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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特“南翼”，打造独具魅力的
红色文化传承带

周 琴

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根据资源禀

赋、区位条件和发展现状，把泸州市划分为三个主体功能区，其

中古蔺县、叙永县划为“南翼”地区。“南翼”地区因四渡赤水战役

而载入史册，红军在“南翼”地区表现出信念坚定、核心有力、实

事求是、群众路线、对党忠诚的精神品质，留下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为做特“南翼”，市委把建设以“四渡赤水”为重点的红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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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承带摆在首位，这是纲举目张的正确决策。

一、“南翼”地区具有深厚的红色底蕴

“南翼”地区是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转战地。四渡赤水战役自

中央红军 1935 年 1 月 19 日离开遵义开始，到 5 月 9 日主力部队

渡过金沙江，历时 111 天，其中在“南翼”地区转战时间跨度 54

天。1935 年 1 月 29 日，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土城、元厚等地一渡

赤水，进入泸州境内。2 月 2 日至 4 日，红一军团第 2 师和直属

队攻打叙永失利，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暂时无法执行，决定

改向分水岭、水田寨、扎西等方向前进。2 月 3 日至 5 日，中央

政治局召开“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完成常委分工。2 月 4 日是

农历正月初一，红军在石厢子召开群众大会，这是中央红军在长

征途中度过的唯一春节。2 月 10 日至 2 月 14 日，中央红军调整

战略转移方向，迅速脱离川滇国民党军的合击，回师川南，于 2

月 15 日进驻古蔺县白沙场，在鱼塘湾崔家祠堂召开会议，拟定

二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2 月 18 日至 21 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太

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后，5 天之内

攻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中央红军于 3 月 16 日晚至 17

日，从茅台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古蔺县境内，大部队在

赤水河附近隐蔽休息。3 月 21 日晚至 22 日，中央红军主力从太

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等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离开川南，重入

黔北，将国民党军队甩在赤水河以西地区。

川滇黔三省的广阔地域和山川纵横的地形地貌，为毛泽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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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意之笔”提供了绝佳的舞台。由于党史上遵义会议、扎西会

议的影响力很大，以至于四渡赤水战役在泸州的历史显得黯然无

光；由于泸州的地理位置处于云南和贵州中间，以至于四渡赤水

在泸州转战的历程和发生的事件常常被一笔带过。但古叙为红军

长征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古叙为红军提供了安全的休整环

境和充足的粮草补给。红军先后两次在贵州打了败仗，面临无处

可去的绝境，唯有进入“南翼”地区，才能暂时避开强敌，获得喘

息之机。长征时期，黔北土地贫瘠，有“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

银”之说，而一河之隔的古叙则物产丰富，尤其是太平、二郎等

商贸重镇，经济繁荣，中央红军三进三出泸州，“南翼”地区一次

又一次为这支严重缺乏后勤保障的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物资补给。

叙永县位于赤水河的上游，倒流河和渭河在水潦彝族乡岔河

村的“鸡鸣三省”大峡谷交汇后，正式称为赤水河，因此叙永县是

赤水河第一县。1935 年，中央红军的一支先遣部队，在当地船

工赵兴和等人的帮助下，渡河到云南，为红军主力从石厢子进入

扎西集结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在叙永县的赤水河沿岸，因山势平

缓和特有的河谷干热气候，大量种植脆红李、桃子、甜橙等果树，

每到春天，漫山遍野桃李争艳；每到秋天，赤水河畔硕果累累。

这是赤水河的自然属性给予叙永的厚爱。

赤水河是川盐入黔的交通要道，长征时期，古蔺县二郎镇、

太平镇是赤水河中游的商贸重镇。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先

后两次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东渡赤水河，进入贵州。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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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太平镇毛泽东住地旧址的荣盛通盐号，建成红军长征纪念

馆，这是第一个四渡赤水战役纪念馆。1977 年 8 月 1 日，太平

渡渡口纪念碑落成，这是第一座四渡赤水战役纪念碑。在二郎镇、

黄荆镇等地，还有几处纪念碑，落款是上个世纪 70、80 年代。

加上太平和二郎保存完好的古镇和渡口，形成了四渡赤水遗址

群，为古蔺红色文化传承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这是历史给予

古蔺的厚爱，更是一代代古蔺人民对红色资源接续保护而获得的

馈赠。

二、做特“南翼”，合力写好三篇“红色文章”

（一）合力保护红色资源

中央红军在泸州行军总里程约 6590 里，其中在叙永行军里

程是 2310 里，在古蔺行军里程是 4280 里。“南翼”地区的大部分

乡镇都留下了长征的遗址遗迹。经过 80 多年历史积淀，很多地

方修建了纪念碑、烈士陵园、纪念场馆等，大大丰富了“南翼”

地区的红色资源。

“南翼”地区四渡赤水红色资源有 10 余种有形文化类型，包

括渡口、战斗遗址、会议旧址、纪念碑、纪念塔、烈士陵园、领

袖住地旧址、红军驻地旧址、纪念馆、陈列室等，这些都是开展

红色教育和红色旅游的重要载体。经市委党史研究室普查，“南

翼”地区涉及四渡赤水的遗址遗迹有 209 处，其中古蔺县 171 处，

叙永县 38 处。这些遗址遗迹比较分散，保护程度参差不齐，开

发和利用也有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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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翼”地区的红色资源保护，应依法进行，通过深入贯彻落

实《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红色资源采

取科学规范的保护措施。

“南翼”地区的红色资源保护，应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相关部

门统筹、协调、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

“南翼”地区的红色资源保护，应充分利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泸州段”建设的契机，重点抓好保护管控区、主体功能区的高水

平建设保护。

（二）合力开展红色教育

“南翼”地区是毛泽东成就军事指挥“得意之笔”的地方，是生

动践行伟大长征精神的地方。用好“南翼”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

育，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这是“南翼”

地区的光荣使命和政治任务。

“南翼”地区的红色教育，以开展党员干部党史党性教育为引

领。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州四渡赤水分院分别设立古蔺校区和叙

永校区，“南翼”地区是分院开展现场教学的必达目的地。近年来

在各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南翼”地区的红色教育进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

“南翼”地区的红色教育，要着眼于培养先锋分子。毛泽东同

志曾说过：“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

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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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

天，党和人民同样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这样的一大批

先锋分子，不可能自然长成，而红色教育，是培养先锋分子的重

要途径。“南翼”地区红色资源所承载的历史和精神，有利于青少

年开展研学实践，接受红色教育，让他们在历史发生地钻研革命

历史，学习长征精神，锤炼意志品质，树立远大志向。把青少年

培养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先锋分子，“南翼”地区责无旁贷。

（三）合力发展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比红色教育的受众更广，方式更灵活，既可以观光

赏景，又可以接受红色教育，因而成为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一种

主题旅游形式。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红色旅游生态环保，又可

充分展现地方特有的历史文化，提升地方的影响力，所以红色旅

游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发展和打造品牌形象的重要抓手。

“南翼”地区要利用好红色资源，系统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

和景区景点，建设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示范路，联动周边地区共建

红色旅游生态圈，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增强泸州红色文化

的表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南翼”地区要充分发挥遗址遗迹、文物、纪念场馆的载体作

用，以游客喜欢的方式，把他们带入沉浸式体验，结合有深度的

现场解说，讲好革命历史故事，寓教于游，普及红色教育，让红

色文化惠及更多人。

“南翼”地区要充分融合自然风光，提升旅游幸福感。奔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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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险峻的“鸡鸣三省”大峡谷、避暑胜地黄荆老林等，这些

“绿色”元素不但可以为红色旅游加分添彩，还可以拉长红色旅游

线路，促进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带动地方特色农产品的销

售，助力乡村振兴，提高红色旅游的经济效益。

三、做特“南翼”，打造主题鲜明的红色圣地

（一）古蔺县：以四渡赤水战役系列战斗和白沙会议为依托，

打造军事战例和军事思想研究基地。

四渡赤水战役是若干战斗的总和。在古蔺发生的战斗类型多

样，遗址丰富。火烧寨攻坚战、云庄围歼战、长坝槽防空战、镇

龙山奔袭战、二郎滩背水战、太平渡阻击战等战斗都发生在古蔺

境内，这些战斗对于研究长征途中红军的军事活动具有重要价

值。

火烧寨攻坚战发生在黄荆镇。1935 年，进入古蔺地域的红

军右纵队奉命前往叙永，打通北上泸州渡江的道路，桂花场火烧

寨，是红军前往叙永的必经之地。2 月 1 日，师长李聚奎、政委

黄甦指挥红一师，与川军周瑞麟团在火烧寨展开激战，取得胜利，

打通了进军叙永的通道。火烧寨攻坚战是长征途中以“打”开辟道

路的代表性战斗。这场战斗留下了轿子顶哨所、石寨战壕等遗址。

云庄围歼战发生在观文镇。云庄是古蔺大土豪、区团总曾庶

凡的庄寨，建有坚固石墙，庄内常驻有大量团丁和家丁。红军长

征中两次经过云庄。第一次是红军一渡赤水后前往石厢子集结，

途经云庄，庄主命令团丁枪击红军，杀害负伤掉队的红军。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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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 1935 年 2 月 15 日至 16 日，从扎西回师东进途中，再次经

过云庄，为打击地主武装的嚣张气焰，确保红三军团驻地安全，

红十二团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率领两个连围攻云庄，取得胜利。

云庄围歼战是红军长征途中武装“打土豪”的代表性战斗。这场战

斗留下了云庄四渡赤水战斗遗址、土炮“二将军”等文物。

长坝槽防空战发生在茅溪镇。三渡赤水之后，红军大部队在

古蔺县境内赤水河附近隐蔽休息。为了掌握红军动向，敌人派出

飞机低空侦察和轰炸。1935 年 3 月 18 日，经红军总参谋部批准，

警卫营机枪连利用四挺改装的机枪，仅用了 85 发子弹，在长坝

槽击落一架敌机。打下敌机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亲临部队慰

问，4 月 5 日《红星报》图文并茂报道了这次防空战斗的胜利。

这场战斗留下了长坝槽击落飞机遗址。

镇龙山奔袭战发生在龙山镇等地。1935 年 3 月 20 日，朱德

给红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发电，命令“一军团应留一个团在镇

龙山，今日向古蔺游击惑敌”。红三团奉命执行这一军事任务，

伪装红军主力，作出北渡长江的架势，快速奔袭镇龙山，佯攻古

蔺城。胜利完成佯攻任务后，红三团于 3 月 21 日从太平渡渡过

赤水河。这场战斗是佯动惑敌的经典战例，在军史上颇有名气。

古蔺还发生过红军后卫部队担任掩护作战任务的太平渡阻

击战，发生过红军先遣部队担任前锋攻击作战任务的二郎滩背水

战等。在古蔺发生的系列战斗，涉及红军的多支部队，作战方式

和作战目的各不相同，留下了大量遗址遗迹和历史资料，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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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专家和军事爱好者研究长征中红军的军事活动提供了标本

式的现地条件。因此，古蔺适宜建设军事战例研究基地，突出军

事主题，开展军事教育和研究。

根据扎西会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决定，中

央红军从云南折返贵州的途中，经过古蔺白沙场。1935 年 2 月

15 日至 16 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王稼祥

等领导人在崔家祠堂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史称“白沙会议”，这

次会议主要研究二渡赤水的作战部署，发布了几个重要文件。

《朱德关于我军东渡赤水河的计划致各军团电》（即二渡赤

水河行动计划）把王家烈的黔军作为二渡赤水河以后的作战目

标，主要作战地域是贵州的桐梓一带。《改变渡江计划创造川滇

黔边根据地》是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联合发出的电文，该电文

向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告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的原因和

渡河后的打算，提出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区创造新的苏

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该电文对促进

几路红军团结一致共度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联合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总政

治部向各军团政治部下达《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

示》，这两份文件，向广大红军指战员阐明了回师东进的原因，

并强调，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必

须百倍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

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了红军指战员对作战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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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路线的疑虑，统一了全军思想，增进了队伍团结，树立了必

胜信念，为二渡赤水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革军委估计到二渡赤水进入贵州以后在黔北筹粮的困难，

为了确保在桐梓地域作战的胜利，朱德发布了《关于筹粮的通

知》，要求部队在当地尽可能筹集到更多的粮食。

上述文件，是研究遵义大捷的重要军事文献。白沙会议是毛

泽东重获军事指挥权之后，正式履职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

白沙会议深入研究对黔军的作战计划，做出周密的军事部署，进

行有力的战前动员，并在古蔺境内筹集到充足的战备物资。白沙

会议的直接成果是确保入黔作战取得胜利，体现了毛泽东等人运

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上述文件，是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白沙会议重

新确立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此后中央红军在运动战方针指导

下，高度机动，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

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运动战方针

的确立，对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打得

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对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

如果说土城战役和鲁班场战斗失利，红军两进泸州是“打不赢就

走”的集中体现，那么遵义大捷就是“打得赢就打”的成功战例。

白沙会议原本的作战部署是在桐梓地域消灭王家烈的部队，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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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桐梓之后，军委马上命令会攻娄山关，夺占娄山关之后，红军

迅速拿下遵义城，并对溃逃的吴奇伟部展开追击。毛泽东等人及

时抓住有利战机，迅速扩大战果，体现了运动战高度的机动灵活

性。白沙会议是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经典教材。

（二）叙永县：以“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和川南游击纵队为

依托，重点开展做到“两个维护”和增强“四个意识”的教育。

1.“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是开展“两个维护”教育的经典案

例。1935 年 2 月 3 日至 5 日，中央政治局在叙永县石厢子召开

会议，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最重要的

成果，就是落实了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的决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重新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

共中央负总责，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

是自 1932 年毛泽东被取消军事指挥权之后，第一次在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以“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身份，正式取得

党和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此后，以中革军委或朱德名义发布的行

军作战命令，均经过毛泽东看过后，由周恩来签发。时任红三军

团政委的杨尚昆后来回忆说：“他（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毛泽

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

领导地位。”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这次会议完成常

委分工后，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

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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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

只有全党坚决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党从血与火的考验中总结

出的宝贵经验，集中体现党的坚强政治执行力。以史鉴今，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征程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2.川南游击纵队的斗争历程是开展“四个意识”教育的生动

教材。1935 年 2 月，中革军委在扎西颁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

命令》指出：“一、三军团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余

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

队在地方活动”。根据扎西会议的决定，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

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川南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1935 年 2 月 18 日，中革军委抽

调的 400 多名红军和叙永特区游击队汇合，在叙永五龙山召开纵

队大会，正式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川南游击纵队共有 600 多人，

其中党员 100 多名，团员 70 多名。从 1935 年 2 月成立，到 1937

年 1 月主体斗争基本结束，川南特委率领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

边区 20 余县迂回穿插，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开辟新苏

区，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https://baike.so.com/doc/6204205-6417472.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232465-250240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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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

为党尽责。”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的革命先辈是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的典范。

一是政治意识强。川南游击纵队在三省“会剿”的险恶环境中

顽强斗争、不怕牺牲，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川南特

委的坚强领导。川南特委的领导人，大多是久经考验的领导骨干，

他们对党忠诚，革命信念坚定。纵队在离开红军主力不久，就与

中央失去联系，又正值川南黔北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上面

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下面缺乏地方党组织的支援配合，在如

此不利的情况下，特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守共产党人的理

想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格遵守政

治纪律，带领纵队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以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

不折不扣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二是大局意识强。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

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周恩来在留下来的干

部动员会上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坚持抗战，不抗战就

没有出路，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抗日救国的宣言已经发了，

要树立长期同敌人作战的思想。”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要服

从的大局，是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纲领，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

坚决的斗争，是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特委和纵队正确认识大局、

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以悲壮的斗争历程践行大局意识。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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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促进边区各族人民的觉醒，播撒革

命的火种。面对敌人的残酷“会剿”，特委和纵队以大局为重，没

有隐蔽保存实力，而是连续作战，天天转移，暴露自己，打击和

牵制大量敌人，付出巨大的牺牲，成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

三是核心意识强。在叙永落堡村胡泽云家房屋墙壁上，留下

了川南特委的珍贵遗迹——《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

这是纵队司令部秘书、女红军阚思颖于 1935 年“五一”国际劳动

节用毛笔书写而成的。该纲领旗帜鲜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为工农民众的自由利益而

斗争”，并号召先进的工人、贫苦农民、坚决英勇的教员学生加

入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青年团，为川南的苏维埃而斗争。

全文总共十二条，每一条都有“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字样的内

容。《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是牢固树立核心意识的

典范，体现了特委和纵队坚决拥护党在革命斗争中的核心领导地

位、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坚决听从党的指挥的坚定政治立场。

四是看齐意识强。面对敌人的疯狂围攻，特委坚定不移执行

党的路线，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委是纵队的领导核心，

是川滇黔区群众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特委和纵队领导人戴元

怀、张凤光、徐策、余泽鸿、刘干臣、李青云等向党中央看齐、

向党的决策看齐，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前赴后继，

接续扛起斗争的旗帜，指挥纵队英勇作战、顽强斗争，先后壮烈

牺牲。在叙永烈士陵园的台阶两旁，安放着纵队领导人龙厚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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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春鉴的雕塑。他们被敌人杀害在叙永水潦乡，敌人还残忍地割

下龙厚生的头颅和曾春鉴的左手送到云南水田寨悬挂“示众”。

（作者周琴系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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