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雩山苍苍，贡水泱泱。
今夏的于都河之夜，华美端庄，静水深流。

璀璨斑斓的灯光，勾勒出滨河建筑挺拔的身姿，
如瀑似缎的光影铺陈在静阔的河面。像闪光珠
链穿起一河两岸的，就是长征、红军、渡江三座
大桥。

雨后的晚风中，长征桥头的白兰花高高地
蹿出引桥，送来馥郁的奶香，似乎在提醒夜行的
路人，这里曾经的秘密与伟大的壮勇。当年，以
彭德怀为军团长、杨尚昆为政委的红三军团，就
是从桥下的西门塔脚下渡口，夜渡于都河。

千年的重光残塔，定是见证了 87年前秋凉
十月的红军夜渡。

秋风起，贡水凉，重阳雁成行，于都河段送
军忙。日落军民架浮桥，星夜渡河溅溅响。晓
月瞰，烟波江上了无桥。

当时的于都河，宽六百余米，深一至三米，
八百多条船，在沿河 30公里内的 8个渡口，4天
之内搭建临时浮桥 15次。1934年 10月 17日至
20 日夜晚，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机关共
8.6万余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在萧萧的落叶旁，
先后南渡急湍的长征第一河，踏上了战略转移
的漫漫征途。

这队伍里，有赣南子弟5.6万人，其中，于都
子弟 1.7 万人。还有多少子弟，像 19 岁的易冠
美一样，已经捐躯疆场？转身，再深情回望一眼
故乡的于都河，再深情告别一声长眠的战友，青
年战士欧阳洪长、汤升昌再也没能回来。

他们，那些散发墨香的字迹、盖着红私章的
家书，成了亲人们日思夜想的挂念，成为家族红
色血脉的精神传承。

他们，对家人对国家的挚爱、对革命理想信
念的坚定、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就像汩汩流
淌的清泉，珠玉清澈、奔腾不息。

“动员青年
前线杀敌”

清晨的于都河是素淡的，微澜轻漾，远山若
现。一片片现代化的高楼，明明暗暗地衔接在
辽阔的水天之间。

东门渡口——长征第一渡，水草碧，榕如
盖，半截浮桥映水中。一队队着红军服、持小红
旗的研学团体，络绎不绝。在杨成武将军题写
的“长征渡口”巨石旁，情景剧《告别》艺术还原
的 87 年前红军别离的场景，不由让人泪湿襟
衫。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男
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紧紧握住红
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母送子、妻送郎，红
军留下襁褓娃。一碗碗茶水，一顶顶斗笠，一声
声告别。

火把、灯笼、马灯，在黑色的大地闪烁，星星
点点。

“从凌晨三四点开始，长长的队伍过了于
都河，南下我们村口。我母亲和婶婶举着火耀
子焦急地守在路旁，手上握着两双布草鞋，兜
里揣着几元纸币，眼睛一眨也不敢眨。可是，
从半夜到早晨，始终没有看到叔父欧阳洪长的
身影……”79岁的欧阳可辉老人，这样叙述那个
送别之夜。

小河边，那排高大白杨树下的老樟坑村屋
场里，那回就有 12 个青年疾行在离别的部队
中，后来活着回来的，只有一位红军医生。新婚
仨月、18岁参军，在22师侦察连的欧阳洪长，从
此“北上无音讯”。1983年颁发的烈士证上，侄
子欧阳可辉成为他的继子，住址是新陂乡群联
大队老樟坑。

北上无音讯……渐渐地，欧阳洪长寄回的
家信，成了全家人的情感牵系和精神慰藉。在
欧阳可辉家小小厅堂的柜子上，赫然立着玻璃
框装的四封书信复印件，三封是欧阳洪长在
1934年 2月、8月、9月写给叔父的信，一封是叔
父写给他却被退回的复信。

欧阳荣发叔台:
不觉离别家中新旧二年了，你前次寄来鞋

子一双及纸洋一元我收到了。家中大小人口都
是平安吧？我身体很好，叔台不必挂念。家中
有困难，你要找到乡区负责同志，派人前来做好
家中田地。我在前方都很好，过日子没有一点
困难……家中都要节省经济，送到前方给红

军。我们在前方勇敢冲锋消灭敌人，叔台在家
中要做宣传鼓动一班青年赤卫队到前线来，粉
碎敌人五次“围剿”才能保障土地利益。

敬 礼
侄 欧阳有存

8月30日

纸短情长。战火愈烈，思念愈浓。
三封战地家书均在报告前线战事、问候家

人身体、关心家乡农事，并希望邮寄布草鞋及纸
洋一两元……

欧阳有存是欧阳洪长的小名。自幼父母双
亡的他，由叔父欧阳荣发抚养成人。1932 年春
苏区第一次扩红时期，他的哥哥、欧阳可辉的父
亲已结婚生子，才刚成亲的他，极力说服哥哥留
家照顾老小，自己却奔赴前线。临行前，他与兄
长商量，若是不能回来，就把最小的侄子过继到
他的名下。

别过新婚的妻子，叩首养育的叔婶，18岁的
青年成为红军战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
金”，这些回响着枪声传递着体温的家书，带给
家人的，是踏实的心安与胜利的信心。其实，这
第二封家书，已是在惨烈的筠门岭保卫战之后，
但他只字未提战场上的出生入死，仅以一句“我
们在前方勇敢冲锋消灭敌人”概括。

1934年8月3日，欧阳荣发给前方的侄儿复
信，但因为部队已开动，信被退回。信中写道：

“知你在前方身体强壮，我们阅后心甚畅快……
在前方要努力工作，消灭敌人五次‘围剿’，争取
革命胜利”。信尾，突出大写“斗争胜利”四个大
字。

这前线与后方的两地书，洋溢着亲情，饱蘸
着家国情。侄让叔信党，叔让侄事党。

满纸的清澈爱，满腹的拳拳心。
85 年来，每一封家书都安放在原装的牛皮

纸信封里。信封正面，盖有“红军家属免贴邮
票”的印章；反面，“红军家信不可遗失”的字样
和邮戳清晰可辨。

红色家书今何在？
“两年前就捐给于都县博物馆了！”欧阳可

辉骄傲地微笑着。他说，这些信从爷爷、父亲、
大哥手上传给他时，他已从省城企业退休，结束

“打工”生活，归园与妻儿团聚。
从此，这四封珍贵的家书在欧阳可辉的小

木盒里藏了十余年。每年清明、冬至，他不但要
带领一家人去给欧阳洪长上坟祭奠，还会请出
这些家书，给子孙后代们逐个传阅、诵读，从中
汲取精神力量。

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会见于都红军后代、革命烈
士、家属代表的新闻，让欧阳可辉心潮澎湃。“现
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好了，一定要饮水思
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想想，他就热泪盈
眶。是啊，洪长父亲的思想觉悟真是高啊，明知
道很可能会牺牲，他还是抛家别妻义无反顾地
投身革命。这些信件是苏区人民支援革命的见
证，是红军战士坚强革命斗志的见证，应该让更
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于是，他郑重地把家信复
印了数十份，确保直系亲属人手一份。6 月 14
日那天，他把家族珍藏了 85 年的四封家书，庄
敬地捐给了博物馆。

消息不胫而走，有收藏家找上门来，劝他撤
回捐赠，并要留下订金，以一万元一封的价格收
购。四封信、四万元！“不可能！”他当即拒绝，

“我是一个有 56 年党龄的老工人，政治觉悟还
是有的。这些信有教育意义，有历史价值，别说
一万元，就是十万元一封，我也不会出售。”回忆
当时的对话，这位穿着拖鞋、裤腿挽过膝盖的白
发老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曾经，他经济上非常拮据、精神上极度痛
苦。唯一的儿子横遭车祸意外离世，退而不能
休的他还要帮助拉扯三个幼小的孙儿。如今，
孙儿靠助学贷款都已上大学，有的在一线城市
工作。是这些红色家书，给了他们战胜困难的
强大动力；是先辈乐观坚定的革命信念，激励着
他们成为生活的强者。

孙儿们说，八十多年前，洪长爷爷写信要家
人多动员青年前线杀敌，粉碎敌人“围剿”；现
在，我们也要为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复兴贡献更
多的青春力量。

“努力耕种
支援前方”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
种机……”字正腔圆，激情迸发，掌声四起。雨
夜，“庆祝建党百年 唱响长征组歌”文艺晚会在
于都县文化艺术中心上演。这是“长征源合唱
团”成立十年来的第506场公益巡演。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
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每每唱到

《突破封锁线》，易克美眼里都禁不住闪动泪
花。她的小爷爷易冠美，就是倒在第五次反“围
剿”的福建战场；他所在的部队，就是创作《长征
组歌》的萧华将军原部——中国工农红军少共
国际师。她的亲爷爷易林发，13岁成了孤儿，跟
着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四渡赤水时受伤，在老
乡家养好伤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历尽千辛万苦
回到于都学打铁，成为失去两个红军儿子的太
奶奶的义子。

1933 年，易冠美参军时，还不满 18 岁。其
时，1929年参加革命的兄长易鸿兴，已被国民党
反动派残酷杀害。少年的他，听着兄长英勇无
畏的悲壮故事成长。那年，武功高强的易鸿兴
去赣县执行购买枪支的任务，在江口被捕，面对
敌人的严刑拷打、竹签钉指、山洞点天灯，他只
字未吐。那天晚上，英雄惨烈的叫声，刺破呜咽
于都河的夜空。此后，每逢忌日，易鸿兴的寡妻
——易克美的奶奶，都会朝着河对岸那座山的
方向嚎啕大哭，撕心裂肺。

家族的革命故事，奶奶常讲给后代们听。
那天下午，坐在毛泽东旧居何屋的一间办公室
里，易克美娓娓地讲述她从奶奶那听到的三位
红军爷爷的故事。

无数次哽咽，无数次落泪。槛外，暴雨如
注，水溅卵石。

古来征战几人回？太爷爷是清末秀才，他
深知上战场的凶险，何况长子已经惨烈牺牲。
然而，当小儿子欲言又止地流露出“欲把热血染
红旗”的愿望时，太爷爷还是点头了。默默地，
他把小儿子送上了前线。

家里离北门何屋——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的
所在地，只有几百米，太爷爷时常会来这里，参
加座谈会，学学新思想，听听好消息。红军集结
于都时，屋子宽敞的太爷爷家，安置了几十个休
整的伤员，土郎中舅爷爷免费给伤员抓药；太奶
奶带着奶奶、小奶奶和姑婆，给伤员们做饭、洗
衣、敷草药。

得到小爷爷牺牲噩耗不久，太爷爷也撒手
人寰。偌大的祖屋里，只剩四个女人。高高房
梁上挂着的小竹篮，常让太奶奶出神凝视，那里
悬藏着红军班长、小儿子观佗（易冠美的小名）
写给她的四封家书。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望您要保养自己
的身体，使体质日强健，才有精神来维持家务。”

“家中望大人要努力耕种，多种杂粮，支援前方
粮食。”“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
革命首先胜利”……

这四封写于 1934年七八月间的家信，提到
他所在的少共国际师四十四团前往广昌进行第
五次反“围剿”战斗，先后转战宁都、瑞金、石
城。8月初，部队开拔去了福建永安一带，艰苦
地打阻击。

这些绵软的信纸，因摩挲过多已致边角受
损。它们浸润着太爷爷、太奶奶的泪水，印刻着
童养媳奶奶姐弟般的思念，凝结着父亲与易克
美姐妹兄弟以及新一代的追思与崇敬。

“努力耕种，多种杂粮，支援前方”，这是红
色青年向家人提得最多的希望。水稻一年两
季，时令性强，必须有水灌溉；而红薯、豆类等杂
粮，生长期短，对土地和水源要求不高。他一方
面请母亲保养身体，一方面又要家人努力耕种，
因为只有体质强健了，才有精神维持家务，才能
多种杂粮，才能支援前方。

小爱与大爱，小家与大国，后方与前方，这
是87年前红色青年的胸怀所系。

易冠美是在战场上殉国的。阻击阵地遭遇
敌人疯狂轰炸，战士们成片成片地倒在了血泊
中，许多已是面目全非、身首不全。是脚上那只
特别好看的布鞋，让战友们一眼认出他们的正
班长，那是他新媳妇做的绣花绣字鞋。那双时
常被他抚摸、藏在背包里的布鞋，曾经被“娃娃
兵”们逗笑，也让“红小鬼”们羡慕不已。

一子顶三房。按照赣南客家规矩，父亲入族
谱时写在了大爷爷、小爷爷、亲爷爷的名下。

易克美六姊妹，成了三位红军爷爷的孙儿。
香火延续，精神庚续。
十来岁时，易克美偶尔会看到奶奶从太奶

奶用过的旧柜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铁盒，再取
出里面发黄的几张纸，带她一起读易冠美写给

“母亲大人”的家书。“家中望大人要努力耕种，
多种杂粮，支援前方粮食。”“我在前方要粉碎敌
人五次‘围剿’，争取革命首先胜利”。对这两句
话，她记得特别清楚。父亲去世后，铁盒子传给
了易克美。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已腐蚀穿孔，四
封家书也残缺不全。“这是传承了几代人的宝
贝，是我们家的精神寄托，也是一笔厚重的财
富，应该捐给国家更好地保护研究。”今年初春，
易克美和弟弟一道，把这四封字体娟秀、或草或
工的红色家书，敬献给了于都县博物馆。

红军家书捐了，红色血脉在流淌。
为丰富业余生活，56 岁的易克美 6 年前加

入了“长征源合唱团”，一个由 150 余名红军后
人自发组成的无报酬的合唱团，主打歌曲是《长
征组歌》。那天，从北京回来不久的她兴奋地
说，解放军战友合唱团的歌唱水平真是太高了，
与他们一起演唱《长征组歌》，让她对长征精神
的理解又有了新的升华。在中学教师岗位退休
两年的她，就是以这种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长征精神。“我的包里，演出服是常备的。只要
身体正常，我没有缺席过一场演出。”而实际上，
在身体不正常时，她也多次坚持在舞台上，以至
身体吃大亏。

去年 5月，为了省旅发大会的演出，她不顾
摔跤后的胫骨皮外伤，天天打着绑腿坚持在操
场上排练，导致伤口严重感染，无法行走。医生
诊断，必须立刻“刮骨疗伤”，否则将引发败血症
可能要截肢。在不能打麻药的情况下，她被几
个护士强行摁住，厚厚的浓痂被硬生生地刮
掉。“那种疼感，真是想跳楼啊！”她握紧了拳头，

“不过，我战胜了自己。我想到红军做大手术都
没有麻药，我想到了被点天灯的大爷爷，是他们
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坚强的意志！”那一刻，她
的身体和精神，仿佛都获得了新生。

易克美的女儿是小学教师，她常会给孩子
们讲自己三位红军太爷爷的故事。易克美的外
甥张亮，这位荣获于都县“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的小伙子，在扶贫工作队，一直都带领贫困户

“努力耕种，多种杂粮，支援前方”。“尽管时代不
同了，但是小太爷爷对家人的期望一直激励着
我。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只有努力耕种、发展
产业，才能摆脱贫困，才能在建党百年之际实现
全面小康。”张亮动情地说。

“此致赤礼
奉命胜利”

觉村，一个听起来有些特别的村名。觉村，
一个白墙灰瓦、古树参天、清水流转的秀美乡
村。芭蕉摇曳，竹篱闲适，栏杆古意；红的椒，绿
的桃，灰矮的墙垛，映衬着一面面“扩红支前”的
彩色壁画，爹娘送儿当红军，红军山上红旗飘。

这是一个红艳艳的红军村。在 1934 年第
五次反“围剿”最危急时期，这个只有几百人的
小村，创下一天之内七十余青壮年应征入伍的
纪录，苏区政府为此将它的葛村名更改为“觉
村”。开国少将康林，就是在 1932 年扩红时参
的军。

思想的觉醒，昭示着伟大的革命，也意味着
巨大的牺牲。

小小的觉村，前后参加革命的有百人之
多。村里倚山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塔底座上一
一镌刻着 51 位烈士的名字。曾为清乾隆祠堂
的村史馆里，收藏着历史的荣光，也述说着英雄
的悲壮。

戴棉帽穿棉衣的一张黑白头像，尤其引人
注目。脸方鼻挺，大眼浓眉，英气逼人，有似曾
相识之感。他名为汤升昌，1910年出生，21岁参
加红军，22岁入党，走了长征，打过日寇。解放
战争时期在东北任集贤县独立团团长，1946 年
冬在黑龙江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1956 年，黑
龙江省集贤县原太平区更名为“升昌”乡。

赣南英烈的名字，在祖国的东北大地浩气
长存。英雄的后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缅怀着

先烈亲人。
村史馆里，用玻璃框镶嵌装裱的一封红军

家书原件，让人肃然起敬。这个落款为汤生长
的红军，就是汤升昌，正是村史馆管理人汤万华
的二伯父。

双亲大人：
对于时别家中有己（两）年之久，不知家中

情形如何？望你家中有困难情（请）当地政府帮
助。我在前方非常欢喜，关于现我在三军团五
师十五团团部机关连工作，身体非常强健，望你
双亲大人不必挂念。你在家自己保养身体为
贵，面德（免得）我在外挂念。现我对目前战争，
我们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第一部（步）计
划，我们英勇红军得到初部（步）胜利，国民狗党
蒋介石想整死没办法。第二部（步）计划乌龟壳
子炮垒政策，欺骗我们劳苦工农。我们英勇红
军很有把握的和计划胜利归于我们……我们英
勇红军容易得到全部胜利……

此致 赤礼
9月24号 汤生长

奉命胜利

这是一封内容丰富的红军家书，时为团部
机关连副连长的汤升昌，问候之余，还告诉了家
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两步计划。字里行
间，满满的都是在前线的欢喜，满溢的都是英勇
红军必定胜利的信心。那年，他 24 岁，透过工
整、干净的墨迹，一个强健、俊朗、果敢、自信的
年轻红军指挥员，仿佛就笔立眼前——

“此致赤礼”！他正举着右手，向着双亲大
人久久地致以红色的敬礼，红色的，亲切的，豪
迈的，壮烈的敬礼。

他在朗声高呼：“奉命胜利！”高亢的，坚定
的，正义必胜的宣誓。

62岁的汤万华说，二伯父自 1931年参加红
军后，就没回来过。听说有几次就在觉村附近
的小溪、里仁作战，他也没顾得上回来看一眼。

当年收到这封信时，爷爷奶奶喜出望外
——这个臭小子终于来信了，他还活着，还好好
地活着！跟着共产党就是好，总是打胜仗。以
前在家里吃不饱，身体弱得很。现在身体非常
强健，真是好哇！听说还当了红军的副连长嘞！

二伯父念过私塾，有些文化，打仗也非常勇
敢，当营长时身负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家里
人都十分担心。前后 15年的战斗生涯中，二伯
父身经百余次战斗，三次负伤，落下三等伤残。

自幼听着二伯父英勇事迹长大，汤万华也
有着男儿保家卫国的勇毅。20岁参军的他，时
时以二伯父为榜样，在野战部队 5年，三次荣立
个人三等功。退伍返乡后，他做过计生专干、当
过泥瓦匠、打过钨砂。他依靠养猪养鱼的资金
积累，率先在村里承包山地种脐橙，先是 10亩，
很快就扩大到 30 亩，并利用橙树下的青草，放
养了十多亩的山塘鱼。他的脐橙挂果多、味道
好，果农纷纷来取经。后来，他被县果茶局聘为
农民合同工技术员。他花了三年时间试种夏
橙，取得预想中的成功。现在，他又在刻苦钻
研、精心打造村里的富硒脐橙园，面积超过 300
亩。富硒果业投入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也
高，强有力地带动了贫困户增收。他还组织成
立了脐橙服务合作社，使脐橙种植成为觉村的
支柱产业，成为这个深度贫困村脱贫奔小康的
主力马车。如今，觉村已跻身新陂乡首批乡村
振兴示范点。

九十年前，觉村的百余名后生为的就是能
吃口饱饭，为的就是劳苦大众能过上好日子，毅
然决然地跟着共产党拿起了梭镖扛起了枪，抛
头颅、洒热血。如今，我们的生活正如他们所愿
啊！怎样来告慰我们的先烈，怎样让我们的后
人记住来时的路？身为村民理事会会长的汤万
华，终于在今年年初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觉
村村史馆正式开放了。

村史馆的镇馆之宝，就是这封红军家书。
这，也是汤升昌留给后人的唯一遗念。因为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集贤县就曾两次派专人，跨
越千山万水找到他家，把烈士的家书、用品悉数
收集，陈列在了集贤县烈士纪念馆。感动过后，
汤万华心里泛起了隐隐的愧疚。幸亏，后来有
了这封家信的惊喜发现。1983 年退伍后，他偶
然在母亲夹纸鞋样的书籍中，意外打开了这封
折叠完好的红色家书！

每天晨曦微露时，汤万华都要带着小孙女
顺着家门口的柏油路，慢跑到村口，去看日出，
去看那棵巨大的樟抱榕。榕寄樟，樟抱榕，相生
相依，相偎相持，这多像是烈士和他们的祖国
啊！

恍恍惚惚，他仿佛看到英武的二伯正率领
村里的百余后生，在列队向父老乡亲“此致赤
礼”。他仿佛听到，山上的青橙、棚里的富硒丝
瓜，还有跑地的山鸡戏水的湖鸭，都在齐声声地
应和——“奉命胜利”“奉命胜利”……

题 记：

这是一页页残破泛黄的毛边
纸，这是一封封墨迹依旧清晰的红
色家书，“双亲大人……此致赤礼，
奉命胜利！”

这是三张略显斑驳的烈士证明
书：易冠美，1934年在福建省牺牲；
汤升昌，1946 年在黑龙江省牺牲；
欧阳洪长，北上无音讯……

毎一封家书，都是一位红军战
士的敬礼与冲锋，都是一个家族的
奉献与期盼，都是一代、两代甚至五
代人的心灵史、精神谱。

（压题图：于都河之夜 摄影：柳易江）

红色血脉红色血脉 汩汩流淌汩汩流淌
□ 柳易江柳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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