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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0周年大型全媒体报道

【 热血抛洒赣东北 】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

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灭亡中国的

步伐。然而蒋介石不顾全国各界

各族人民的反对，坚持其“攘外必

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不抵

抗。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集中

百万军队向各红色苏区发起了疯

狂的第五次“围剿”。

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由

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统治

地位，他们强令闽浙皖赣苏区军事

上执行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

垒”的错误方针，加上原来搞了肃

反扩大化等过左政策，使苏区元气

大伤。而敌人力量强大，他们在苏

区构筑了众多碉堡进行封锁围攻，

人数上也十多倍于红军，采取步步

为营、分割推进的战术，使根据地

日益缩小。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乘蒋介石

扩大内战之机，在侵占东北三省后

更加疯狂地对华北五省进行武力

侵吞，致使中华民族陷于危亡之

境。中共中央在反复呼吁国共两

党“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无效后，

被迫一面进行反第五次“围剿”的

战斗，一面积极准备抗日。1934

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北上

抗日宣言，同时将红军第七军团改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打破蒋介

石军队的重重阻击，于当年 10 月

转战到闽浙皖赣苏区与新红十军

会师。中共中央电令方志敏将新

红十军与红七军团合并，编成三个

师，仍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

遣队，由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

1934 年 11 月底，北上抗日先

遣队从闽浙皖赣苏区所在地葛源

出发，先后在赣、浙、皖等地冲破了

十几倍敌人的围追堵截，打了许多

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然而终因

敌我兵力过分悬殊，被迫进行分兵

作战。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红

军部队为了冲破敌人的包围，转战

至怀玉山遭到敌人伏击，突围中方

志敏不幸被捕，8月在南昌英勇就

义。

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

撤离苏区后，由曾洪易留下主持闽

浙皖赣省委工作。省委秘书长王

奇岳和省委机关随同留下的新红

十军第三十师进行保卫苏区的战

斗。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堵，王

奇岳和省委机关被迫转移到磨盘

山一带继续奋战。

留下主持省委工作的曾洪易，

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到 1935 年 1

月，看见形势日益严峻，思想消极

动摇，不断散布失败情绪。这时抗

日先遣队粟裕所率的先头部队，在

突破敌人包围后，也转战到磨盘山

地区。粟裕发现曾洪易的错误行

为，报经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项

英批准，撤销了曾易洪的一切职

务，由关英代理省委书记，曾洪易

不久即叛变投敌。1935年2月，粟

裕按中央分局指示，将所部改编为

红军挺进师，向浙西南挺进。

1935年春，王奇岳随关英在德

兴县大田苏家召开了赣东北地区的

区以上干部会议，共有五十多人，会

议由关英主持，研究决定了将各县

独立团、独立营改编为游击队；在赣

东北地区建立包括信河和乐河两个

特委，特委下面建立中心县委、县

委、中心区、特区等党组织。会后，

各级党组织按照会议要求组织起精

悍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机动灵

活地打击敌人。

随着敌人对苏区的核心地区

的攻占，整个苏区失去了集中统一

领导，各地相互失去联系，讯息隔

绝。分散于赣东北、浙西南、闽北、

皖南等地区的党组织、红军游击队

和被打散的各地小股红军部队，各

自独立坚持对敌斗争。

王奇岳及省委机关在关英率

领下以德兴为中心，在德兴、婺源、

乐平、浮梁一带，开展游击战斗，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如贵

(县)、余(杭)、万(年)中心县委领导

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埋地雷、炸碉

堡，神出鬼没地歼灭敌人，有一次

在三县岭地区就消灭了进犯的敌

军九十多名，缴枪七十多支。横峰

县委领导的上坑源游击队仅有九

十多人，依靠有利地势和群众支

援，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把围攻

上坑源的一营敌军打得弃械而

逃。横峰县委领导的独立营，数次

袭击葛源，摧毁了敌军的碉堡，给

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赣东北特委

领导的游击队，摧毁了葛源附近长

林山一带的敌军封锁网，袭击了篁

村、槎源坞的敌军炮台，使敌人日

夜胆战心惊。

赣东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广泛

开展，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

增加数倍军力，实行野蛮凶狠的抢

光、杀光、烧光政策，进行残酷“清

剿”。 1935年四五月间，赣东北地

区各游击队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遭受很大损

失。省委及特委一些负责人在与

敌人的斗争中相继牺牲，王奇岳也

于当年 5 月在磨盘山的一次浴血

奋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王奇岳母亲王杨氏给刘少奇的“寻子信”复印件。

热血铸忠魂 彪炳赣东北
——寻访王奇岳在闽浙皖赣苏区的革命斗争

本报记者 刘克洪 赵靖琳 谭禄柳 但瑾 尹向宁

“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就

再也没有回过他的老家綦江，我

与父亲分别时也只有一岁多，父

亲的故事多数都是听母亲讲的。”

谈到家庭，王化阳拿出父亲在上

海时与家人拍摄的一张全家照，

向我们介绍。

王奇岳妻子李盛莲在上海与

丈夫分别后，1933 年 7 月回到湖

北老家郝穴镇生下女儿王化庆。

不久得到王奇岳以秘密暗号送来

的消息：上海党中央机关遭到敌

人破坏，不能再去上海，听后通

知。李盛莲还到指定地方，与王

奇岳派来的地下交通员接上了关

系，准备一道去苏区参加革命斗

争。

为了安顿好孩子生活，以便

随时前往苏区，李盛莲根据王奇

岳来信安排，专程将长女王化春、

儿子王化阳送往四川省綦江老

家，交由孩子祖母及伯父、伯母王

根澄夫妇抚养，随即自己返回湖

北郝穴抚育三女王化庆，并等待

组织通知。

王奇岳之兄王根澄系前清秀

才，曾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思想开明。当李盛莲带着子女来

到綦江托其抚养时，王根澄虽从

未见过弟媳和侄女、侄儿，却都乐

意答应下来。还触景生情地写下

了《感怀》诗：“我家有燕儿，秋去

已如客，春来不见回，堂上偏多

惑。鸟飞天本空，鱼跃海河阔,孺

子在天南(指其子王良在闽、赣作

战)，岳弟闻河北(因李盛莲佯称王

奇岳在河北工作)。可怜倚闾人，

一望到天黑，分别富贵愁，团聚贫

贱得。儿女已成行，相逢未相识

(指李盛莲带来的儿女)，何时获太

平，槐庭观圆月。”解放后王根澄

受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

从綦江回到湖北的李盛莲，

1934年下半年接到王奇

岳的秘密通知：交通中

断，暂不能去苏区了。

迫于生活需要，也为了

掩护今后革命活动，李

盛莲 1935 年春考上了

汉口红十字高级助产职

业学校。当年3月入学

不久，李盛莲接到从郝

穴镇转来的一封王奇岳

写来的书信，里面内容

简单：只问了她和孩子

的情况，信内自称工作

和身体都很好。李盛莲

见是一般问候信，又因

开学很忙，也就没有回

信。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过王

奇岳的音讯了。

李盛莲从学校毕业后，在沙

市从事医生工作，虽然从此与党

组织失去联系，但她利用医生的

职业掩护了许多革命同志，以这

种方式默默地继续为党工作。

1940 年，李盛莲接到湖南常

德县一个署名罗登惠的人来信，

信中告诉李盛莲，王奇岳已于去

年牺牲，但信中也没有告诉她是

怎样牺牲的。闻此噩耗，李盛莲

十分悲伤。为了化悲痛为力量，

她将长女、次子从綦江接到沙市

自己抚养，决心将子女好好抚养

成人，以此告慰九泉之下为革命

牺牲的丈夫。

解放后，李盛莲给刘少奇去

信打听王奇岳的下落，中共中央

办公厅回信说王奇岳已经牺牲

了，同时得到了王奇岳原籍四川

的烈士证书。至于王奇王奇岳是如何

牺牲的，经刘少奇证奇证明，王岳奇是

1935年5月在赣月在赣东北磨盘山战斗

中牺牲的牲的。。

青山不老，英名永存存。

【

投
身
革
命
即
为
家

】

“我父亲王奇岳，原名王守谟，1896年3月出生于綦

江隆盛镇石梁村柏杨湾。1920年下半年从重庆赴法勤

工俭学，1925年由法国巴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

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下半年在苏联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奉派回国。”7月12日，采访组在重庆

两江新区采访王奇岳之子、离休干部王化阳时，王化阳

向记者介绍道。

即将90岁的王化阳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谈到他的

父亲心里充满着无比的激动和崇敬。他告诉我们，王奇

岳回国后，先后在武汉党中央机关、湖北省委、顺直省

委、中华全国总工会、闽浙皖赣省委工作，先后担任湖北

省委宣传部长、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

长、闽浙皖赣省委秘书长，1935年5月在磨盘山战斗中英

勇牺牲。其中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组织上安排他与同到

天津的共产党员李盛莲结为夫妻。王奇岳短暂的一生，

在闽浙皖赣苏区工作的时间最长。听着王化阳的介绍，

我们的思绪似乎又走进了90年前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

王奇岳（右一）和妻子李盛莲、大女儿、儿子（王化阳）以

及表哥合影。

革命烈士证明书。

王奇岳是1932年冬天从上海

到达闽浙皖赣苏区的，党中央安排

王奇岳协助闽浙皖赣苏区省苏维

埃主席方志敏工作。1933 年 12

月，方志敏担任中共闽浙皖赣省委

书记，王奇岳担任秘书长，具体协

助方志敏处理省委日常工作。

王奇岳去苏区时，妻子李盛莲

因怀有身孕，又带着长女王化春、

儿子王化阳，党组织批准她与两个

孩子暂回湖北省江陵郝穴镇娘家

住下，待她把孩子安置妥当后，再

听候组织安排。不料夫妻这一别

竟成了永诀。

王奇岳到达苏区时，这里刚由

赣东北省改为闽浙皖赣省，地域包

括赣东北、闽北和浙、赣交界处十

几个县，省苏维埃驻在横峰县葛源

枫树坞村。当时蒋、冯、阎军阀混

战刚刚结束，并组织军队向全国各

苏区进行新的“围剿”。苏区军民

在方志敏的率领下，已先后粉碎敌

人第一、二、三次“围剿”，根据地得

到快速发展。

王奇岳一到苏区就投入到紧

张的工作中，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工

作。正如当时闽浙皖赣苏区妇女

部长杨树兰在回忆录中所述，省委

的一些报告、决议、法令、通知等文

件均由他起草，然后送方志敏审阅

修改签发。方志敏不在省委机关

时，他更是不知疲劳地工作。

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奇岳，对同

志热情关心，刚到苏区不久就与群

众打成一片。当时担任横峰县第

三区区委书记的黄礼华回忆道：

“王奇岳文质彬彬，文人性格，不大

爱开玩笑，但对同志热情关心，态

度和蔼，毫无架子。”1934 年春节

期间，他曾亲手烧了四川风味的小

菜给同志们吃，大家都很钦佩他。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

需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

王奇岳协助方志敏等开办了“共产

主义学校”（省委党校），对省委、省

苏区各部委、各县区委书记和各县

区苏维埃主席等进行培训，提高他

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工作艺

术。同时创办了《工农报》和《突击》

期刊，编印了《工农读本》，对苏区干

部军民进行军事、政治形势和马克

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揭露反动派

的种种罪行，提高干部军民的思想

认识和阶级斗争认识。

如何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王

奇岳协助方志敏大力加强地方政

权建设。先后颁布了《各级苏维埃

工作条例》、《土地税征收法》，印发

了《关于搞好春耕生产运动的训

令》、《为全部实现省苏维埃农业生

产计划而斗争》等文件，促进生产

发展。据资料记载，1933 年苏区

农业生产比上年增加两成。同时，

为了巩固和发展各种类型的小工

厂、小企业以解决军需民用，苏区

制定和颁发了《劳动保护法》，通过

了《关于苏维埃职工问题的决议》，

以发挥广大职工的生产、工作积极

性，推动各项生产的发展。

在军事工作上，王奇岳在方志

敏领导下，积极动员苏区人民参加

地方游击队和正规红军，扩大红军

队伍。在 1933 年初的第四次反

“围剿”作战中，方志敏与王奇岳指

挥红军机动灵活地寻找敌人的弱

点，进行伏击和袭击，发动地方游

击队到处袭扰和疲困敌人。在战

术上发动群众采用地雷、陷坑、埋

竹尖等方式阻击迟滞敌人的进

犯。主力红军在苏区人民的大力

支援和各县独立团、独立营及各

区、乡游击队配合下，经过浴血奋

战，終于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

剿”，保卫了红色根据地。

1933 年上半年，闽浙皖赣省

苏区红军主力第十军，奉党中央命

令南渡信江，归属中央红军第三军

团建制，改为红十一军。主力红军

调走，王奇岳协助方志敏按照中央

要求，迅速开始组建新红十军。在

各级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很快组

建了一支由闽浙皖赣省地方军区

赤卫师，各县独立团、独立营，区乡

游击队等5000多人组成的新红十

军。为了解决部队抽调后地方兵

力不足的问题，方志敏、王奇岳积

极动员工农子弟参军，补充进这些

地方武装部队。

【 闽浙皖赣驻英名 】

王奇岳生前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綦江烈士陵园内的王奇岳烈士纪念碑。

本版图/除署名外由记者 尹向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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