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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
《毛 泽 东 年 谱（1893—1949）》记 载 ：
“（1929 年）秋，在红四军攻占上杭之
后，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片
大好形势，填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一
首：‘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
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
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一

这首词非常简短，只有 46 个字，
总体风格平实，但内容丰富，可谓字字
珠玑。该词上下两阕一反一正，对比
强烈。

上阕写军阀混战的突发性、频繁性
以及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对军阀进
行谴责和嘲讽。“风云突变，军阀重开
战”，概括说明了当时的国内环境，时局
变幻莫测，军阀之间又开始混战。“重”字
表明军阀混战频频发生，无休无止。“洒
向人间都是怨”，军阀混战导致生灵涂
炭、民怨沸腾。“洒”字渲染出战争恶果的
严重和深广，“怨”表露出百姓对战祸频
仍的不满与怨恨。
“一枕黄粱再现”，亦即“黄粱一梦”，

典出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
后人常用“黄粱美梦”讽喻不切实际的痴
心妄想。毛泽东借此来嘲讽各路军阀企
图独霸天下不过是白日做梦。

词的下阕描写红军乘势开辟闽西根
据地，推进土地革命，分田分地的景象。
“红旗跃过汀江”采用借代手法，“红旗”
是革命的象征，喻指红军打过汀江。“直
下龙岩上杭”，一举攻下龙岩、上杭。龙
岩、上杭，均在福建西南部。1929 年 3
月，红四军挺进闽西，在长汀附近消灭了
土著军阀郭凤鸣部，占领长汀；5月再度
入闽，消灭了土著军阀陈国辉部，三次占
领龙岩；9月，消灭军阀卢新铭部，攻占
上杭。毛泽东在此意在强调红军进军的

神速和锐不可当的气势。
“收拾金瓯一片”，瓯，原指盆盂类器

皿，引申出河山社稷之意，典出《南史·朱
异传》：“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军
阀割据致使山河破碎，红军占领闽西，犹
如收拾了金瓯的一块碎片一般，表达了
对革命根据地的珍视。“分田分地真忙”，
语意直白，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使“耕
者有其田”。“真忙”二字既本色又具神
韵，有声有色地写出了根据地开展土地
革命的喜人场面。

二

《人民文学》1962年 5月号发表毛泽
东的《词六首》，此词题名《清平乐》，未标
明写作时间。1963年 12月，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词题改为《清
平乐·蒋桂战争》，并标明创作时间为“一
九二九年秋”。
《清平乐·蒋桂战争》上阕写军阀混

战，下阕写革命根据地发展。蒋桂战争
不是发生于创作该词的“一九二九年
秋”，更不是当年爆发的唯一一场军阀
混战。毛泽东为什么要专门挑选蒋桂
战争作为词题而内容又并未描述其过
程和细节呢？很多读者对此难免疑惑
不解。

辛亥革命之后，在相当长一个历史
时期中，祸国殃民的军阀一直飞扬跋扈、
横行一方。他们之中，有大军阀，也有小
军阀；有旧军阀，也有新军阀。军阀之间
发生的大小战争不计其数，而 1929年三
四月间，蒋介石和桂系军阀争夺华中的
战争（即蒋桂战争）只是其中之一。1928
年 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
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
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
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
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
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
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帝国主
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
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
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

特征之一。”
毛泽东写于 1930 年 1 月的《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到了 1929 年 4
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其中写道：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
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
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
高潮可能快要到来。”毛泽东分析了南
方数省的力量对比之后，提出向闽赣
发展，特别指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
混乱状态，不统一。”基于这样的形势
判断，毛泽东决心开辟闽西根据地。
换言之，1929 年三四月间的蒋桂战争
便成为这首词的直接背景，这合理地
解释了在若干次的军阀战争中，毛泽
东有意识地选择了蒋桂战争作为这首
词的标题。

毛泽东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
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敏锐地洞察到“军
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
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
乘时产生出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
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
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
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
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揭示了中国革命
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正确道路。而《清平乐·蒋桂战争》下阕
正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井冈山的斗争》光辉思想的生动
实践。

三

这首词本身并不复杂，语言简洁明
了，所用典故也不玄奥，对其内容的解
读不会产生太大偏差。况且词中所蕴
含的思想观点已被后来的革命实践变
成现实，并且早已深入人心。但是，毛
泽东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状态来写
这首词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想通过这
首词来抒发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长期
以来，人们偏重于诠释这首词的思想内
容，而忽视了围绕这种思想所发生的种
种纷争以及毛泽东所遭受的人生境
遇。很多专家认为这首词是“有感于闽

西工农武装割据一片大好形势”的感怀
之作，将其定义为“胜利凯歌”。而事实
未必全然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
可能仍没有完全读懂毛泽东这首词的
本义和深意。

1929 年 1月，为粉碎湘赣敌军对井
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朱毛红军主力离
开井冈山，千里征战，创建了赣南、闽西
革命根据地。就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之
时，一场争论也在红四军内部悄然爆
发。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加强党对军队
的领导，根据地如何巩固与发展。6月
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代表大
会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定，落选前
委书记。8月初，陈毅前往上海，向党中
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红四军内部极
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泛滥，前委会常常
是议而不决，决而难行。一些人的流寇
思想严重，“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
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
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关
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在 7月上旬以红四军前委特
派员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他深入
调查研究，指导闽西特委召开中共闽西
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
案。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闽西党
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
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会后，闽西在
600 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80多万贫苦
农民分得了土地。在这期间，红四军打
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
地的第一次“会剿”。

总体而言，1929 年秋天，闽西根据
地曲折发展。一方面，正如毛泽东
1962年 4月在《〈词六首〉引言》中所说，
包括《清平乐·蒋桂战争》在内的六首
词“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
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但另
一方面，红四军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必
然导致毛泽东的忧虑。《清平乐·蒋桂
战争》既是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赞颂，
也是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大力宣
传和积极倡导，同时表达了对“收拾金
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局面的热切希
冀和深情呼唤。

红旗跃过汀江
—《清平乐·蒋桂战争》赏析

■汪建新

艺 境

阅图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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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兵开展武装攀登训

练的场景。拍摄者采用

广角镜头仰拍的方式，

记录下官兵头顶烈日、

火热练兵的画面。作品

主题突出，构图简洁，具

有视觉冲击力。

（池俊成）

武装攀登
■摄影 刘志勇

我是来自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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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列兵杨东子。作

为一名新兵，我一

直期盼着体验老兵

们口中的野外训

练，到实战中锤炼

本领。经过前期的

专业基础训练，我

终于迎来军旅的第

一次野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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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彩故事绘

6.任务结束后，现场指挥员带着大家

对训练进行复盘总结，并指出存在的问题。

1.闻令而动，我和战友们全副武装

跟随行动小组迅速奔赴战位。

2.到达目标地域，我们对“敌”展开

电子侦察，全方位收集“敌情”信息。

3.密林深处，我跟随战友秘密深入

“敌后”，迅速占据有利地形。

4.收到指挥所指令后，我们摆开战

斗队形，配合战车开辟道路。

5.正在此时，战友发现目标，在地形和

丛林掩护下，迅速发射导弹，精准摧毁目标。

“一等功团再出发，续写昆仑佳
话。共同浇灌荣誉花，钢铁之树坚毅挺
拔……”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雪域
高原，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的广播里，一
首威武雄壮、催人奋进的《一等功团再
出发》响彻营区。

这首歌是由二营某连上等兵童延
琛创作的，因为歌曲唱出了大家的心
声，很快便在全团官兵中传唱开来，成
为战友们机动途中、闲暇之余的保留
曲目。

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初衷，童延琛感
慨万千。那是他下连后第一次走进团
史馆，聆听工兵团的光荣历史。团史馆
的展厅虽不大，却挂满了奖牌、锦旗，还
存有厚厚的好几摞荣誉证书。童延琛
注意到，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上摆放着
一台老式风钻和一件磨损严重的旧迷
彩服。通过讲解员的解说，他得知这台
风钻和迷彩服，正是当年全团官兵在平
均海拔 5000多米的昆仑山上执行任务
的见证。一代代钢铁工兵人，在高寒缺
氧的恶劣环境中风餐露宿、爬冰卧雪，
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那里。老营长刘
克勇在被诊断出胃癌晚期的情况下，瞒
着所有人，偷偷把诊断书压在床铺下，
坚守在施工一线，最终倒在施工现场，
献出了年仅 36岁的生命；入伍仅半年
的战士王小龙，因工程塌方，把生命永
远定格在18岁……

前辈们的事迹让童延琛感动不已，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歌词：“在那片
雪域高原上，盛开着朵朵格桑花。前赴
后继献身国防，转眼已是八个冬夏。迎
着严寒斗缺氧，馒头就着风沙咽下，为

何斗志总昂扬，只因心里装着国家。”
2020年 5月，童延琛所在部队接到

转战雪域高原的命令。在这之前，童延
琛和许多年轻的战友一样，只在团里的
纪录片中看到过高原景象。面对未知
的挑战，先遣分队 75名官兵按下红手
印，写下请战书。指导员钱尧年在孩子
满月的当天，带领先遣分队向任务地挺
进；连长赵青刚刚领了结婚证，便跟随
部队开拔；四级军士长洪海洋的妻子刚
从武汉抗疫归来，俩人还未来得及团
聚，便再次离别……

老兵们的率先垂范，深深触动着童
延琛的心。他和新战友们全身心地投
入到高原适应性训练中。最终，全团官
兵在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翻越多个海
拔 5000 米以上的达坂，整建制转战到
新营区。

一路上，童延琛既领略到高原的壮
美，也感受到战友们在急难险重任务面
前攻坚克难的坚定决心。来到新营区，
童延琛再一次翻开笔记本，为那首歌词
又添加了几句：“雄关漫道我们豪情万
丈，重返高原我们意气风发。南疆仙境
转战藏北天堂，只为守卫疆土把胜仗
打。一等功团再出发，续写昆仑佳话，
共同浇灌荣誉花，钢铁之树坚毅挺拔。”
童延琛联系到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的
高中同学，共同为这首歌词谱了曲，并
给歌取名为《一等功团再出发》。

在前辈精神的激励下，童延琛不仅
逐渐适应了高原的生活，还主动请缨执
行某任务，因表现突出被连队评为“四
有”优秀士兵。最近，他又郑重向连队
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跟随前辈的足迹
■钱尧年 李 江

迷彩芳华

军旅歌曲是强军文化的重要载体。军歌那激情澎湃的旋律、深切绵长的情
感，融入军人的血脉，鼓舞和伴随着代代军人无怨无悔献身使命。

自革命战争年代起，我军就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军歌是出自基层官兵之手。比
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就是由连队指导员麻扶摇所
作。今天，军营中同样传唱着很多战士们写的歌。这些歌来自战位、来自基层，情
感真挚朴素，是战士们心声的表达。这里，我们分享两首歌曲创作背后的故事，以
飨读者。

——编 者

月儿露出半个脸儿悄悄进军营

请你不要惊醒了战士甜甜的梦

小伙子他在睡梦里笑出了声

枕边伴着一朵光荣花儿红

白天的比武场上咱也露一手

子弹如飞雨 枪枪靶心红

连长把大红花挂在我胸前

当上了个武状元咱八面显威风

梦里把喜讯捎回青石岭

父老夸我为家乡立了一大功

心爱的山妹子一旁羞红了脸

你曾说过不见喜报不定情

月儿露出半个脸儿悄悄进军营

请你不要惊醒了战士甜甜的梦

小伙子他在睡梦里笑出了声

枕边伴着一朵光荣花儿红

战士梦里笑出声（歌词）

■戈 一

“催征的号角贯彻上云霄，满腔的
热血在胸中激荡。战斗的炮火穿透过
胸膛，浴血奋战，神兵从天降。”去年 12
月，我作词的展现空降兵风采的歌曲
《伞花绽放党旗扬》，在央视 7套《军歌
嘹亮》节目中播出，受到战友们的喜爱
和传唱，令我既意外又欣喜。

我并不是专业的词曲作者，只是空
降兵某部的一名战士。我所在的部队
前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5军，曾参
加过上甘岭战役，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就出自我们部队。历经 70年，从陆地
野战军到空中飞行军，“上甘岭精神”
“黄继光精神”始终是我们这支部队的
灵魂。能在这样的英雄部队服役一直
是我的骄傲，我也总想着以一种方式表
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2020年 7月，我所在部队接到了赴
湖北麻城抗洪抢险的任务，战友们纷纷
请战。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大家都在
自己的铁锹木柄上刻下了“黄继光”三
个字，并立下誓言：“像黄继光堵枪眼一
样堵住大堤决口！”

抗洪第一天凌晨，党员佩戴袖标，
冲锋在前。加固完大堤，战友们席地而
坐、稍作休整，准备迎接凌晨两点多即
将到来的第二次洪峰。在大堤上，我起
身望去，本应绿油油的水稻田，此刻却
是一片汪洋，连数米高的大树都只剩下
树梢在水面摇晃。那一刻，我的眼泪禁

不住流下来。
第二天中午，抗洪间隙，一名战友

向卫生员要了好几支藿香正气水。卫
生员问他为什么一次要这么多？战友
回答：“天气太热，我怕扛不住，多喝几
瓶也许就能多坚持一会儿。”

党旗和“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的
战旗在大堤上迎风飘扬，到处是战友
们肩扛沙袋忙碌的身影。经过昼夜连
续奋战，我们胜利完成了此次抗洪抢
险任务。

回到单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萌生了创作一首歌的想法。文思泉
涌，我一直写到深夜，《伞花绽放党旗
扬》的歌词初稿终于完成。歌词分为三
个部分，以时间脉络展现了空降兵部队
走过的光辉历程。在副歌部分，我以
“忠诚、勇敢、善战、奉献、担当”作为每
一句的开头，表现了空降兵官兵听党指
挥、无所畏惧的血性与胆气。

我把写好的歌词发给战友刘祥，听
到我讲述的创作故事后，他很快为歌词
谱了曲。随后，我把歌曲交给了单位的
宣传部门，希望能和更多战友一同分享
这首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多
久，央视播出了这首歌，还精心制作了
歌曲的MV。领导和战友们纷纷点赞，
给了我极大鼓励。今后，我想继续在火
热的军营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更多战
士的歌。 （赵英强采访整理）

伞花传唱战士歌
■陈贵平

七彩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