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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南，山东肥城人，中国人民解放
军高级将领。1935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
12期，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历任排长、
连长、营长等职。他赞同中国共产党抗
日救国的主张，1939年毅然脱离国民党
部队回到家乡肥城，组织抗日武装，时称
二区游击大队，任大队长。1939年 7月，
该部被中国共产党收编为县独立营后，
王正南任营长。1940年，王正南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县独立营补充到八路军
第 115师第 343旅，他任旅政训股股长。
1942 年，他任冀鲁豫军区 8分区教导大

队队长。随后，他参加了 1943年“9·17”
和“10·12”反扫荡。1944年，他任 8分区
7团参谋长。1945 年，他任 8分区参谋
长，参加解放东平、巨野等战斗。攻打阳
谷时，他一人持枪，两个战士往枪膛压子
弹，封锁敌人 6处射击孔，使部队顺利攻
克敌阵地。

在王正南的倡导和带领下，叔父
王维涛，兄弟王正梅、王正兰、王正
珠、王正菊，堂弟王正福、王正堂，
表弟高立为、赵传银等十余人相继参
加八路军。1944 年春，王维涛、王正
南叔侄兄弟等相继来到当时的革命根
据地范县休整，一家人为抗战常年奔
波，难得相聚得这么齐全，于是就在
驻地门口大枣树的树上和树前拍摄了
这张珍贵的合影。

家族抗战的珍贵影像
■吴 娟

红二、红六军团胜利完成策应中央
红军长征任务后，作为最后一支出发的
红军队伍，于 1935年 11月 19日，从湖南
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共计一万七
千余人。经过历时一年的长征，转战湘、
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在与红一
方面军会师时，全军尚有一万一千多人。

1936年 11月的一天，在陕北保安的
一间窑洞里，毛泽东高兴地迎接前来与
他会面的贺龙和任弼时，一见面就纵论
红军长征。当谈到红二、红六军团长征
情形时，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二、六军团
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
被你们转晕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
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是付出了大
代价的。二、六军团讨了个巧，就没有吃
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
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
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一旁的周恩来副
主席接过毛主席的话说：“你贺胡子真
行，三次巧妙摆脱敌人，堪称‘神来之笔’
呀！”

欲入贵州，先进湘中

1935 年 9月初，蒋介石调集了嫡系
部队和湘鄂两省地方军一百三十多个
团，“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企图把长
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面对十分严峻的斗争形势，11月 4
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中革军委分
会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讨论
行动方针。会上，贺龙提出了他几天来
反复考虑过的意见：
“我的意见，先到湘中去。那里地区

辽阔，物产丰富。到了那里，一则可以补
充物资，筹集款项，宣传抗日；二则可以
威胁长沙。我们到了湘中，敌人怕我们
进攻长沙，就会调兵追到湘中，我们再抛
开敌人，转入贵州，在敌人部署被打乱后
的无计划行动中，取得主动权。”

11月 19日，贺龙、任弼时下达了突围
的命令。当晚，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从刘
家坪和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第二天，红二、红六军团突破敌人的
灌水防线。第四天，突破沉水封锁线。
至 11月 28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占领
了辰溪、浦市、淑浦，新化、兰田和湘中著
名的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部不少地区。

蒋介石看到围歼红军于龙山、永顺、
桑植之间的计划破产了，长沙告急，便立
即改变部署：以樊嵩甫纵队的四个师和
李觉纵队的三个师为主，共计七个师组
成“追剿军”，由何键当总司令。此外，陶
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开抵
沉水沿岸，负责堵截。汤恩伯纵队两个
师则防守长沙。蒋介石妄想把红二、红
六军团消灭在流水和资水之间。

根据这一情况，贺龙召开紧急军事会
议。他在会上说：“湘中八天，我们得到的
休整，装备、物资都比过去充实了。敌人
追来想吃掉我们，可没有那么容易。我
看，除了再把樊嵩甫和李觉拖一阵子外，
索性把何键这十几万人也吸引过来，让他
跟在我们屁股后边追，追得他人困马乏，
筋疲力尽。有机会，还可以敲掉他一部
分，没得机会，掉头向北，去石阡。总而言
之，不能让敌人搞清我们西去的意图。”

任弼时一听，站起来说：“好，就按
老贺的计划，我们来个声东击西，把他们

拖个半死！”一旁的关向应也觉得贺老总
这个计划好，高兴地说：“你这一步棋蛮
鬼嘛！”

12月 11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淑浦
一带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方
向疾进。何键果然以为红军要过资江，
命令他的部队穷追不舍。桂系军队怕红
军进入广西，也开始北调。

在瓦屋塘与陶广纵队打了一仗以
后，贺龙、任弼时突然下令：南取武阳，经
过陶广纵队，渡巫水北进。这时，红军已
把数路追兵远远甩在了后面。1936年 l
月 9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红六军团
按预定计划到达贵州石阡地区。

石阡地区地瘠民贫，严重缺粮，地形
也不利于打运动战。1936 年 2 月 2日，
贺龙挥兵黔西。他指挥两军团巧渡鸭池
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城及其
周围地区。在这里展开了建立根据地的

工作。贺龙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
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在这一地区建
立了九十五个乡、镇、村苏维埃政权，并
吸收了五千多新兵。长征四个月来，红
二、红六军团一路行军打仗，与敌周旋，
在这里，才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

贺龙的第一次“神来之笔”，“神”就
神在声东击西上。他们是要西去贵州，
却东向湘中，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
剿”计划，陷入被动，还弄不清贺龙到底
想兵进何处。

到乌蒙山去打转转

1936年 2月下旬，为粉碎敌人在毕
节地区歼灭红军的阴谋，面对敌军10余
个师的尾追与侧击，红二、红六军团深
入乌蒙山区。乌蒙山南北走向，纵穿云
贵两省，海拔2300多米，是金沙江和南
北盘江的分水岭。山高谷深，四处可见
悬崖绝壁。山中人烟稀少，气候非常恶
劣，终日被细雨和浓雾所笼罩，且多瘴
疫。冬春之际，山岭多为冰雪覆盖。红
二、红六军团一万多人，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中，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战
斗意志进行辗转千里的回旋作战。

顾祝同见红军进入乌蒙山，立即
调动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
从东面追击红二、红六军团；李觉、郭
汝栋两个纵队阻止红军从乌蒙山南
出；云南军阀龙云既怕红军西入云南，
又怕蒋介石“假道灭之”，为保云南，他
将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地区逼迫红
军北走四川。

3月 10日，红二军团红四师于拂晓
袭击广德关，将睡梦中的数百名民团武

装人员击溃，一举攻克天险广德关。11
日，贺龙率红军主力由牛场出发，经诸宗
翻过险峻的南天门，进入离镇雄县城三
四十里的以萨沟一带，大有进占镇雄县
城之势。为了将敌主力引向镇雄一带，
敞开南面的大门，红二、红六军团于 3月
6日、7日分头由贵州进入云南省彝良县
的寸田坝和奎香，敌人误认为红军主力
不由昭通、威宁间西进，并命各部向镇
雄、彝良、盐津前进，相互配合，“追剿”红
军。为了进一步将敌调到镇雄一带，红
二、红六军团于 3月 8日在奎香以南的以
则河、法冲之线以北山地伏击国民党中
央军，歼敌步兵连和侦察连后，突然改变
了前进方向，掉头向东，直奔镇雄县城，
于 3月 9日经林口进入镇雄境内的花山，
并于当晚借夜色掩护，穿过怪石林立、阴
森恐怖的石笋沟，潜伏于广德关下。

红军进至以萨沟时，敌认为合围之

势已成，即令滇军孙渡纵队速向牛街前
进，企图协同国民党主力将红军消灭于
镇雄、牛街中间地区。敌人被调到镇雄
一带，南下的大门敞开了，但红军被十
倍于己之敌包围于镇雄、赫章间数十里
狭长地带。在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
贺龙指挥若定，带领部队突破了敌人的
包围圈。3月 12 日，红二、红六军团突
然向南行动，并以镇雄巴溜村三合头为
指挥部，指挥红四、红六两师南下，于当
日在得章坝伏击敌军，毙伤敌人近千
人，俘敌 200 多人，缴获重机枪 8挺、弹
药 300余挑。

此时，参加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队
主力已被调到镇雄、毕节一带，南面成
为敌人的防守薄弱环节。机不可失，时
不再来。这一个月转来转去，敌人以为
红军垮得差不多了，也增加了他们的骄
气。贺龙说：“现在是时候了，我认为
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隐蔽地从敌
人的接合部钻出去，兼程进入云南，捅
捅龙云这个马蜂窝”。根据贺龙的命
令，红二、红六军团果断地从国民党郭
汝栋、樊嵩甫两个纵队之间突围出来，
第 3次进入奎香地区，接着疾速掉头南
下，19 日，在昭通、威宁间突破滇军
孙渡纵队防线，直趋滇东，而后继续南
进，分别于 28日、29日进占黔西南盘
县、亦资孔地区。

在贺龙出神入化的指挥下，部队在乌
蒙山中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
又向西北，拖着敌人辗转千里，耗时近一
个月，硬是将十几万紧追不舍的敌人远远
甩开，化险为夷，成功跳出了包围圈，搞得
顾祝同蒙头转向，拖得万、樊、郝3个纵队
疲惫不堪。

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

1936年 3月，红二、红六军团经过乌
蒙山的回旋战后，在盘县、亦资孔地区进
行了休整。这一带的政治、经济以及自
然条件有利于红军开展活动。正当红
二、红六军团在此如火如荼地打土豪、分
田地、开创新的根据地的时候，朱德、张
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两次来电报，要
求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
面军会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红一、
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及中央
的情况，贺龙、任弼时等一点也不知道，
包括对红军总部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络
的密电码控制在张国焘手中也不知情。

这时，蒋介石不甘心乌蒙山回旋战
的失败，组织了一个滇黔“剿匪”军总司
令部，由龙云当总司令，并命令滇军迅速
组织追击堵截，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
个嫡系纵队也向滇东追击。顾祝同飞往
昆明，代表蒋介石督战。

怎样才能渡过金沙江呢？对此，贺龙
提出，在蒋介石的三个纵队追到之前，佯
攻昆明，以甩掉滇军主力，此乃上策。贺
龙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押在普渡
河，他那个云南省会变成了空城。他唱空
城计，我们又不是司马懿，没那么胆小，我
们就打昆明。龙云，还有那个顾祝同准会
吓得魂灵出窍。然后，我们一掉头，甩掉
敌人，到石鼓、丽江过金沙江。”

第二天，红二、红六军团掉头南下，
穿过孙渡、张冲两部之间的间隙，向昆明
扑去。当天，先头部队红二军团红六师
十八团突然出现在昆明以北地区，并派
小部队前出距昆明十五公里之处。第三
天，两军团全部进入距昆明二十公里的
富民城，摆出一副即将攻打昆明的架势。

这可真吓坏了顾祝同与龙云。昆明
全市紧急戒严。龙云一方面把军官学校
的学生拉出来守城，一面发出十万火急
的电报，催孙渡、张冲回援昆明。

滇军火急火燎朝昆明赶来。贺龙却
指挥红二、红六军团突然转向滇西，完全
甩掉了滇军，使敌人陷入了被动应付的
局面。直到这时，敌人才发觉上了贺龙
的大当，再拼命也赶不上了，急得顾祝同
操着一口涟水话直骂娘。

4月 25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石鼓，
两军团全部人马也陆续到达。石鼓，是
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
地区的重要门户。金沙江由北向南湍湍
而下。红二、红六军团前卫部队在这里
找到了七只船，自制了不少竹筏、木排，
动员了 28个船工，开辟了五个渡河点。
从 25日夜里开始，到 28日黄昏，两军团
一万七千余人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当
追赶红军最快的滇军刘正富旅匆匆忙忙
赶到金沙江边时，这里已是空无一人。
佯攻昆明，大获成功。

曾受到毛泽东热情称赞—

贺龙长征中的三次“神来之笔”
■孙卓清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朱毛红军”，是
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中国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称谓，由毛泽东率
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和朱德率领的
南昌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部队会合组成。
1928年两支部队会师后，“朱毛”两个名
字总是连在一起。1973年 12月 21日下
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毛泽东接见中
共中央军委会议全体成员时说：（对朱
德）“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
上的毛。”（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
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14页）其
中“朱毛”二字，就是指“朱毛红军”。
“朱毛红军”在红四军刚刚创建之

时，就成为红四军的代称。不仅如此，
短短两年时间，就扬名国内外，深受中
共中央和全党全军的认可，成为全国第
一支正式红军的代称。

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将朱德、毛泽
东率领的第四军称为“朱毛红军”，是
1928年5月23日江西省委给中央信中使
用的。内称“江西政治局面，近来赣西朱
毛红军已攻入……朱毛已占永新、宁冈、
遂川、万安”，“因人力来不及和目前朱毛
红军入赣西发展形势，暂设赣西南特
委”。朱德与毛泽东两部会师井冈山成立
第四军时，称为“工农革命第四军”，当时
写给中央的报告签署是“工农革命军第四
军军委书记毛泽东五月二日书于永新。”
中央及江西、湖南省委等文件以“朱毛”
“朱毛部”“朱毛部队”代称较多。1927年
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所有工农自
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25
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明确规定，“在割据
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
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由于中共
六大才决定创建红军，组建不久的井冈山
第四军由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时间较短，
新的中央领导对井冈山红四军组织与斗
争情况不够了解，因而更多称其为“朱
毛”。1928年 8月 10日在上海出版的中
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党》第25期
刊载报导，是同年第二次使用“朱毛红军”
这一称谓，“月前朱毛红军在永新打败杨
如轩三团……士气大振。”
“朱毛红军”的称谓几乎同“红军第

四军”同时诞生，真正受到认可和肯定，
是在部队转战赣南闽西之后。

1929年 3月 14日红四军挺进闽西，
全歼郭凤鸣旅两千余人，占领长汀。4
月 13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
刊载专文《朱毛红军与闽赣农民暴动之
发展》，称“朱毛红军的这种胜利，必然重
新唤起了闽西工农群众的斗争意识。”4
月 20日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此次
朱毛红军来汀……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扩
大，工农会及党的发展甚快。”随着赣
南、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创建，红
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壮大，沉重打击
了反动势力，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朱德、
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不再由湘赣省委
调动，与党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毛泽东
以前委书记身份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
况，1929年 6月 2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
六届二中全会对“朱毛红军”予以充分肯
定。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朱毛
红军”称谓的是《士兵运动报告记录》，其
中称“即以朱毛红军来说”。7月 20日，
《红旗》发表专论《二中全会决议与精
神》，同时刊登了《朱毛红军前敌委员会
报告（六月一日自永定发）》。编者按语
提出“此报告……可为各地红军同志之
参考。”“朱毛红军前敌委员会”用“朱毛
红军”的称谓代替了“红四军”。8月 20
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中，也使用
了“朱毛红军”称谓，由此可见，“朱毛红
军”的称谓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和肯
定，“朱毛红军”成为全国第一支正式红
军的代称被广泛熟知。
“朱毛红军”单从字面意思，可以理

解为朱德同毛泽东在军事、政治上共同
领导的红四军。红四军从最初创立，到
从弱变强，都是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
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名字同红四
军紧密相连。然而“朱毛红军”的称谓
并非红四军自己叫起来的，也不是特别
设立的简称，而是随着人民军队的建
立、发展和壮大自然而然地形成，代表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代
表了人民解放的革命希望。

红四军的成长壮大，让“朱毛红军”
成为全国红军“主干”，对推动各地红军建
设，发展壮大红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2月1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指
示信内明确指出“全国红军依中央规定已
成立有八军……自然四军是所有红军的
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朱毛
红军”成为红军“主干”，不只是在军事上
发挥了骨干作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起
到了推动作用。“朱毛红军”自成立起，在
湘、鄂、赣、粤、皖等地撒播革命火种，培养
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几次粉碎国民党军
的“进剿”“会剿”和“围剿”，对振奋革命精
神，增强革命信心，树立革命信仰起到了
不可磨灭的作用。不仅如此，“朱毛红军”
在革命斗争中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对军
队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建设新型的人
民军队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经
验、开辟了道路。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
连上”建立了党组织的重要原则，成为红
军虽历经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制胜法宝；
“士兵委员会”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初步确立了新型官兵关系；经济上实现
“民主”，经济彻底公开，实现物质待遇官
兵平等；用“宣传兵制度”充分宣传群众和
扩大新兵队伍；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保部队令行
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战略战术上的“十
六字诀”，成为我军战略战术体系的一块
基石等，都体现了“朱毛红军”在中国革命
战争实践中不可磨灭的、不容忽视的“主
干”作用。
“朱毛红军”中会集了一大批中国

革命史上优秀的统帅将领，他们有的闻
名天下，有的不为人知，有的在历史长
河中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统帅之才，有
的很早牺牲在革命战争中。“古田会议”
决议后，一大批“朱毛红军”的干部调入
各部红军传播“朱毛红军”经验，可以说
从“朱毛红军”走出来的干部撒遍全
军。除了毛泽东、朱德外，陈毅、粟裕、
王尔琢、萧劲光、何长工等都曾是“朱毛
红军”中的骨干。

追寻“朱毛红军”起源，探求“朱毛
红军”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朱毛红
军”不只是一支部队的代名词，不只是
代表着一支红军部队的战斗征程。“朱
毛红军”是革命征途的一座丰碑，军史
上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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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会师》（油画） 何孔德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