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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黄洋界站在黄洋界，，眺望更远的地方眺望更远的地方

融媒体报道

“你，看到了什么？”

此刻，黄洋界上雨雾蒙蒙。努力向

远处眺望，记者在心中不断地自问。

历史的回响，随着山风扑面而来。

90 多年前，这里曾有过这样一场著名对

白——

“站在荷树下能看多远？”毛泽东问

红军战士。

红军战士们抢着回答：“可以看到江

西。”“还可以看到湖南。”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对，我们革

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

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

国、全世界。”

战地踏访，站在黄洋界，记者望向更

远的地方——

因为相信，所以能够看见；因为信

念，所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远方；因为信

仰，所以能够坚持走向远方。

黄洋界上炮声隆

2021 年 6 月的一天，罗霄山脉深处

云雾弥漫，正如 93 年前那个夏日一样。

早上 8 时，下起细雨。脚，轻轻踩在

通往黄洋界哨口的小道上，记者的心情

有些激动，更多的是忐忑。

与当年红军官兵走过时相比，这条

小路已经拓宽了许多。

脚印叠着脚印，来往参观的游人不

时吟诵着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山

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

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

敌军宵遁。

触摸历史的方式有许多种。跨越

93 年，记者登上黄洋界，追寻那穿越时

空的隆隆炮声。

黄洋界，海拔 1343 米。茂密的树林

丛中掩映着一排灰瓦平房，淡黄色墙体

上方，“黄洋界哨口营房”的红色牌匾分

外醒目。

踏入营房，踩在黄泥地上，雨天潮湿

的气息扑面而来。记者试图寻找一些当

年红军战斗的痕迹，四下打量一圈，只找

到墙壁上十几张黑白照片，无声地诉说

着那段硝烟岁月。

1928 年 8 月 30 日清晨，黄洋界保卫

战打响了。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国民

党湘军和赣军共 5 个团，来势汹汹；黄洋

界上，只有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

表何挺颖和营长陈毅安率领的两个连。

山下，源头村弥漫着大战前夕的紧张

气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指挥员没想

到，这次看似必胜的“围剿”，几分钟后会因

红军一门刚刚修好的迫击炮而引发溃败。

山上，红军将士从茨坪修械厂搬来

了刚修好的迫击炮。三发炮弹，前两发

因受潮均未打响。

第三发炮弹终于脱膛而出。顷刻，

源头村腰子坑的敌军指挥所沙石飞溅，

一片狼藉。

“云间遥指黄洋界，风过犹闻战鼓声。”

93 年过去，在营房外不远处的山坡

上，记者看到了那门迫击炮的复制品。

历经风雨侵袭，这门结构极为简单

的火炮如今锈迹斑斑。但它的炮管始终

对着天空，宛如 93 年前战场上那群年轻

战士，保持着昂扬向上的革命意志和战

斗精神。

团结群众，依靠群众

从黄洋界哨口到山下大陇，往返超

过 60 公里。最陡峭的一段小路长约 4.8

公里。

在云雾茫茫的大山里，沿着铺满鹅

卵石的狭窄山径前行，很快可以看到一

个木质路牌：挑粮小道。

90 多 年 前 ，毛 泽 东 穿 着 破 旧 的 草

鞋、朱德挑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扁担，和红

军战士们一起走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

挑粮上山。

当时，井冈山上的红军缺粮少弹，平

均每人只有两三发子弹，晚上只能盖茅

草御寒。

如今，石块铺就的挑粮小道已被青

苔覆盖。黄洋界上，红军当年构筑的战

壕里，满是新绿。满山遍野的翠竹展示

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竹子和黄洋界保卫战有着特

殊的联系。”袁建芳是井冈山干部学院的

讲师，作为烈士袁文才的后人，每次讲到

那段历史，他总是感慨万分。

那一战，敌我兵力悬殊。红军发动

群众就地取材，用竹子构筑了“竹钉阵”

和篱笆障碍，迟滞了敌军的前进速度。

“以竹为钉”“滚木礌石”“鞭炮齐鸣”

这些能充分体现当年井冈山军民智慧的

诸多战斗细节，以现在年轻人的眼光来

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红军兵力和

武器装备所处的劣势。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记者看到了

一门特殊的大炮：三个铁圈紧紧地箍着

一个中空的木头，上面有几道裂纹，尾端

一个小孔放置引线。

“这是黄洋界保卫战时红军使用的

自制武器松树炮。”讲解员颜瑾告诉记

者，“这种简易的防御性武器，一般用几

次就会裂开。”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黄洋界保卫战

往前推数十年，德国制造的克虏伯大炮

就已在中国近代的多次重要战争中得到

广泛应用。

与有效射程超过万米的克虏伯大炮

相比，眼前的这门松树炮存在着严重的

“代差”，简直不在一个“重量级”。

装备如此简陋，炮声“隆”在哪里？

山鸣谷应。置身峰峦幽谷的旧战

场，记者渐渐领悟到，黄洋界上的炮声，

传递、放大的是人民军队必胜的信心和

力量——

只要战略战术得当，就可以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

就能汇聚起无穷的力量。

草木无声，却有记忆。竹林掩映下，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高高矗立。

站在碑前，那段历史仿佛变成一段

影片在我们脑海中反复播放，提醒着那

胜利背后的历史逻辑，那颠扑不破的真

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登上八角楼，光线从八角形天窗洒进

来。与记者想象中不同，毛泽东办公的这

间屋子光线并不明亮，甚至有些昏暗。

追寻中国革命历史上那簇“星星之

火”，下午 5 时，记者一行抵达了茅坪村

八角楼。

屋子里陈设简单，木床、木屋顶、木

桌椅，甚至连地板都是木质的。桌子上，

陈列着一方砚台和一盏简朴的油灯。

90 多年前，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黑

夜沉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围困重重，

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的那个深秋，身

穿单薄军装的毛泽东，左手挑着灯芯，右

手执笔，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雄文。

道路决定命运。一个又一个漫漫长

夜，年轻的毛泽东就在这间昏暗的小屋

子里，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

路。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一个人如

此，一支军队、一个政党更是如此。

一场战役的重要性，唯有放在历史

坐标系中，方能看出它的深远意义。

从纯粹军事学角度而言，黄洋界上

这场战斗，是极其平凡的一次。可对刚

刚诞生的人民军队而言，对刚刚拿起枪

杆子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而

言，这场战斗的胜利意义非凡。

这场规模并不大的战役，不仅保住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第一个农村革

命根据地，更给当时的共产党人注入信

心，点燃了他们内心那簇红色的“星星之

火”。

次日凌晨，天空又下起细雨。雨丝

无声地落在竹林中，记者一行登上北山

烈士陵园。

途中，偶遇九江田家炳实验中学的

学生。其中，一名拿着红旗的学生引起

记者的好奇。

这名同学叫桂清高，和同学一起来

这里祭拜先烈。“这个红旗上的图案是我

们自己设计的。”桂清高说。

一面红旗，把记者的记忆带回 90 多

年前的湘赣边界。

那时，同样有位年轻人设计了一面

旗帜。他叫何长工，那面旗帜是工农红

军第一面军旗。

直到晚年，何长工还清楚地记得，战

士之间最常说的两句话，一句是“告诉我

的老母亲，你儿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牺牲了”；另一句是“胜利之后，在烈士纪

念册上给我登记一个名字”。

2 年 4 个月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有

4.8 万英烈献出生命，每天有将近 60 人

牺牲。如今，镌刻在井冈山烈士纪念碑

上的英名只有 15744 人……

与 之 遥 相 呼 应 的 还 有 一 组 数 据 ：

2021 年第一季度，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

观人数超过 17 万人。

细雨中，记者站在山顶远望黄洋界，

追溯那段历史，寻找那场战斗的意义。

直到偶遇那些学生那一刻，一句话

突然浮现在记者脑海：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革命薪火，代代相传。这句话的背景

音，正是黄洋界上的隆隆炮响。

在中国革命的版图中，井冈山如同

一把火炬。登上井冈山，站在黄洋界，看

到全中国、全世界，这是共产党人的情

怀，更是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境界。

回头看，我们自信坚定；向前看，我

们自信从容。因为心中有信念，我们的

目光无畏雾霭与雨幕。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江山会更加

明媚。

（采访得到朱聪捷、曾金花大力支

持）

追寻历史，是一次面向未来的重温；回
望历史，是拥抱未来应有的姿态。

从黄洋界上炮声隆到抢渡湘江血染凤
凰嘴，从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到大渡桥横
铁索寒，从攻克腊子口到激战平型关，从死
打硬拼坚守塔山到碾庄生死决战，从天津
金汤桥会师到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人
民军队用一场又一场战斗，在地图上标注
出改变历史的足迹。纵使时光流逝，这一

个个高山、关隘、村庄、河流、桥梁，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坐标。

站在建党百年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本报“军营观察”版推出“党史学习教育特
别策划·胜利之光·战地记者追寻人民军队
战斗步伐”。让我们跟随青年军事记者的
脚步，实地踏访今日红色地标，尝试用新的
视角诠释历史，启迪未来。

——策划人语

沙场回访

青年记者对话党史专家

记者：在黄洋界，我们遇到了大雾和

突如其来的暴雨。从防御作战的角度来

说，当时红军选择这里作为哨口和据点，

有什么特殊的考虑？

专家：黄洋界，地势险峻，气象万千，

时常弥漫着茫茫云雾，好像汪洋大海一

望无际，又有“汪洋界”之称。黄洋界距

当年红军总部机关茨坪约 17 公里，是宁

冈、永新等地进入井冈山腹地的必经通

道。

当年红军在井冈山设有五大哨口，

分别控制了井冈山的五条道路，其中黄

洋界哨口最为著名。它十里横排，高山

叠影，雄伟险峻，易守难攻。为何选择此

处作为扼守井冈山的哨所和据点，也就

毋庸赘言了。

记者：毛泽东写下了三首关于黄洋

界的诗词，您更喜欢哪一首？

专家：“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

宵遁。”《西江月·井冈山》是黄洋界保卫

战后，毛泽东专为其写下的一首赞歌，表

达了这次作战胜利后的豪迈心情。我认

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江月·井冈山》

既“言志”又“载史”，记录下了黄洋界保

卫战的光辉时刻；从艺术的角度看，这首

词也非常具有感染力。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

井冈山》是 1965 年 5 月毛泽东故地重游，

再次登上井冈山时感慨而作。“过了黄洋

界，险处不须看。”“黄洋界上，车子飞如

跃。”阔别井冈山 30 余年，当时的革命队

伍在毛泽东带领下，已经取得了中国革命

的胜利。此时毛泽东连作两首诗词，展现

的是更加豪情满怀、大气磅礴的气概。

记者：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我们看

到了很多自制的简易武器，比如竹钉、篱

笆、松树炮等。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未

来 战 场 上 ，武 器 装 备 和 技 术 越 来 越 重

要。您怎么看？

专家：我们取得胜利依靠的是党的正

确领导、出色指挥，群众的支持和将士的

英勇，当然，有利的地形条件等辅助因素

也很重要。在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下，我

们党和人民军队能够在井冈山生存、发展

和壮大，是这些因素累加的结果。

我们必须承认技术装备的巨大力

量。可以说，如果双方其他条件一致的

情况下，装备优者获胜是没有疑义的。

然而，正是人民军队在其他方面的优势，

抵消了敌人在装备上的优势。从这一方

面，也可以看出，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

未来战场，技术和装备的作用非常

巨大。过去机械化时代，以大打小；信息

化时代，以快打慢；到了智能化时代，则

是以“巧”打“拙”。从这个方面来讲，技

术和装备的优势正在被急剧放大，但是，

这些智能技术和高技术装备是从哪里来

的？是谁发明和生产出来的？我们又回

到了原点。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必须说明的是，未来和现在，战争与

和平的分界线已经非常模糊。或者说，

在高技术领域的争夺、试探、打击和遏制

每天都在发生，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才是

智能化战争的常态。

打赢未来战争，需要愈来愈艰苦的

准备。这种准备，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

上意志上的，二者缺一不可，特定的环境

下，后者甚至更为重要。“我自岿然不动”

“更加众志成城”，这种举重若轻的战场

定力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永远值

得我们景仰，更需要我们将其发扬光大，

指引我们制胜未来战场。

过 了 黄 洋 界 , 险 处 不 须 看

踏访黄洋界归来，记者与军事
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
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子君
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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