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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王赤军、方国安、方国南、叶楚屏、
李元、李桂林、李光辉、何辉、何能彬
何维忠、杨尚高、秦化龙、余光文
唐明、谢忠良、李基、李彬山、黄连秋
裴周玉、徐德操、吴自立、谢福林
罗湘涛、方正、黄胜明、张闯初
张平凯、张书祥、钟伟、郑贵卿
�林胜国、吕展、张正光、余非、喻缦云

茶陵：邓东哲、李改、李俭珠、龙书金

刘月生、颜金生、谭文邦、陈浩
陈外欧、陈志彬、周则盛、谭天哲
谭善和、袁福生、颜吉连、李振声
陈志彬、段苏权、段焕竞、曾敬凡

浏阳：刘子奇、江文、汤池、李贞、李信
苏鳌 、苏鲁、黎东汉、何志远
黄曹龙、戴文彬、李辉高、杨世明
罗若遐、邱蔚、熊晃、张和、曾涤、黄霖

长沙：刘西尧、杜屏、吴彪

耒阳：郑效峰、资凤、熊梦飞
湘潭县：刘鹏、罗华生、熊飞
攸县：刘克、肖友明、贺东生
华容：朱绍清、张树芝
桃源：王其梅、方之中
衡阳：王云霖、王永浚
石门：郑国、李元明
湘阴：周九银、梁金华
岳阳：蔡爱卿

醴陵：刘文学
隆回：白天
湘乡：匡斌
桑植：朱绍田
耒阳：刘显宜
新晃：曹玉清
张家界：范子瑜
麻阳：黄忠诚
娄底：姜齐贤

炎陵县：廖海光
新邵：罗云
宁乡：潘世征
常德：潘振武
益阳县：唐铎
邵阳：唐健如
株洲县：唐子安
邵东：魏镇
祁阳：肖远久

攸县：颜德明
武冈：袁也烈
溆浦：曾育生
汨罗：吴咏湘
永顺：彭飞
澧县：夏伯勋
慈利：袁意奋

（史料提供：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理：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苏莉 贺威 供图：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萧克(1908-2008)湖南嘉禾县人。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
邓华(1910-1980)湖南郴县人。
彭绍辉(1906-1978)湖南湘潭县人。
李涛（1905-1970）湖南汝城人。
傅秋涛（1907-1981）湖南平江县人。
甘泗淇（1903-1964）湖南宁乡人。
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
苏振华(1912-1979)湖南平江县人。
宋时轮(1907-1991)湖南醴陵人。

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
杨得志(1910-1994)湖南醴陵人。
陈明仁（1903-1974）湖南醴陵人。
陶峙岳(1892 年 -1988 年)湖南宁乡人。
李志民(1906-1987)湖南浏阳人。
杨勇(1912-1983)湖南浏阳人。
李聚奎（1904-1995）湖南安化人。
唐亮（1910-1986）湖南浏阳人。
钟期光（1909-1991）湖南平江人。

� � � �湖南籍开国上将 � � � �湖南籍开国中将

平江：方正平、甘渭汉、刘先胜
刘志坚、邱创成、张震
张令彬、赖毅、方强、吴信泉
钟赤兵、欧阳文

浏阳：孔石泉、汤平、张藩
饶子健、张翼翔

茶陵：刘转连、刘培善、刘道生、
周仁杰、谭家述

长沙：唐延杰、何德全

湘乡：丁秋生
耒阳：王紫峰、谭冠三
岳阳：文年生
溆浦：向仲华
祁阳：刘金轩、周玉成
湘潭：杨梅生
邵东：李寿轩
宜章：肖新槐、欧阳毅
炎陵：张经武

新化：陈正湘
安仁：唐天际
资兴：曹里怀
常宁：彭明治
桑植：廖汉生
望城：谭希林
邵阳：姚喆
醴陵：晏福生、郭鹏

� � � �湖南籍开国少将

除了上面列举的湘籍开国将帅群
体之外，数以千百计，不胜枚举的湘籍
开国军事人物群体更是不可忽略、不
可遗忘的一个大阵营。 他们虽然大多
数没有正式授予军衔， 但仍然无愧于
无衔将帅的荣誉。 他们中有许多战死
沙场， 但是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永远镌

刻着他们的英名和业绩。
1927 年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确

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总方针，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
装力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李维汉任
八七会议执行主席， 湘籍领导人李维
汉、邓中夏、任弼时、罗亦农、蔡和森、
毛泽东、彭公达参加。毛泽东在会上第
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率先打起中国
共产党的红旗，迅速领导了秋收起义，
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
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担任军长、
军政委的湘籍将领在百人以上， 任军
级以上职务者则以数百计， 遍及红军
各军、各方面军。如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毛泽东，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政委滕
代远，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周以栗、
袁国平、刘晓，参谋长周昆、左权；红二
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总政委任弼时、副
总指挥萧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红四
方面军副总指挥蔡申熙、 参谋长曾中
生、政治部主任刘士奇、李卓然。

中国工农红军编制上的 35 个军
中，从红一军到红三十五军，湘籍红军
军长约 30 余位， 他们是： 彭德怀、贺
龙、左权、黄公略、萧劲光、周子昆、周
昆、段德昌、龚楚、萧克、李灿、何长工、
李天柱、邓毅刚、王如痴、刘畴西、伍中
豪、邓益、游端轩、贺声洋、何昆、蔡申
熙、胡一鸣、孔荷宠、张涛、胡少海、刘
铁超、寻淮洲、谭希林、刘士奇、宋时

轮、宋任穷、谢嵩……
据统计，20 世纪 30 年代中央军

委曾两次授发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奖
章，这是最高的荣誉，两次获得授勋的
只有 90 余位红军指挥员。其中湘籍红
军指挥员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彭德
怀， 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萧克、 何长
工、袁国平、毛泽覃、李聚奎、滕代远、
彭绍辉、曾希圣、朱良才、陈光、寻淮
洲、刘畴西、王如痴、罗荣桓、张纯清、
易荡平、何德全、李赐凡、张平凯、王耀
南、周子昆、周昆、旷朱权，授予三等红
星奖章的王震、杨得志、杨勇、苏振华、
陈正湘、钟赤兵、姚喆、郭鹏、萧新槐、
罗云、谢嵩、毛振华、王松青、钟福元、
邱创成、蔡会文、胡浚等，计 41 位湘籍
军事人物， 占红星奖章获得者总数的
44%以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22 年革命
战争中， 无数湘籍开国军事人物冲锋
陷阵、抛头洒血、建功立业。如为工农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而壮烈牺牲的寻淮
洲、刘畴西、王如痴等烈士，就组成了
异常悲壮的英烈群体。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
天！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鲜血凝成
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 湖南有
40 万人参加红军和工农地方武装，英
名在册的烈士有 15 万人。“国际悲歌
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万里长空
且为忠魂舞”，“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的英雄诗词， 书写和歌颂了湘
籍开国将帅群体的胆略和精神。

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者，军
事家，共和国元帅。1922 年考入湖南陆
军军官讲武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后
升为团长。1928 年 4 月参加共产党，组
织平江起义，率部上了井冈山。担任红
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参加了历
次反“围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
总指挥。 解放战争中任第一野战军司
令员兼政委。 解放后任中央军委副主
席，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
军司令员兼政委。

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中
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军事家，共和国
元帅。1916 年起义参加护国战争。在北
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
长。南昌起义总指挥。1927 年 9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湘鄂边区根据地的创始
人。抗战时期，先后任八路军 120 师师
长， 晋西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
期，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司令，西
北军区司令等职。全国解放后，任西南
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昌都，促进
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东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
家，共和国元帅。1927 年参加秋收起义
和井冈山斗争， 人民军队最早的连党
代表。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
军 115 师政训处主任，115 师代师长兼
政委，第四野战军政委，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 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
民检察署检察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
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湘籍开国将帅群体，指 1955 年至
196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
期间被授予将帅军衔的湘籍开国人
物。全军共授 1614 位开国将帅，包括
10 名元帅、10 名大将、57 名上将、177
名中将和 1360 名少将。其中湘籍开国
将帅 202 位， 占总数的 12.5%。10 大
元帅有 3 位，10 名大将有 6 位，57 名
上将有 19 位，177 名中将有 45 位，居
全国各省市之冠。

根据中央和军委有关档案资料，
湘籍开国人物毛泽东曾列授大元帅军
衔，刘少奇、任弼时有资格授予元帅军
衔；谭震林、滕代远等有资格授予大将
军衔。张际春、江华、耿飚等有资格授
予上将军衔。

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
导人，许多人高风亮节，以身作则，提
出降衔。 主持评定军衔工作的罗荣桓
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
不要提名自己为元帅。 但是毛泽东坚
持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

典范， 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
的老同志， 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
短长， 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
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
目共睹的。”

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大将”的粟裕
是湖南会同人。毛泽东曾提议：“论功、
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
在解放战争中， 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
呀？”粟裕却道：“评我大将，就是够高
的了。”向中央坚辞授予元帅衔。

最年轻的大将是装甲兵司令员许
光达，47 岁。他曾向军委毛主席递交了
“降衔申请”，请求“授我上将衔。另授
功勋卓著者以大将”。毛泽东高度评价
说：“这是一面镜子， 共产党人自身革
命的镜子！”

贺龙元帅、 许光达大将都是湘鄂
西红军的代表。 许光达问贺龙：“如果
柳直荀、 周逸群还在， 应该授什么军
衔？”贺龙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
不能忘却共患难的战友。” 许光达又

问：“贺锦斋、 段德昌要是不死呢？”贺
龙答：“可能是大将。”

11 位独臂独脚将军中， 有湘籍上
将彭绍辉、 中将晏福生、 钟赤兵等 4
位。

全国 10 个著名的将军县，湖南省
有平江、浏阳。

在开国将帅授衔仪式上， 周恩来
总理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将
军、唯一的开国女少将李贞，百感交集
地说，我军军史上，女同志拥有特别光
辉的篇章。

上将甘泗淇、 少将李贞是开国将
帅中唯一的将军夫妻。

在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中，位于
将帅桂冠之巅的元帅、大将、上将群
体，湘籍开国将帅均出类拔萃、名列
前茅。 这既反映了湖南人民革命斗
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重要地
位， 也显示了湘籍开国人物心怀天
下、敢为世先、牺牲奋斗、改造创新
的精神特质。

戎马征战 功勋盖世

群星璀璨 建功立业

� � � �湖南籍开国元帅 � � � �湖南籍开国大将

粟裕 （1907-1984）湖
南会同人，中国无产阶级革
命家、军事家 ，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主要领导人。1927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
起义，后进入井冈山 ，参加
历次反“会剿 ”和全部五次
反“围剿”战争。

黄克诚 (1902-1986)湖
南永兴人，久经考验的忠诚
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
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1928
年参加湘南起义和井冈山
斗争。

陈赓（1903—1961）湖
南湘乡人。中国无产阶级革
命家 、军事家 ，中国人民解
放军大将，国家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优秀领导者。新中
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
基者之一。

谭政（1906—1988）湖
南湘乡人。党和军队的优秀
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 、军事家 ，人民军队政
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曾任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萧 劲 光（1903—1989）
湖南长沙人，久经考验的忠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家和
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
中国人民军队卓越的军事
指挥员，人民海军的主要创
建者。

许 光 达 (1908—1969
年)� 湖南长沙县人， 无产阶
级革命家 、军事家 。建国后
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
部长等职， 为军队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著贡
献。

编者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的历史上，历经艰苦卓
绝的革命战争，可以说是战将
云集、将星闪耀，涌现了数以
千计的著名将帅。

自古无湘不成军，中央军
委正式确定的 36 名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家中 ，41%以上是
湘籍军事家。毛泽东、彭德怀、
贺龙、罗荣桓、粟裕、黄克诚、
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
段德昌、 曾中生、 蔡申熙、左
权、黄公略等彪炳史册享有殊
荣的 15 位湘籍军事家，英名与
功勋永载史册，辉耀建军史。

湘籍开国将帅，是一个雄
奇壮观的中共军事人物群体。
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军事史上，
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在现
代化国防建设中，具有重要的
历史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
湘籍开国领袖的带领和影响
下，在建党、建军、建国、建设
的历史进程中，湘籍开国将帅
上马治军，下马治国 ，为国为
民，鞠躬尽瘁，形成了中国人
民革命史和中共人物史上波
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构成了一
种独具特色的群体风格。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之际，我们特收集并展
示湘籍开国将帅的相关事迹
资料，以励后人。

制图 / 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