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 我们回望历史， 是为了更好
地铭记； 今天， 我们回望历史， 是为了继往
开来。

穿过革命战争的硝烟，我们迈入了建设社
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但红色的基因，
依然在三湘大地延承，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把英魂忠骨永
远留在异国青山的毛岸英，为抢救朝鲜落水儿
童英勇献身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无私奉
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雷
锋，舍身推战马、勇救人民生命财产而壮烈牺
牲的爱民模范欧阳海，汶川抗震救灾中因直升
机失事献出年轻生命的烈士陈林，为我国航母
舰载机事业牺牲的第一位英烈、英雄飞行员张
超……

三湘大地多壮士！每年，大批优秀的三湘
子弟参军入伍， 为军队和国防事业奉献青春、
汗水乃至生命。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血染

的风采。
从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

一枚空空导弹、 第一颗原
子弹的核原料、第
一台亿次巨型计算

机“银河”、
第一台千万
亿次超级计

算机“天河一号”，到航空原料、装甲车辆、航空
弹药、舰船综合电力系统、军用图形显示芯片
……无不凝聚着湖南军工的智慧和心血，以
“湖南制造”“湖南智造” 助推国防工业和装备
建设，使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如虎添翼。

驻湘部队的营院和训练中心（基地）正规
化建设、后勤保障、转业退伍军人安置、军属就
业就学……背后都有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经济发展不能牺牲国防”“再难不能难部
队，再苦不能苦军人”成为自觉。

红色沃土湖南，处处涌动着拥军优属的暖
流，谱写着新时期军政军民鱼水情深的壮歌。

今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观“铭记光辉历
史开创强军伟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0周年主题展览”时说，人民军队砥砺奋
进的90年，凝结着坚定理想信念、优良革命
传统、 顽强战斗作风， 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我们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
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新的长征路上，
革命战争年代鲜血凝固的“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必将推动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的美好愿景早日实现！

（史料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一棵大树的成长， 离不开大地的滋
养； 一支军队的成长， 离不开人民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是人民军队；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

早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的同时，对当时中央“攻占大城
市”的行动方向提出批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
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
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

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共湖南党组织负责人，
在大革命时期唤醒和积聚了雄厚强劲的工农力
量，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播下了革命火种。

这些火种，一经点燃，刺破黑夜，迅疾燎原。
继以湘赣边酃县（现炎陵）、茶陵、永新、宁

冈等地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
中共湖南省委通过发动各地工农群众，展开一
系列武装斗争，相继开辟了湘鄂赣、湘鄂西、湘
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把武装斗争、
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工
农武装割据，呈现三湘大地赤旗漫卷的革命局
面。

为配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攻
打长沙，平江、浏阳等地的游击队、赤卫队约
20万人，在当地党组织的组织下，迅速集结，
浩浩荡荡，跟随红军主力向长沙进军。经过激

烈交战， 红三军团以8000人的兵力， 在游击
队、赤卫队的配合下，打败了有3万多兵力的优
势敌军，占领长沙，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建制省
的苏维埃政权———湖南省苏维埃政府。

为粉碎敌人的封锁， 解决红军的给养，在
茶陵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当地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开办了兵
工厂、缝纫厂、煤矿、樟脑厂、铁厂，大力生产红
军急需的各类物资，并建立了一条直达中央苏
区的运输路线， 组织运输队穿过敌人的封锁，
将各种稀缺物品运送到红军手中。

为开辟和保卫革命根据地，湘鄂西苏区实
行全民皆兵，地方脱产的游击队发展到1万人，
不脱产的群众武装数以十万计，其中少先队就
有10万人以上。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
红军的感人情景，在苏区处处可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湖南有40多万人
参加红军和工农地方武装。

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成为人民军队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力
量之源、胜利之本。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先后有105个县市区
被划定为革命老区，约占全省总数的86%。

这是湖南光辉革命历程的真实见证，是三
湘儿女用鲜血铸就的荣光。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湘人尚武。当这种“勇武耐劳苦”

的尚武精神， 汇入革命的历史洪流，
便激起狂飙巨浪，冲刷出一片崭新天
地。

1994年正式确定的36名中国当
代军事家中， 湘籍军事家有毛泽东、
彭德怀、贺龙等15位，占总数的41%
以上。

1955年至1965年， 中国人民解
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 十大元帅中，
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3名湘籍元
勋；十位大将中，有粟裕、黄克诚、陈
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等6名湘籍
将领；57名开国上将中， 有湘籍将领
19人；177名开国中将中， 有湘籍将
领45名。

中将以上湘籍开国将帅之多，居
全国各省区市之冠。

功勋背后， 是湖南人先天下之
忧、敢为人先的责任担当，是坚韧不
拔、不怕牺牲的英勇忠诚。

在大革命失败、意志薄弱者选择
背叛退缩的黑暗时期，他们没有被敌
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而是擦干身上
的血迹，掩埋好牺牲的同伴，高举革
命大旗，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信念
坚定地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

彭德怀，本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
团长，却在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与滕代远、黄公略等发动平
江起义后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5
军，成为当时与“朱毛红军”齐名的
“彭黄红军”；他率部在湘鄂赣边界建
立的革命根据地，成为湖南农民运动
的中心地区。 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
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
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他南征北

战，
功 勋
卓 著 。
“谁敢横刀
立马，唯我彭大
将军”，成为他戎马
一生的写照。

贺龙， 北伐名将，也
是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诱
惑拉拢的重要对象。 但他断然
割裂“锦绣前程”，接受中国共产党
赋予的重任， 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
起义军南下失败后， 他不屈不挠，又
回到家乡发动了桑植起义，先后创建
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
根据地，为工农武装割据打出了一片
天地。“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
着共产党走到底”， 是他革命一生的
坚定信念。

罗荣桓，秋收起义时只是起义部
队中的连队党代表。 然而从连党代
表、营党代表，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中
央军委副主席， 他历经战火考验，一
直为人民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殚精
竭虑，鞠躬尽瘁，被誉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政治工作的奠基人。“君今不幸
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是对他军
事政治双优的高度评价。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纵观
湖南军事人物群星璀璨，他们为中华
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作出了巨
大贡献，折射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战争、军事斗争、国防建设的
艰苦卓绝和灿烂光芒。

红色， 军旗的颜色， 革命的象征。
那是无数革命志士对理想信念矢志不渝

的赤诚， 那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演绎的悲
壮。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
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
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是谁，让
毛泽东悲痛至极，亲拟挽联？

他是黄公略，湖南湘乡人，红军名将、中国
当代军事家。曾参加广州起义，与彭德怀一起
发动平江起义，后成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红军
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三军领导人。一句“赣水那
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高度评价，使他
成为毛泽东诗词中赞颂的第一位红军将领。
1931年9月，他在率部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
受重伤牺牲，年仅33岁。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
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是谁，令朱德
悲恸撰诗，沉痛悼念？

他是左权，湖南醴陵人，八路军的高级将
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
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取得了
“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2年5
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他
在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

时，不幸牺牲，一腔热血倾洒在太行山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

命战争年代，正是有黄公略、左权、王尔琢、段
德昌等一大批我军湘籍优秀指挥员，以及数以
百万计知名或不知名的湘籍革命烈士， 抛头
颅，洒热血，才换来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据统计，革命战争时期，湖南仅英名在册
的烈士就有15万人。

36位中国当代军事家中，为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献身的先烈有11位，其中湘籍先烈有5位，
占牺牲者总数的46%。

虽然，他们来不及见证为之奋斗的理想成
为现实， 来不及品尝革命胜利的芬芳果实，但
他们的理想信念之光，必将辉耀千秋。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1951年，湖南革
命烈士公园暨烈士纪念塔奠基典礼在长沙杜
家山举行。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
区司令员黄克诚在典礼上深情地说：“近30年
来，湖南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
争中， 表现了伟大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在
刑场上和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非党
的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真是无法统计。”

如今，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碑名的湖南烈士
公园纪念碑依然高高耸立，成为湖南人民心中
不朽的丰碑。

血染风采 璀璨荣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湖南贡献

有一段历史， 风云激荡，
气壮山河； 有一种精神， 穿越时空，
光照千秋。

90年前的8月1日， 南昌城内的
枪声，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
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宣告
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
定立场。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
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
力量……”

从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第一枪，到“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的摧枯拉朽；从创建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
据， 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高高
飘扬；从土枪山炮、大刀梭镖的“泥
腿子”武装，到陆、海、空、火箭、战略
支援各军兵种构建的百万现代化雄
师……

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人
民军队跨越90年风雨，浴血奋战，赴
汤蹈火，从胜利走向胜利，实现了中
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保卫社会
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和建设社会主
义的重要力量。

90年军旗飘扬， 90年战歌
嘹亮； 90年前仆后继， 90年成就辉
煌。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独立、解
放与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在人民军队
的建立和成长中， 湖南这方红色热
土，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
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底蕴，在中国革
命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浏
阳里仁学校， 古朴典雅的建筑虽
历经风雨，仍保持完好。宽阔的操
坪，蕴积着红色的记忆，仿佛仍回
荡着当年毛泽东“用小石头打烂
蒋介石的大水缸”的铿锵话语，指
引着初生的人民军队走向以农村
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
之路。

炎陵水口镇叶家祠的一间小
阁楼里， 一面鲜红的党旗悬挂墙
上，赫然醒目。小小陋室，诞生了人
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使“支
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付诸实践，“党
指挥枪”， 成为人民军队永远不变
的军魂。

桂东沙田镇第一军规广场 ，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纪念碑在阳
光下高高耸立。碑体基座上镌刻的
大型浮雕，生动再现了第一军规在
这里颁布的历史场景。“一切行动
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东西；一切
缴获要归公……”由“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发展成为的“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 成为人民军队的治军法
宝，永恒不朽。

秋收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
平江起义，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
之火；湘赣边界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
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确立了工
农革命军“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
款子、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
任务；在浏阳永和成立的工农红军第
一个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成为当
时红军中力量最强的一支部队；文家
市转兵、株洲转兵、通道转兵，成为工
农武装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转折点，
均在关键时期挽救了人民军队……

湖南，被誉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建
军地，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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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烈士公园红军渡。1930年7月，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长沙，部分红军

战士由此渡河进入长沙。 （资料图
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 � �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
师旧址———浏阳市文家
市镇里仁学校。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位于浏阳市大
围山镇楚东村漾水湾的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通讯员 摄

� � � � “三大纪律六
项 注 意 ” 颁 布
地——桂东县沙田
镇第一军规广场。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郭兰胜
摄影报道

3月29日， 少先队
员在湖南烈士公园纪念
碑前敬队礼， 重温革命
历史， 缅怀革命先烈。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