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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
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胜
利；所遭受的一切挫折，也恰恰是背离实事求是
思想的恶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贺龙、周
逸群、万涛、段德昌等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创
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过程，同样闪烁着实
事求是思想的光芒。

一、湘鄂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是践行实事
求是的生动体现

1、抓住有利战机，适时调整作战计划。
1928年1月中旬，受中共中央委派去湘西北

发动武装斗争的贺龙、周逸群抵达武汉。18日乘
小火轮离汉，按计划向湖南津市行驶。当船行驶
到监利观音洲时，贺龙从船上水手中了解到，观音
洲有一支团防队伍，10多个人，10多支枪。根据
实际情况，贺龙抓住有利战机，找团防队“借枪”，
缴了团防队的10多支枪，200多发子弹。21日，贺
龙一行抵达监利反嘴，与贺敬斋带领的队伍会
合。贺龙、周逸群带领特委在反嘴过春节期间，调
查了解到大土豪李振涛欺压农民的情况，立即为
民除掉了李振涛。随后，特委率领贺敬斋部在朱
河镇与下车湾之间的长江上袭击了国民党湖南
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军火船，缴获了一批军用物
资和数万发子弹，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贺龙、周逸群在由武汉到湘西北的途中，缴
团防队的枪，除掉大土豪，袭击军火船。每一次
战斗都是从实际出发，调整原定计划，抓住战机，
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案，连战连捷，在洪湖地
区荆江两岸，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

2、运用有利条件，顺势发起年关暴动。
贺龙、周逸群与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会合

后，随即与监利、石首、华容、沔阳等县委取得联
系。经过仔细调查，决定暂时留下来，与当地党
组织联合开展年关斗争。因为，八·七会议后,洪
湖地区有戴家场、剅口、周河湾等多处小规模的
秋收暴动，这些暴动打下了群众斗争的基础，特
别是锻炼提高了党组织的领导能力，组建了数支
农民武装，为创立工农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
地提供了初步条件。

贺龙、周逸群从实际出发，顺应洪湖地区若
干星火暴动汇成燎燃大火的趋势，决定发动荆江
两岸年关暴动。月底，鄂中特委派肖仁鹄率工农
革命军第五军到达监利下车湾，与吴先洲领导的
石首农民革命军和贺锦斋领导的监利游击队会
合，三支革命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十
九路军，贺锦斋任军长，由贺龙统一指挥。

四十九路军成立后，游击于监利、华容、石首
等地，所到之处，打土豪，分浮财，废租捐，焚契
约，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到2月中旬，共毙俘地主武
装和土匪 2000 余人，革命军发展到 1000 余人。
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使“所有邻近之沔阳、汉
川、潜江、公安、南县等地农民，均大动起来。反
动派方面，恐怖异常，虽各地有驻军防范，但多不
敢出地区一步”。

3、依托有利地形，逐步形成武装割据。
在取得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一定胜利之后，

四十九路军于 1928 年 2 月 18 日，攻打监利县
城。由于侦查的情报与攻城的实际相差甚远，敌
强我弱，攻城失败。2月下旬，湘西北特委在石
首焦山河召开会议，决定一路上山，由周逸群、贺
龙按照党中央原定计划，带领贺锦斋、李良耀等
10余人前往湘西；一路下湖，由肖仁鹄率鄂中武
装返监利、沔阳坚持武装斗争。

湘西北特委作出的上山下湖的决定，符合实
际情况。其一，山区湖区地距中心城市较远，国
民党统治力量薄弱，易于形成武装割据。其二，
上山，湘鄂边山岳相连，树林峡谷之间便于隐蔽，
尤其是贺龙在桑植地区威望高影响大，能够收集
分散的武装力量；下湖，洪湖南枕长江，北倚汉
水，地理位置重要，境内河湖星罗棋布，芦苇遮天
盖日，物产丰富，是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
好地方。对此，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他
说：“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
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区为大，仅
次于山岳地带一等。”“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
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
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历史事实正是如此。1928 年 3 月上旬，贺
龙、周逸群一行到达桑植洪家关，联合贺龙亲友
或旧部属领导的十几支互不辖属的派系武装，建
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经历几起几落，百折
不挠的斗争，通过运用学习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经验，红四军发展到4000多人，其“声势之大，确
使湘西敌人发抖”。同时，创建和巩固了湘鄂边
苏区。

1928年4月底，周逸群和贺龙在湘鄂边战斗
中失去联系后，返回洪湖地区。5月底，重新组
建了鄂西特委。新的鄂西特委在党的六大精神
指引下，联系本地区实际，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
策和策略，创造性地开展洪湖地区游击战争。
1929年8月，江陵、石首、监利三县游击队在监利
西北的严李场（今系汪桥严场、黄歇李场）会师，
正式成立鄂西游击大队，后又扩编为鄂西游击总
队。1930年2月5日，由鄂西游击总队改编的红
军独立第一师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监利县汪家
桥胜利会师，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4
月中旬，鄂西特委在石首调弦口召开五县工农兵
贫民代表大会,宣告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成
立，洪湖革命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湘鄂西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是坚持实事
求是的丰硕成果

1、贯彻中央精神，联系本地实际，建立洪湖
苏区。

1929年3月6日至7日，鄂西特委在江陵沙
岗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正确运用六大
精神，总结工作，认识了应克服的缺点错误；领会
了游击战争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是要做群众工
作；组织上健全了特委领导机构。因而，从政治
上和组织上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提供了重
要的保证。

鄂西特委和周逸群、万涛、段德昌等领导人
在斗争实践中贯彻六大精神，由于深入各地，从
实际出发，所以，能够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
措施，使得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有很大的进展。
到1929年夏以后，“在监利和洪湖附近一带，纵

横约五六十里，完全成为割据的形势，很能得到
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1929年12月间，在石首
袁家铺召开了鄂西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
通过的文件体现了六大精神，符合鄂西地区革命
斗争的实际，对鄂西地区革命斗争的继续发展，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鄂西特委及周逸群等领导人把中央精神与
本地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斗
争方针和策略。在党组织建设与党群关系上，提
出：“党在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团
聚在党的周围。”党领导下的赤色武装与广大群
众间血肉相联、鱼水相依的关系，是鄂西游击队
和革命割据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军事上，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游击战术。“避其锋
芒，击其无备”、“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
则跑，（敌）人少则搞。”等等。在根据地的创建
上，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波浪式发展”的正确
方针。正是这些符合实际的方针和策略，指引洪
湖地区的军民经过艰苦英勇斗争，逐渐创建和形
成了武装割据的洪湖根据地。

2、抵制冒险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巩固洪湖
苏区。

根据中央指示，1930年7月，红四军与红六军
在公安胜利会师，红四军更名为红二军，红二、六
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
书记、政委。红二军团前委在江陵普济观召开会
议，会议认为：要充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的有
利时机，发展洪湖苏区的割据形势，使分散的各块
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此决定以三个月为期，首先
集中力量，拔除洪湖苏区范围内的“白点”，肃清反
动民团武装，以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然后
向荆门、当阳、远安以至南漳、谷城发展，使洪湖根
据地得以巩固并与襄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发
展兴山、秭归、巴东，与湘鄂边连成一片，逐步把鄂
西根据地连成一体，从而控制江汉地区，使红二军
团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后方。

普济观会议的决定，符合党的六大提出的
“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现
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精神，符合洪湖地
区的斗争实际，是巩固扩大湘鄂西苏区的正确行
动计划。会后，红二军团分两路向东北挺进，扫
除了若干个据点，于7月29日占领潜江县城。至
此，洪湖地区的监利、沔阳、江陵与潜江等苏区连
成一片。

就在红二军团扫除洪湖苏区白点取得节节
胜利时，中央军委巡视员兼长江局军委特派员柳
直荀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坚持李立三“会师
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方案，要求红二军团攻打
沙市。按照长江局的指示，红二军团于9月4日
攻打沙市，经一昼夜顽强战斗，终不能克，红军伤
亡达千余人。攻打沙市失利的惨痛教训，并没有
使长江局军委特派员和鄂西特委负责人接受贺
龙和周逸群关于巩固洪湖苏区的正确主张。这
时，湖北省委又命令红二军团去打武汉，以实现
湖北省首先胜利的目的。红二军团在执行上级
指示的同时，兼顾当前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结
合实行普济观会议确定的方案，在两个多月的转
战中，扫除了洪湖根据地内大部分白色据点，发
展了洪湖苏区。

3、巧避“左”倾压力，共商务实方案，发展洪
湖苏区。

周小康、柳直荀不理解，也不满意红二军团
按普济观会议确定的方案作战，并多次向中央报
告红二军团的行动。为了纠正红二军团不盲目
服从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倾向，党中央派邓中夏
来到洪湖根据地。

1930年9月20日，邓中夏在监利周老嘴主持
召开红二军团前委军事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红
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
示。这时，普济观会议决定的“拔除白点，苏区连
片”的方案正在实施之中，邓中夏传达的中央指
示与普济观会议的方案显然有矛盾。周逸群认
为，置多年辛辛苦苦创建的洪湖根据地于不顾，
全军驱使于路途遥远的长沙，实在不符合洪湖根
据地的实际，不符合游击战争的原则。贺龙也赞
同周逸群的意见。会议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为了
取得邓中夏的支持，周逸群、贺龙既坚持从实际
出发，又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煞费苦心地提出
了一个方案，从存在矛盾的两个行动计划中找到
共同点。这就是红二军团在渡江南下之前先攻
监利县城。攻下监利县城既是执行中央渡江南
下指示的具体行动，也符合普济观会议的方案，
邓中夏表示同意。

1930 年9月22日，红二军团在10万农军配
合下攻占监利县城。攻打监利县城的胜利，是红
二军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更是红二军团
前委巧避“左”倾中央的压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的巨大胜利。随后，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在
监利县城北正街方松泰商号举行了联席会议。
决定改鄂西特委为湘鄂西特委，改鄂西五县联县
政府为湘鄂西联县政府。10月16日，湘鄂西第
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监利县城茶庵庙举
行，选举成立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标志着以
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三、湘鄂西根据地的挫折与丧失是违背实事
求是的血泪教训

1931年3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
鄂西根据地的夏曦到达洪湖地区。夏曦在湘鄂
西根据地，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完全背离了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
了严重损失。

1、路线上照搬“城市中心论”，脱离基本国
情。

1932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控制的中
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
利的决定》，夏曦领导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为了贯
彻上述决定，召开了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
会。会议再一次肯定了所谓以最大努力和鄂豫晥
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方针，并
且把它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基本发展方向。这种脱
离实际，不顾主客观条件的错误方针，使红三军一
再失利，损失重大。对于“左”倾错误，“红军中的
干部和地方党曾经进行过反复的斗争，但由于

‘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这些斗争同红军取得的
多次胜利，都未能挽救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失败局
面”，以致无法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2、军事上主张强打硬拼，否认游击战术。
1932年3月底，按照湘鄂西省军委计划，红

三军在京山瓦庙集7天7夜的阵地战，虽然消灭
敌人一个营，击落敌机一架，但红军伤亡1400多
人。5月23日，在天门张家场与敌激战8天8夜，
红军损失近千人。这都是执行“左”倾冒险错误
路线血的教训。与此相反，段德昌坚持灵活机动
的游击战术，1932年6月上旬，率红九师在监利
新沟嘴边打边撤，诱敌深入，围歼敌范绍增部3
个团，俘虏3000多人，缴枪2000余支。新沟嘴战
斗胜利的事实证明，段德昌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
战术，是打败敌人，保卫苏区的正确方针。但是，

“左”倾错误方针的推行者无视铁的事实，依然强
调贯彻执行湘鄂西党的“四代会”的决议，要全力
进逼武汉，饮马长江。后来，敌人第四次“围剿”
步步紧逼，苏区逐渐缩小，夏曦又反对贺龙、段德
昌等军事干部提出集中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
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意见，提出“两个拳头打
人”的方法，实行分兵把口，消极防御的作战方
针，最终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失败。

3、组织上大搞肃反运动，削弱革命力量。
在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紧急时刻，“左”

倾领导人在革命内部大规模地肃反，给根据地造
成了无法挽救的损失。其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
的党政军领导人受到错误的处理和诬杀。段德昌
在红三军退出洪湖，转战湘鄂边后，根据自己多年
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的经验，提出“打回洪湖，再
图发展”的主张，却被夏曦加上了“分裂红军”的罪
名，当作“改组派”杀害，牺牲前，段德昌沉痛而坚
定地对红军战士说：“共产党员砍脑壳也要讲真
话。”其二，“左”倾领导人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党
内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
打击。万涛、潘家辰等对夏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要求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湘鄂西苏区具体情势的
斗争策略，后来被当作“改组派”遭杀害。反“改组
派”为反动派最后绞杀根据地帮了大忙，成为湘鄂
西根据地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三，“左”倾领
导人在大敌当前，不是考虑如何扩大红军，巩固根
据地，而是把肃反作为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一大
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遭到错误杀害
和处理，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红军失去了大批优秀
的指挥员，极大地妨碍了反“围剿”斗争。其四，乱
捕、错杀使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整个革命队
伍中充满了恐怖气氛，这就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
量，挫伤了革命的元气，最后使得苏区丧失，红三
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一年
的时间，湘鄂西根据地一片一片逐渐丧失殆尽。
直接原因是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根本原因
是湘鄂西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完全背离创建和发
展湘鄂西根据地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贯彻执行王明“左”倾
教条主义路线。湘鄂西苏区的历史表明，什么时
候坚持实事求是，革命斗争就胜利，根据地就发
展；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革命斗争就失败，根
据地就丧失。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历史的成功经
验与血泪教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夺取新
的胜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
史进程中，阔步向前。

(此文转载监利县湘鄂西苏区历史研究会主
编的《湘鄂西》总第8期。)

浅谈湘鄂西苏区历史中的实事求是精神
□ 钱新民

监利县红色文化的发掘，对于弘扬苏区精
神，开发红色资源，促进老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我们要站在“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
的战略高度，以对国家和民族、对党和人民、对历
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好湘鄂西苏区红色
文化的研究、发掘、宣传工作，用苏区的伟大成就
激励人，用苏区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苏区的成
功经验启迪人，用苏区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充分
发挥湘鄂西苏区历史研究会在推进思想文化建
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要大力发掘红色文化，打响老区品牌
监利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伟大爱国诗人屈

原放逐时，沿监利古夏水东行，在离湖之滨沉吟
留连，为我们留下了气吞山河、催人泪下的千古
绝唱和“离湖读骚”的楚文化胜景。魏蜀吴赤壁
鏖战时，在监利境内留下了庞公渡、鲁洑江、鲁肃
桥、救曹田、太平桥、曹操败走华容道等不少三国
文化遗存。土地革命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监利，又创造了可歌可叹、激越澎湃的红色文化。

监利括洪湖西岸，扼长江南北，特有的地理
条件和人文环境使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在
监利风起云涌，波澜壮阔。1928年1月，贺龙、周
逸群等来到监利，革命风暴从洪湖西岸席卷开
来，创建了洪湖根据地。1930年9月，贺龙率领
红二军团，在十万农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克监利
县城，使荆江南北、湘西鄂西连成一片，湘鄂西根
据地很快形成。监利为洪湖根据地的开辟和湘
鄂西根据地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监利周老嘴是湘鄂西红色文化资源重要的
聚集地。1930年9月20日，贺龙、周逸群、邓中夏
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红二军团前敌扩大会议，决定
了攻打监利县城的军事行动和建立湘鄂西根据
地的发展方略。1931年4月，周逸群、段德昌率
红三军独立团以周老嘴为据点粉碎了敌人对洪
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并在此组建了红三军第
九师。1931年12月，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贫民
代表大会在周老嘴召开，大会产生了以崔琪为主
席的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月，湘鄂西
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党代会在周老嘴召开，大会正
式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省委。这个时期，周老嘴地
区形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周老嘴
成为湘鄂西红色首府，湘鄂西政治、经济、军事和
文化的中心，成为革命的发祥地之一。现在，周
老嘴有 48 处革命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这里的每一栋老屋都留下了贺龙、周逸群等
老一辈革命家奋斗的足迹，第一寸土地都留下了
他们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这是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监利是一块红色的热土，演绎着红色的革命

激情，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湘鄂西红色
革命在监利留下的革命遗址遗迹遗物、烈士陵
园、纪念场馆和革命历史、英雄事迹、文献资料以
及蕴涵其中的革命精神，是湘鄂西红色文化深刻
而丰富的内容，是堪与灿烂的楚文化、三国文化
媲美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要倍加珍
惜，认真总结，深入研究，合理开发，科学利用。
2010年12月24日，县委研究决定成立监利县湘
鄂西历史研究会，就是想同各位专家、学者和红
色文化研究爱好者，进一步加强对湘鄂西苏区历
史的研究，加快对湘鄂西文化资源的开发，彰显
老区人文底蕴，打响老区红色品牌，推进红色旅
游，促进共同发展。

二、要大力发扬红色精神，永葆老区本色
湘鄂西是一块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光

荣的土地培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英雄儿女，他们
的鲜血染红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也承载着他们
不朽的功勋和伟大的精神。他们为伟大理想而
奋斗的红色革命精神，构成一部壮丽的史诗，成
为激励后人奋斗不息的宝贵精神遗产和力量之
源。

湘鄂西的红色精神是革命先辈们的鲜血酿
成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夺取中国革命的
胜利，监利有近30万英雄儿女参军参战，就有10
万多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英勇献身，牺牲在监利
这块红色土地上的有54800多人，已查清登记造
册的有6677人，鲁易、柳直荀等著名烈士就长眠
在监利大地上，仅柳关一地就埋有1.2万红军将
士的忠骨。

崔琪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杰出的领导人之
一，曾先后任监利县委书记、湘鄂西临时省委书
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9月，红
军主力撤离洪湖苏区后，在坚持洞庭湖区的游击
战争中，崔琪面对敌军大兵压境，镇定自若，指挥
洞庭湖游击队，顽强抵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
次的进攻。战斗十分惨烈，尸横遍野，血流成
河。激战中，崔琪不幸中弹倒下，大部分游击队
员壮烈牺牲，敌人将昏迷中的崔琪缚住抬往华容
县城。狱中，苏醒后的崔琪在敌人的盘问拷打面
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
坚强的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
说：“砍头不要紧，革命意志坚，留得豪气在，教我
后辈人。”敌人恼羞成怒，竟惨无人道地砍下他的
头颅悬挂于华容县城的城门上。他牺牲时，年仅
33岁。

我们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革命
先烈的光荣传统，就是要弘扬他们为中华民族的
独立解放，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弘扬他们
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忠于党、忠于

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弘扬他
们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弘扬他们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百折不回的大无
畏精神；弘扬他们能屈能伸，置个人荣辱于度外，
革命大业高于一切的精神；弘扬他们不为金钱美
色、高官厚禄所诱惑，大公无私，勇于奉献的精
神；弘扬他们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正确对待名
誉地位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今天，在建设美好家
园的和平时代，湘鄂西的红色革命精神像一盏明
灯，指引我们继续同困难作斗争，激励我们为振
兴老区而努力奋斗！

三、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促进老区建设
湘鄂西根据地是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建立

起来的，它是全国唯一的湖区根据地，是湘鄂西
人民在中共湘鄂西党组织的领导下，在长期艰苦
卓绝的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为中国革命作出
了巨大贡献。历史已去，风范长存，硝烟虽远，胜
迹犹在。红色旗帜招引下的革命战争，为我们留
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形成了厚重而系统的
红色文化资源，为今天瞻仰革命胜迹、繁荣老区
红色旅游奠定了“原始资本”的基业。

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发展文化产业，寻

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每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的地
方不容忽视的发展战略。发展红色旅游既是文
化工程、政治工程，更是一项经济工程、民生工
程。这些红色遗址、纪念场馆、烈士陵园等文化
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是社会主义思想文
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对普
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爱
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动革命老区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洪湖根据地是湘鄂西苏区的中心。湖上风
景如画，沿湖遗迹如云，是生态观光旅游和红色
文化旅游相结合的理想景区，具有巨大的开发
潜力。剅口是监利县在洪湖西岸的一个小集
镇，三面环水，地形独特，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的战略后方，兵工厂、学校、医院、被服厂、后方
留守处等后勤机构的旧址依稀可见。1927年9
月10日，剅口地区的农渔民在鄂中南部特委的
领导下，举行了秋收起义；11月，洪湖地区各县
的暴动武装汇集到剅口柳蚌湖，成立了工农革
命军第四军。1929年6月，周逸群、段德昌在剅
口三屋墩建立了洪湖游击总队，并举办了军政
干部训练班。1930 年 7 月，贺龙等根据湘鄂西

根据地的发展形势，在剅口营建了湘鄂西根据
地大后方，先后设置了湘鄂西红军兵工厂、红军
后方总医院和红二军团后方留守处，剅口被誉
为“水上红色堡垒”。1932 年 9 月，湘鄂西中央
分局、湘鄂西省委机关撤离洪湖苏区，当时红军
总医院伤病员和革命军民 5000 多人惨遭敌人
杀害。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代，湖北省民政厅于
1969年在剅口修建了红军烈士陵园。但还有不
少重要的荒废的甚至正在被灭失的红色革命遗
址，需要进一步得到保护和开发，使其发挥应有
的作用。

红色文化资源闲置不用，就是一堆废墟；有
效的开发利用，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党
和国家已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强
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文化
建设、推进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湖北省委、省
政府正在实施“两圈一带”战略，把鄂西生态文化
旅游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引擎，
为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老区人民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让我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力
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加快发展红色文化旅游，加
强合作，携手并进，为促进老苏区的跨越发展作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弘扬红色文化 促进老区发展
□ 冯传武

图为洪湖军事政治学校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