鄂豫边区宣传
抗战主张的有力武器。

在熊氏祠开办的军政游击干部训练班和农
民干部培训班，陶铸同志亲自讲课，主要讲解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及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问题、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他亲自
带领学员到野外进行军事训练演习或政治野营
训练。两期共培训学员 400 多人，这些人后来都
成为我党我军的骨干分子。为抗日战争播撒了
不可熄灭的火种，这些星星之火一直燃烧在巍
巍大洪山崇山峻岭中……

（作者简介：任儒举，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湖北省作协会员，《编钟》杂志编辑部主任。）

陶铸策马大洪山
任儒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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