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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嘀哒， 嘀嘀哒， 嘀嘀哒

嘀嘀……”

这是红军冲锋的号子， 如今

从老红军邹盛栋口里“吹” 响，

仍是那么激扬铿锵， 催人奋进，

仿佛把我们带进了那硝烟弥漫的

岁月。

今年 96 岁的邹盛栋是湖南

人亲切称为“老表” 的江西上饶

人。 1931 年初春， 15 岁的邹盛

栋就跟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团上

了井冈山， 当了红三军警卫营的

一名司号员。 5月 14日， 记者一

行来到红军长征“通道转兵” 临

口镇五一村侗寨子， 采访了这位

96岁的老人。 问到他“为什么要

当红军？” 邹老没有豪言壮语，

回答很朴实： “家里穷得丁当

响， 没米下锅。 跟着红军闹革

命， 打土豪分田地， 至少有一碗

饭吃。”

这时， 邹老点了一支烟， 接

着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1934年 4月， 我们中央纵队从江

西会昌过广东、 广西， 一直马不

停蹄， 走了 8 个多月才到通道。

一路上， 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

飞机在头顶上侦察盘旋， 行军异

乎寻常的艰难。 为了不让敌人发

现行踪， 我们只能在天快黑时起

程， 走到晚上 11 点钟， 才在就

近的农户屋檐下、 破庙和山洞等

歇息。 有点像逃荒的叫花子， 头

发长又乱， 衣服破烂不堪， 一天

只能吃一餐饭。 尽管如此， 只要

我的号子一吹响， 红军战士会一

跃而起， 斗志昂扬。”

邹老说： “我父亲 1929年就

参加了革命， 一直是‘带队伍

的’， 父亲在 1935 年就牺牲了，

家也被国民党给抄了， 我还是上

个世纪 70 年代才听说的。 我命

大， 活到今天。 1934年， 国民党

开飞机从广西追杀过来， 追到黎

子界， 丢下好几颗大炸弹。 我为

报警， 站在山岗上猛吹紧急隐蔽

的号子， 飞机上扔下的炸弹离我

不远爆炸， 躲闪不及， 背部左边

中了弹， 左眼珠也被弹片击中。

血流满面， 我睁不开眼睛， 背部

伤口的血把衣服全染红了。 国民

党把我们往死里打， 狂轰滥炸，

战士们四散离去， 没有人收容伤

员， 梨子界到临口有几十里山

路， 我挣扎着跑到临口镇后， 还

是没有追上大部队， 人也走不动

了， 痛得我昏死过去。” 说到这

里， 老人掀开衣服， 展示了他背

部残留的伤疤。 这道刻在身上的

印记， 既是历史留给老人的记

忆， 也是老人亲历历史的明证。

“后来， 我才晓得， 是侗寨

一位李大娘收留了我。 大娘就请

来民间草药医生， 给我眼睛和背

上伤口敷药、 换药， 她就天天帮

我煎药吃， 煮鸡蛋补身子。 我的

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 当我再去

找红军时， 红军已走到四川了，

就这样， 我留在通道临口镇五一

村侗寨。 李大娘有 3 个女， 没有

崽， 把我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

待。 她在临口镇开有一家舂米作

坊和伙铺（小旅馆）， 我就一直帮

着李大娘舂米和打理伙铺的生

意。 寨子里的人， 叫我‘独眼红

军， 一目了然’。” 他赵本山式地

幽默一下， 裂开嘴巴， 笑了笑。

记者发现老人嘴角带着一丝

羞涩。 邹老说： “其实， 李大娘

看中了我老实可靠， 想把一个女

儿给我做媳妇。 可 3 个女儿见我

是‘独眼龙’ 破了相， 都不答

应。 我 21 岁时， 一个模样好、

心眼又善良的侗寨姑娘看上我。

她叫杨瑞花， 真是像山里桃花一

样。 不久， 我这个江西老表就和

她拜堂成亲了。”

婚后， 夫妻相敬如宾， 养育

了 7个子女， 都成家立业了。 邹

盛栋自从留在临口镇后， 就一直

没有回过老家， 直到 80 多岁时，

在子女的陪同下， 他才回去了一

趟， 家里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

他老泪纵横地说： “是侗乡人救

了我这个江西老表的命， 也给了

我一切， 这里人都是我的亲人！”

通道侗乡的“恭城书院”，

因为中央红军在此“通道转兵”，

伟人毛泽东在此“扭转乾坤” 而

闻名遐迩。 被称为“战神” 的刘

伯承元帅在 《回顾长征》 中这样

描述： “……当时， 如果不是毛

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 所剩 3

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这

一精辟的论述破译了一段中国革

命走向成功的密码。

5 月 14 日， 《通道转兵》

编著、 通道县常务副县长杨少波

接受了记者采访。 谈到“通道转

兵”， 他说： “1934 年 10 月，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失

败。 红军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

征程……1934 年 11 月， 红军相

继突破了敌人一、 二、 三道封锁

线， 来到广西桂北湘江河畔。 在

这里与国民党的中央军、 湘军和

桂军展开了一场惊天地、 泣鬼神

的生死大决战。 血战湘江， 让民

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三年不饮

湘江水， 十年不食湘江鱼。 湘江

天险突破了， 但红军却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 由出发前的 8万 6千余人

锐减到 3万余人。 殿后掩护的五军

团 34师留在了湘江东岸， 师长陈

树湘和他的全体将士全部壮烈牺

牲。 在凛冽的寒风中， 因失败而悲

观的红军翻越长征中的第一座大

山———老山界， 来到了湘、 桂、

黔三省交界之地———通道县。”

当时， 红军战士大多伤病缠

身、 缺衣少粮、 弹药不足……最

让人担忧的是， 蒋介石调集了近

30 万装备精良的大军， 在红军

北上的前方布置了一个大口袋，

重新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正虎视

眈眈地等待着 3 万疲惫远征红军

的到来。 何去何从？ 红军在这里

经历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

据恭城书院讲解员介绍， 身

处逆境的毛泽东审时度势洞察了

一切， 在张闻天、 王稼祥的支持

下， 争取在通道老县城召开会议。

古色古香的恭城书院， 迎来了毛泽

东、 周恩来、 朱德、 博古、 李德 、

张闻天、 王稼祥这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在这里进行了一场真理与谬论

的博弈； 智慧与迂腐的较量。 博

古、 李德坚持北上湘西， 毛泽东不

再沉默， 他拍案而起， 浓浓的湖南

乡音在书院里回荡： “蒋

介石在前方布置口袋， 请

君入瓮， 我军为何不避实击虚， 到

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去， 大路朝

天， 各走一边嘛！” 张闻天、 王稼

祥首先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周恩

来、 朱德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会

议决定： 通道转兵， 西进贵州。 记

者在书院展览厅看到一份发黄的

“万万火急” 的转兵电报复印件，

时间定格为“1934年 12月 12日

19点 30分。” 它所辉映的实事求

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光辉，

正让这个偏僻的湘西小城散发厚重

而迷人的风采。

这一历史性的“漂亮转身”

西进， “转” 出了中国革命波澜

壮阔的新天地。 从此， 红军长征

似乎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 处处

有“通道”： 西进贵州、 突破乌

江、 智取遵义、 四渡赤水……战

无不胜， 攻无不克。 从此， 从恭

城书院走出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

们， 共同铸就了遵义会议的辉煌，

点燃了延安窑洞的灯光， 发出了

西柏坡大进军的号令， 终于有了

天安门城楼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在长沙生活几年， 蔡锷中

路也不知走了多少趟， 直到 5

月 10 日， 沿着红色追寻的路

线， 我们才发现在这繁华市区

深处有条徐祠巷， 一座灰色高

墙房呈现面前。 这就是当年八

路军驻湘办事处旧址。

长沙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周

英向我们介绍说， 1937 年 7

月 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

国共产党通电全国， 呼吁在各

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 支

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已经

年过花甲、 被湖南教育界称为

“教育王” 的徐特立特向中共中

央申请出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

表。 年底， 徐特立和王凌波在东

长街徐家祠堂建立八路军驻湘通

讯处， 公开挂牌办公。

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

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国民党统

治区长沙， 一时城内轰动， 前来拜访探望者

数以百计， 不少还是亲朋故旧。 徐特立热情

地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为节省办

公经费， 只招待茶水从不请人吃饭。 会见法

国记者时也只请过一顿便饭， 花了 5 块钱招

待费。 徐特立始终身穿八路军的粗布军装，

撑一把雨伞， 徒步在城中奔走， 不认识的人

以为他是军中的老伙夫。 国民党湖南省主席

张治中约见时， 徐特立走到省政府门口， 门

卫拦住说:“今天张主席会见八路军代表， 别

人免进。” 徐特立解释说自己便是八路军代

表， 门卫不信， 要把他轰走。 张治中久等不

至， 得知个中原委后， 对比国共两党不同的

干部作风， 对共产党更为钦佩。

徐特立为了宣传党的主张， 他经常出席

在银宫电影院的星期名人演讲， 以及青年

会、 文抗会、 职抗会等团体召集的座谈会，

不失时机地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

方针。 他就在银宫电影院宣讲党的洛川会议

精神和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听众达数千

人， 把影院挤得水泄不通。 在做宣传的同

时， 徐特立和王凌波也不忘为前线筹集和转

运物资。

“当时， 人们都很苦， 但捐钱捐物的却

很多。 其中让人记忆尤为深刻的是一个小女

佣， 那天， 她带着她的小主人来捐赠， 小主

人捐了一大笔钱之后， 她从自己两只脚上的

袜子里摸出两个一角硬币， 不卑不亢地投进

了捐赠箱。” 1937-1938 年， 八路军驻湘办

事处共招收学员 680人， 培训人员 2220 人，

营救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65 人， 接待国内

人士 20000 余人， 国外人士 20 人， 接收转

运物资 50000余件， 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

贡献。

通道转兵扭乾坤

红军“老表”侗寨情

本报记者 汤江峰

本报记者 汤江峰

图为 1938 年春叶挺 （右） 与徐特立在八路

军办事处商谈抗日工作。

图为“通道转兵” 会议旧址恭城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