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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磐之中，寻路井冈之麓

1927 年，因为“四一二”，成为一个血腥的
年份。 1927 年，也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
列起义，成为一个“暴动”的年份：8 月 1 日南昌
起义爆发，9 月 9 日秋收起义爆发，12 月 11 日
广州起义爆发。

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 无一例外遭到国民
党残酷镇压。 南昌起义失败，广州起义失败，只
有秋收起义在遭受最初挫折以后， 在毛泽东的
正确领导下，转战至罗霄山脉中段，与南昌起义
余部会合后，井冈山站稳脚跟，开始了农村包围
城市的伟大革命实践。

正是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茶陵，这个
因炎帝在此地云阳山发现茶叶而命名的边远的
山区县，开始以昂扬的姿态走进中国革命史。

这一切，都与革命领袖毛泽东息息相关。
1927 年的 11 月初， 井冈山上已经增添了

不少寒意。 正在井冈山茅坪疗养脚伤的毛泽
东，一如既往地翻阅战士收缴来的报纸———这
是他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收集“情报”的重
要手段。 这一天，当翻阅刚刚出版不久的《民国
日报》时，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蒋桂战争
爆发，湖南省主席何健决定从湘东湘中抽调主
力参战。

此时， 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已经一个
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井冈山进行了
详细调查，认为选择这里落脚是正确的。但狭义
的井冈山地区毕竟范围有限，物产不丰，要养活
大量部队十分困难。

蒋桂战争的爆发， 使毛泽东心里看到了难
得的展开部队、施展拳脚机遇：反动派开始狗咬
狗，对革命军的发展不就是一个好机会吗。善于
战略思维的他， 立即把目光投向井冈山西麓的
茶陵县。

此时的茶陵县， 号称湘赣边界地区第一大
县，人口较多，物产较丰。 此地同时也是井冈山
的西大门，打下茶陵，不仅可以巩固井冈山根据
地， 还能够得到宝贵的物质补充， 扩大政治影
响，增加回旋余地。

决心既下。 他马上找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
团长陈皓和党代表何挺颖。 两人明白毛泽东的
意图后，都表示赞同。 最后，毛泽东决定陈皓带
部队攻城。他自己由于脚伤未愈，只好遗憾地留
在了山上。

部队出发之时，毛泽东特别叮嘱部队领导，
打下茶陵县城之后，要尽快建立革命政权。深思
熟虑的他， 已经下定了在湘赣边界建立红色政
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决心。

11月 17日，革命军兵临茶陵城下。 城中果
然空虚， 驻扎城中的国民党湘东清乡司令罗定
和县长刘拔克自知不敌，连夜遁逃。

11 月 18 日上午 10 时，革命军轻取茶陵县
城。

封建衙门成了红色政权的“产床”

攻下茶陵县县城之后，团长陈皓很是得意。
他马上对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等人说：“毛委员指
示过要建立革命政权， 我们赶紧把政权建立起
来，就叫人民委员会吧。 ”

宛希先来自湖北黄梅县， 是一名坚定而睿
智的共产党人。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他是第一
个站出来响应毛泽东号召坚决表示革命到底的
人。 后来，尽管他早早牺牲，却为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创建与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

群众都没有发动就要建立政权？ 宛希先对
陈皓这种简单、无知、莽撞的行为表示不解，建
议先分散部队发动群众， 帮助农民打土豪和恢
复农民协会。陈皓不理宛希先的建议，在团参谋
长徐庶、副团长韩昌剑的“支持”下，坚持将有过
简单“从政”经历的第一营三连副连长谭梓生任
命为县长。

对于团长的任命，“谭县长”不喜反愁，不知
所措，只好请示“怎么搞”。自己心里都没底的陈
皓，闻言显得有些不耐烦：“哎呀，还不是按照老
一套搞。 ”

陈皓与“谭县长”一起搬进了县衙门。 在接
下来的几天里，陈皓沉溺于吃吃喝喝，根本无心
理事，而“谭县长”也是有职无权、心中无数，对
前来要求恢复工会组织的谭震林和要求惩办劣
绅的农会代表一概冷淡对待。

这一现状， 使责任感极强的宛希先非常担
忧，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战士连夜送往
茅坪。 毛泽东接信后， 感到陈皓的做法明显走
样，于是立即写了指示信，对陈皓等人的做法提
出严肃批评，指出要建立工农兵政府，表示湖南
省委前委委员宛希先可以代表前委做出决定。

宛希先将指示信交给陈皓。 陈皓见毛泽东
口气如此严厉，知道再也不好敷衍，只好召开连
以上干部会，传达指示信内容，并委托宛希先负
责组建新政府。11月 26日，在宛希先的指导下，
茶陵县委首先得以恢复，选举陈韶为县委书记。
当晚，茶陵县委就召开县总工会、农会与革命军
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建立工农兵政府的事宜。

最终，会议选举谭震林为工人代表，李炳荣

为农民代表，陈士榘为士兵代表，并决定从代表
中产生政府主席。在讨论主席人选时，三名代表
都相互谦让，宛希先见状说：“工农兵政府‘工’
字打头，谭震林同志，你是工人代表，你就担任
政府主席吧。”大家一致认同。随后，会议又确定
了民政、财经、青年、妇女部门的领导人选。

万事齐备。 11 月 28 日上午 10 点，茶陵各
地两万名民众聚集县城洣江书院操坪上， 参加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 在一阵热烈的鞭
炮声之后， 宛希先代表前委宣布茶陵县工农兵
政府成立，并请出工农兵三名代表与群众见面，
“谭县长”同时将县长大印交到政府主席谭震林
手中。

现场群众亲眼看见代表自己的三个代表坐
在台上，都非常高兴，自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大
街游行活动。 沿途群众见状，都纷纷鞭炮迎送。

当天下午，工农兵政府移驻位于城关镇前进
村三角坪的原县衙门。原茶陵县衙门系南宋至清
代的州(县)署衙门，始建于南宋中叶之末，占地面
积 1.8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 4975平方米，建有
头门、仪门、牌坊、大堂、二堂、三堂、廨舍、内宅、
后花园等，内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气势不
凡，等级森严，是一个典型的封建衙门。

然而，此时的茶陵已经今非昔比。坐在县衙
门的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封建官员， 而是工农
兵自己的代表。短短几天时间，一座典型的封建
衙门，就变成了新生红色政权的“产床”。在工农
兵群众的欢呼声中， 大门口旧衙门的匾牌被卸
下，换上了“工农兵政府，苏维埃精神”的大幅对
联。

工农兵政府的成立， 使偏远闭塞的茶陵县
一下子登上潮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不朽的“工农兵”，永远的“人民”

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 贫苦的茶陵群众喊
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相继在几个区也建
立了工农兵政府， 其中该县马江区工农兵政府
11 月 30 日就紧跟着成立， 成为全县成立最早
的基层工农兵政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茶陵人民期盼着
真正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时，形势却在骤然发
生了变化。 12月初，蒋桂战争结束。 湖南省主席
何健很快将目光转向湘东茶陵。茶陵县工农兵政

府成立的消息，使他如芒在背，必欲拔之而后快。
为拔掉这刺背之“芒”，何健抽调湘军一个

团， 加上上月逃出茶陵的清乡司令罗定的千余
人马， 于 12 月 24 日从醴陵向茶陵出发，26 日
进抵茶陵县城外围。双方接触后，革命军明显处
于弱势，形势危急。 更糟糕的是，此时的团长陈
皓思想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 过不惯革命队伍
的艰苦生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使他心里的
天平迅速向国民党倾斜。

12 月 27 日， 假意按照宛希先的正确意见
回师井冈山的陈皓， 却拆掉了东去井冈山的城
东浮桥，转而向南行进。 原来，5天前，他就致信
正在南边安仁县驻扎的他黄埔军校老师、 国民
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准备率队投靠。但令他万
万没有想到的是， 邮差送信时被在县城巡查的
宛希先截获。 宛希先展信一看，感到事态严重，
一刻不敢怠慢， 立即写信报告了远在井冈山的
毛泽东。 毛泽东接信后，马上带队赶往茶陵。

此时的陈皓，不知事已泄密，也不知毛泽东
接信后已经赶到茶陵城东。在这里，毛泽东派人
进城打探一团去向。得知陈皓果然要向南叛逃，

毛泽东大惊失色，立即率队转而向南追赶。
此刻， 置身军中的宛希先发现方向不

对，也立即提出质疑，却在茶陵城南的湖口
镇被陈皓强行捆绑起来。千钧一发之际，毛
泽东及时赶到了， 果断制止了陈皓的叛逃
行为。如果毛泽东晚来半小时，陈皓就可能
带着井冈山的主力投敌而去， 井冈山的斗
争史将会重写。

“湖口挽澜”，是一个井冈山斗争史上
的大事件。至此，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县城
的 40天历史也宣告结束。但茶陵县工农兵
政府并没有解散，之后一直继续坚持斗争，
直到 1937年停止工作。

茶陵建政，掀起了茶陵县的革命热潮。
从这时开始，茶陵人民就认定了共产党，成
千上万的茶陵儿女投身革命大潮， 前赴后
继，矢志不渝。 以茶陵子弟为骨干，中央苏
区后来组建起了红军主力第六军团。 抗战
时期，这支部队成为著名的三五九旅。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5万多茶陵儿女
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确认在册的革命烈
士就有 5301人。 1955年至 1964 年，被中
央军委授衔的茶陵将军达 25 人，茶陵县也
因此成为全国有名的“将军县”。
历史还在续写。 当年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

三名工农兵代表，除了农民代表李炳荣 1928年
英勇牺牲以外， 谭震林和陈士榘后来都一直跟
着毛泽东转战南北， 成长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
导人。 谭震林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仍然一直在
“人民政府”工作。 陈士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开国上将，担任过工程兵司令。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建立红色政权的实践，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学界认为，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不仅在中国共产
党的建政史具有无可置疑的首创地位， 而且第
一次实现了国际共运史上在农村建立政权的重
大突破，第一次实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
伟大真理， 第一次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
主的强烈愿望，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

茶陵建政，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继茶陵县工农
兵政府之后，井冈山地区的宁冈、遂川等县也相继
成立工农兵政府。由此开始，这一红色建政形式在
全国星火燎原，直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第一次明确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建政性质， 明确了红色政权的人民
属性，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毛泽东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主导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新中国所有的权力机构都被真诚地冠以“人民”的
名义：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人民银行……甚至钱币都以“人民币”命名。

斗转星移，宗旨不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同样反复告诫全党， 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
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创
造历史伟业。

红色建政，开篇茶陵。红色茶陵，彪炳史册。

红色茶陵，阔步走进新时代

茶陵人民不会忘记 1927 年这一发生在这
块红土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始终以此为傲。
2004年，茶陵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原址复建已
毁于战火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2005 年，该县
投资 2000 万元，对占地 1.8 万余平方米、建筑
面积 4975平方米的旧址进行全面修复。

重建后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恢复了建筑原
貌，增添了茶陵革命历史的展览内容。今天，人们
只要置身其中， 就仿佛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岁月。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复建之后，相继被列为全
国红色旅游 30条精品线路之一，成为湖南省廉
政文化教育基地、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成为井冈山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并
被录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二期名录》。

1949 年以后，被毛泽东赞为“茶陵牛”的茶
陵人民，更是发扬战争年代拼死向前的精神，投
入到了创造美好生活的建设大潮之中， 将一个
偏僻边远的边界县建设成了现在交通便捷、产
业兴旺的湘赣边区中心县。

今天的茶陵县，是全国商品粮、茶叶和生猪
生产基地，全国陶瓷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基地，全
国重点油茶县、省烟叶生产基地县。 2013 年至
2016 年， 全县 GDP 总量从 129.2 亿元增加到
173.7 亿元，年均增长 9.3%；财政收入从 10.52
亿元增加到 13.33亿元，年均增长 10.1%。

更为令人称道的是， 作为罗霄山脉片区扶
贫开发重点县的茶陵县， 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已
经迈出关键步伐。

2014 年， 全县建档立卡初始贫困人口
20430户 75417人，贫困村 80 个（2016 年合村
后减为 68 个）， 贫困发生率达 13.8%。 茶陵县
委、县政府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株洲全市统
一步调， 确定了 2017年全面脱贫的坚定目标。
到 2016 年，已累计减贫 44899 人，贫困发生率
下降至 5.5%。 2017年，全县将坚决确保实现县
“摘帽”、59 个贫困村出列、2.1 万贫困人口脱贫
的目标任务。

从明年开始， 茶陵将开启基本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继续走向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时代。该县
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全县 GDP 年均增长 8%
以上，财政收入达到 17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
到 900 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
万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 万元以上，城
市化率达到 58%。

云阳山翠，洣江水绿。
看着今天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茶陵大地，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禁不住充满深情地道一声：红色茶
陵，你没有辜负作为“红色建政”第一县的历史殊
荣。 光荣，永远属于这块永不褪色的红土地！

红色建政 开篇茶陵

周怀立 周 萍 刘 彦 陈凌云

“霹雳一声震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绅。 往日穷人矮三寸，如今是顶天
立地的人。 粗黑的手掌大印，共产旗帜照人心……”

1964 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开场不
久，一首描写秋收起义的《农友歌》便响彻大厅，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的高度赞扬。

坐在台下的毛泽东高兴地鼓着掌， 宽阔的脸庞上时而布满笑意，时
而又似乎陷入沉思。 此时的他，也许想到了千里之外的小城茶陵，想起了
几十年前在他的领导下“粗黑手掌大印”的那个历史性时刻。

那一刻是 1927 年 11 月 28 日，那一刻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

的大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 那一刻，距离 1949 年他在天安门
城楼上朗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不过短短的 22
年。

现在，党史界已经一致公认，中国共产党建立红色政权的历史始于茶
陵。 从茶陵到瑞金，到延安，到北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是通过一路建
立红色政权，最终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如今 90 年过去，穿越茫茫时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鞭炮声仍然
清晰可闻。 走过漫漫岁月，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大门口群众欢快的脚步声仍
然蹬蹬作响……

（本版图片由茶陵县委宣传部提供）

县委书记彭新军（前中）到贫困村督查脱贫攻坚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长江小忠（中）现场了解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进度。

� 毛泽东缔造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热闹非常的成立大会现场（油画）

———写在毛泽东缔造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 90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