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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1929年 l1月，因叛徒出卖，中共江西省委遭遇空
前劫难，省委书记沈剑华、工委书记胡子寿、巡视员
张世熙等数百名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危急关头，高恬波挺身而出，她将突发情况迅速
电告中央，并继续开展地下斗争。当时她作为中央特
派员，参与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工作，担当着重要的
党内工作。

12月25日，高恬波在南昌市区执行秘密任务时，
不幸被叛徒发现而遭逮捕。

更不幸的是，当时负责在南昌进行“围剿”的，正
是国民党军 18师师长、南昌卫戍司令张辉瓒。他残
暴成性，惯用酷刑，是个臭名昭著的刽子手。

获悉抓到高恬波，张辉瓒心中窃喜。他深知，高
恬波不仅身兼要职而且身份特殊：一方面，她是中共
江西省委领导人之一、广东妇女运动的带头人；另一
方面，她还是阮啸仙的妻子。

而阮啸仙是大名鼎鼎的革命闯将。他1898年生
于广东河源，是中共最早一批党员之一、中共早期农
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也是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
因此，逮捕到高恬波对敌军来说可谓是价值连城，张
辉瓒早就摩拳擦掌，打算亲自审问一番，妄图带着

“重大情报”向上面邀功。
张辉瓒“满怀希望”地提审高恬波，惺惺作态地劝

说道：“你还年轻，只要交出江西省委的组织名单，说出
你丈夫的行踪，就马上释放你，还可以做大官……”

怎知张辉瓒话音未落，就听“啪”的一声响，一记
重重的耳光，冷不防扇在他的脸上，打得他顿时满脸
通红。只见高恬波正气凛然、目光如炬、义愤填膺地
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这一盆“冷水”把张辉瓒泼个落花流水，他摸着
火辣辣的脸，气得咬牙切齿。他咆哮着命令刽子手
对高恬波施以重刑，往死里整。刽子手立即将高恬
波捆起手脚吊起来，用带钉的木棍狠命打！很快，高
恬波全身血肉模糊，痛得昏死过去。

随后，刽子手又在她身上密密麻麻的血窟窿里
撒上盐水，再用粗麻布贴在伤口上。如果再不招供，
就将这些与伤口黏合在一起的布条撕扯下来。这种
酷刑，号称“披麻戴孝”，残暴之极，令人发指。难以
想象，年轻的高恬波，当时经历了何种痛苦的折磨！

然而，刽子手没有料到的是，威逼利诱和严刑拷
打，对高恬波竟然毫无效果。他们气急败坏质问道：

“高恬波，难道你就不怕死吗？”高恬波视死如归，坦然
回答：“落到了你们手里，就不想活着出去！我现在只
求一死！”

1929年12月，在敌人惨绝人寰的酷刑中，这位铁
骨铮铮、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始终没有屈服，在
南昌英勇就义，终年31岁。

高恬波牺牲的噩耗传开，万众哀悼。阮啸仙更是
悲痛万分，借用杜甫《蜀相》里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
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表达对最亲密战友和爱人的深
切怀念之情。

1930年 1月 11日，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 69
期上，发表了《悼念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一文，
高度评价了高恬波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认为她的悲
壮牺牲，在“我们的女战士的队伍中有不能填补的伤
痕，这是我党的巨大损失。”

刽子手最终没有好下场。张辉瓒不久在进攻
中央苏区时被红军俘虏，并于 1931年 1月在东固万
人公审大会上被处决，这个刽子手终于落得一个可
耻的下场。

不幸的是，高恬波的伴侣阮啸仙也于1935年3月
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终年37岁。这对“红色
伴侣”“英烈夫妻”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的忠诚，用
年轻的生命守护着共产主义信仰，他们的精神终将化
作不朽的丰碑矗立在人民的心中！

高恬波：

宁死不屈的
巾帼英雄

□ 汤炎忠

红色革命人物
让古村历史更亲近

渼陂古村源远流长，南宋初年就有人居住，
已走过 1000多年历史。这里人杰地灵，出名仕
状元，也出英雄将才。

来到渼陂古街，别忘了去瞻仰梁兴初、梁
必业、梁仁芥、梁必骎 4位将军的旧居，他们是
渼陂村人的骄傲。一位历史学家曾说：“抗美
援朝是中国与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直接交战，打
出了军威、国威。”令美军闻之心惊胆战的 38
军军长梁兴初，不仅是吉安人民的骄傲，更是
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一个村子出这么多将军，
在全国也属罕见，故渼陂古村又有“将军村”

“将军街”之美名。
谈到大名鼎鼎的梁兴初，文山集团文旅

总 经 理 谭 爱 凤 如 数 家 珍 。 梁 兴 初 出 生 于
1912 年，青原区文陂乡陂头村人。1930 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六团通信班长、排长。在
黄陂战斗中，两次负伤不下火线，战绩突出，
受到军部表彰，并获模范连长称号和红星奖
章一枚，所率连队被授予“战斗模范连”。先
后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

在井冈山的东面在井冈山的东面，，吉安吉安
市青原区辖区内市青原区辖区内，，有一个古有一个古
老又神秘的村落老又神秘的村落，，它就是被它就是被
誉为誉为““庐陵文化第一村庐陵文化第一村””的的
渼陂古村渼陂古村。。渼陂是近代红渼陂是近代红
色革命的见证地色革命的见证地，，这里有这里有

““二七会议二七会议””旧址旧址，，江西省苏江西省苏
维埃政府旧址维埃政府旧址、、红四军军部红四军军部
旧址等旧址等。。毛泽东毛泽东、、朱德朱德、、黄黄
公略公略、、曾山等曾在这里工作曾山等曾在这里工作
和战斗和战斗，，至今村内还留下尚至今村内还留下尚
能辨认的红军标语达能辨认的红军标语达8080余余
条条。。在这个方圆一平方公在这个方圆一平方公
里的红土地上里的红土地上，，还走出了多还走出了多
位共和国将军位共和国将军。。

如今如今，，这里这里““古色古色”“”“红色红色””
交相辉映交相辉映，，底蕴深厚的人文底蕴深厚的人文
历史历史、、昂扬向上的红色文化昂扬向上的红色文化，，
吸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引着世人的目光。。尤其在尤其在
庆祝建党百年的日子里庆祝建党百年的日子里，，遍遍
布其间的革命遗址呈现出的布其间的革命遗址呈现出的
独特风貌独特风貌，，吸引了众多游客吸引了众多游客
慕名而来慕名而来，，红色文化穿越时红色文化穿越时
空空，，以一种新的时代内涵以一种新的时代内涵，，在在
这里得到了赓续传承这里得到了赓续传承。。

渼陂古村的红色印记
□ 胡刚毅 胡思琦

红色文化
让古村绽放新光彩

6 月的渼陂古村，游人如织，一派
热闹祥和的景象。游客们不仅被这里
的千年古色文化熏陶，更被古村里一
处处红色革命遗址深深吸引。

历经美丽嬗变，今夏，古村渼陂升
级重启，扬非遗文化之优、借红色旅游
之势，全力扩大渼陂古村景区的美誉
度、影响力和覆盖面，助推渼陂旅游迭
代绽放，让古村进一步走入大众的视
野，刷新人们心中的印象。

走进古村之时，正好赶上一场精心
打造的大型沉浸式古村情景剧——红
色记忆诗篇《幻境 1930》的上演。古村
为游客们准备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服
饰，实现了大部分游客换装入园，他们
的角色也就从游客摇身一变，成为情
景剧中的群众演员，来了一次难忘的红
色历史穿越之旅。通过景区内的场景
再现与演绎，让游客们沉浸在其中。

一位参与体验的游客欣喜地说，古
村里这种红色文化的创意与设置，令人
印象深刻，也让人对红色文化内涵有了
身临其境般的直观感受。

渼陂有一个雅号叫“电影村”，《山
重水复》《决裂》《闪闪的红星》《井冈
山》《井冈英魂》《共和国摇篮》等著名
革命题材的影片，均在此摄制，一批
批导演纷至沓来，对它情有独钟。《闪
闪的红星》中不少场景就是在古街富
水河上的古木桥拍摄的，在古街的旧
木门上，还挂着《闪闪的红星》主角潘
冬子的剧照，经典的场景，唤起了几
代人的红色记忆。

负责古村运营的文山集团在古村
电影馆旁边，设置了红色电影历程墙，
展现了古村作为中国红色电影村的影
像历程——电影《血战湘江》《赤诚》《老
阿姨》和红色历史电视剧《浴血坚持》

《红色摇篮》《寻路》《热血军旗》《毛泽东
寻乌调查》等陈展布置，烘托了影院的
历史穿越感，也让游客能在电影场景中
互动体验。

沿着曲折幽深的街巷漫步寻访，
游客们会惊讶地发现，渼陂古村的一
砖一石，都渗透着庐陵文化博大精深
的内涵以及红色文化的历史余韵，有
着“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谓的渼陂，
处处折射出庐陵文化和红色文化交相
辉映的光芒。

在渼陂古村内，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旧址、红四军军部旧址、“二七会议”旧
址、毛泽东旧居等红色旧居旧址群，让古
村多了不少红色印记，见证了中国革命
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渼陂古村也因此成
了井冈山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和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寻访中我们发现，这些旧居旧址，本
身就是文物价值极高的明清古建筑，如梁
氏宗祠的永慕堂为红四军总部旧址，万寿
宫是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江西省苏维埃政
府旧址，敬德书院为苏维埃政府总工会旧
址，司马第为罗炳辉旧居，义仓曾为列宁
小学，“名教乐地”居为毛泽东旧居。此
外，村中还有朱德旧居，彭德怀、黄公略旧
居，曾山、毛泽覃旧居，梁兴初旧居，梁必
业旧居等等，古村有红军标语80多条，大
多是1930年前后红军在这里留下的。

“梁氏宗祠”是渼陂古村的总祠。这是
一栋雕梁画栋、飞檐翘角的宏大祠堂，黑底
黄字的“翰林第”横匾悬挂于横梁正中，庄
重醒目。这处祠堂正是红四军总部旧址所
在地。1930年，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带
领下来到渼陂，留下许多“当年鏖战急、分
田分地真忙”脍炙人口的故事。当年，就是
在这座祠堂里，红四军将领们运筹帷幄、指
挥军队决战决胜，一次次打败敌人的围追
堵截。不同寻常的革命历史，为“梁氏家
祠”烙下了光荣的印记。

踏着一块块青石板，穿过几条古街小
巷，我们来到了曾山旧居。曾山，曾任赣
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红军长征时，
接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新中国成
立后，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先后任国
务院商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

在一栋墙体弹孔累累的古屋前，我们
仿佛看到硝烟弥漫的1930年。当年，“围
剿”红军的国民党飞机扔下三枚炸弹，炸
塌炸坏了好几幢民房。保存下来的这幢
房屋被弹片击得遍体鳞伤。

“毛主席旧居离这儿不远！”在导游的

指引下，我们来到毛泽东同志在渼陂的居
所。这里原本是一个叫“名教乐地”的书
斋，书斋厅堂内的一副对联应该很合毛主
席心境：“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
书。”据说，毛泽东夜晚常与村里一位老秀
才论古道今、谈诗数典、下棋品茶，而白天
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叱咤风云，又是另一
番风采。

在毛泽东旧居的斜对面，“二七会
议”的旧址呈现在我们眼前。1930 年 2
月 6 日至 9 日，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在渼陂这片热土上召开了
我党著名的“二七会议”，在会上颁布了
土地法，自此，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
的土地革命运动燎原全国。

“二七会议”旧址坐落在渼陂村中心，
旧址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一厅四房，前后
各有庭院，是一处典型的近代江南民
居。 走进旧址大厅，90多年前那场重要
会议的场景仿佛呈现在眼前：毛泽东端坐
在主席台前，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
西赣南特委、五军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
称“二七会议”。

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政治形势和
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了有关政治、
土地、红军、党的组织、苏维埃等重要问
题，确定党的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
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会议决定扩
大红四军前委为总前委，作为四、五、六
军、赣西南、闽南等红色区域的领导机
关，毛泽东当选为总前委书记。红四军
成立军委，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为赣
西南特委。

“二七会议”的成功召开，解决了当时
党内的争执，确定了党的几个中心任务与
策略，对迅速打开赣西南党的工作局面，
推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至对整
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旧址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载
体和见证，2013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据渼陂古村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文山
集团董事长孙建中介绍，渼陂古村最大的
特点是体量大、元素多、保存比较完整，具
有“文武合一、耕读合一、官商合一、红古
合一、村街合一”的独特人文魅力。

的确，渼陂古村既有璀璨厚重的古
色建筑，又有彪炳千秋的红色历史。如
今，借助一批红色遗址的复原打造，以及

“将军村”“电影村”红色文化内涵的发
掘，古村隆重推出了红色“夜渼陂”项
目，运用光影艺术，勾勒古村核心建筑
轮廓，营造古村浓厚的历史氛围，让游
客在漫步中唤醒红色记忆。古村还新
建改建了文化广场、渼陂将军馆、“二七
会议”陈列馆、万岁军经典战役展示馆、
非遗馆等一批文化设施，让古村历史可
看可听、可触可感。而此前古村推出的

“红色旅游书屋”，作为弘扬红色旅游文
化、创新红色旅游宣传、促进旅游与文

化融合的新亮点，成了渼陂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的一个全新阵地，和红色旅游的
亮丽风景线。

实施红色文化振兴工程，让渼陂古村
的历史活了起来。近20年来，古村开发建
设红色旅游古色旅游，使游客增长了10倍，
旅游收入增长了20倍，旅游所得累计给渼
陂村民分红14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在2万元以上。渼陂古村也由此先后荣获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
9个国家级荣誉，江西乡村游十大最美景
区、江西旅游风情小镇等12个省级荣誉。

在庆祝建党百年的喜庆日子里，继续
讲好渼陂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好
红色观光教育研学活动，让红色文化不断
深入人心，渼陂人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
而渼陂古村在历史文化的传承、见证与活
化中，必将焕发出新的风采。

（本文图片均为张昱煜摄）

“围剿”。长征中，他所在部队担负前卫任
务，参加了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攻占腊
子口等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
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营长，随部队进入晋东
北前线，随即参加平型关战斗。1941 年改
编为新四军独立旅，任旅长。1948 年，在
辽沈战役中，指挥了黑山阻击战，后又参
加平津战役。 1949 年 ，任 第 四 野 战 军 四
十七军军长，率部南下后，调任第三十八
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梁兴初曾率部参
加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后，任海南省
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
司令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
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
放勋章。

梁必业将军同样是渼陂人的骄傲。出生
于 1916年的梁必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政治部
宣传队队长、总务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总务处处长、组织部
部长等。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一
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政治
委员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区政
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国人
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另两位将军也功勋卓著。梁仁芥，1912
年生，1930 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历任
红军宣传队分队长、独立营政治委员、团政
治处主任、县委书记、师政治委员、省军区政
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抗美
援朝战争，任志愿军一军政委，回国后积极
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5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梁必骎，1939 年生，军事科学院战
略部研究员，专业技术少将军衔，同其他 3位
将军相比，梁必骎虽然没有统领过千军万
马，但他用自己的战略思想和著作，影响着
共和国一大批军队干部。

谭爱凤说，渼陂这个方圆才一平方公里
的红土地上，却走出了 4位将军，加上很多牺
牲了的革命先烈，可以说，这方土地为新中国
的解放谱写了属于自己的红色篇章。

红色遗址让古村底色更昂扬

红色渼陂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渼陂古村永慕堂（红四军总部旧址 )

毛泽东同志旧居

“二七会议”旧址

高恬波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