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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3
月 30 日，红岩联线管理中心
举行座谈会，重庆红岩精神研
究会的专家学者、党史和文
物部门相关负责人等近20人
汇聚一堂，就如何进一步传
承和弘扬红岩精神、高质量
服务好党史学习教育等提出
真知灼见。

与会专家认为，红岩精神
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
人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
富。40 年来，在老同志的带

领和中央党史部门的领导
下，红岩精神研究涌现

出许多重要成果。
“我们要以历
史为基础，以科

学理论为指导，努力提高红岩精神研究的
科学化水平。”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
勇已系统研究红岩精神近40年，他说，毛
泽东、党中央是培养红岩精神的领导者、参
与者，周恩来、南方局是红岩精神的创造
者、培育者，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源头；歌
乐英烈和《红岩》小说描写的英雄群体，是
红岩精神的继承者、传承者。但是，我们不
能将真实的“红岩精神”与文学作品《红岩》
混为一谈。今天的专家学者应站在前人的
肩膀上，深入发掘和整理史料，从真实的历
史出发，深入研究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让
红岩精神活在当下，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
强大力量。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
荣历史。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
说，向公众讲述红岩精神，革命文物是重要
的载体。相关部门除了修缮红岩革命文物
遗址，还应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致力于将遗
址建筑中住过哪些人、发生过哪些事讲明
白，并依托遗址规划红色旅游线路，这样才
能真正让文物活起来。他还建议，应制定和

出台红岩精神研究的长远规划，明确研究方
向，进行重点突破。

如何推动红岩精神的传承弘扬，让红
岩精神滋养青少年心灵？西南大学原党
委书记黄蓉生建议，应编纂出版适合公众
和青少年阅读的普及读本，并通过展览、展
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让红岩精神助力青
少年健康成长。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徐茂华介绍，该校打造了“红岩精
神展览室暨余祖胜烈士事迹陈列室”，成为
该校新生入学时进行红色基因学习教育的
重要场所，“红岩精神让青少年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

红岩联线管理中心主任马奇柯说，红岩
联线管理中心将深入做好红岩精神的研究
和阐释工作，举办精品展览、论坛和红岩革
命故事展演等活动，着力提升红岩精神的影
响力；还将推进红岩文化公园建设，推出系
列红岩精神文创产品、文艺作品，建好用好
红岩干部学院，精心开展红岩革命文物遗址
的本体修缮和复原陈列布展工作，让红岩精
神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陈维灯

3月15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
界镇土门村土门河上，5座高大的钢筋混凝
土桥墩矗立着。虽春雨淅沥，但小河两岸均
有挖掘机在抓紧施工。

“这条通向南腰界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旅
游公路，全长16.16公里，从沿（河）印（江）松
（桃）高速公路晓景互通连过来，有望在6月
底全部完工。”南腰界镇副镇长甘红光介绍，
南腰界地处重庆酉阳、秀山，贵州沿河、松
桃、印江5县交界处，距酉阳县城105公里，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连上晓景互通后，不
仅能让南腰界多一条与外界连通的通道，也
有助于南腰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创建4A级
景区。”

沿着未完工的红色旅游公路行至南腰
界场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立于场镇三岔路
口中央的贺龙铜像，还有“贺龙大道”“红军
中街一路”“红军中街二路”等路牌。它们提

醒记者：这里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

红三军以南腰界为大本营
建立黔东特区

1934年6月，贺龙、夏曦、关向应率红三
军在这里驻扎，建立了南腰界大本营，创建
了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特区。1934年
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为
中央红军先遣探路，与红三军会师后，于10
月27日在这里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然后又从
这里出发，发动湘西攻势，开启策应中央机
关和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新征程。

那么，贺龙为什么选择南腰界作为红三
军的大本营呢？

“贺龙早年赶马运盐行走湘鄂川黔边境的
时候，曾到过南腰界，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风
土人情、物产等比较了解。”甘红光介绍，“红三
军选择南腰界作为大本营有三个原因：一是
地处两省交界处，交通闭塞，国民党统治力量
薄弱；二是层峦叠嶂，西有乌江天险，南有梵
净山为屏，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三是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容易筹措物资。”

贺龙率红三军进入南腰界后，把司令部
设立在南腰场上的余家桶子大院，并在南腰
界建立了4个乡苏维埃政权，组建了4支游
击大队和19支游击分队；8月1日，又成立南
腰界区苏维埃政权，随后开辟了以南腰界为
中心的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

10月27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共8000
多名指战员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
会，大会由任弼时主持。任弼时宣读了中

共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并就当前
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大会发布了策应
中央红军转移及两军团会师后的行动方
案：一是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
领导集体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二是将红
三军恢复为红二军团番号，同时对部队进
行了整编；三是立即开展湘西攻势，主动进
攻国民党军队，以策应中央红军转移；四是
重组黔东独立师留在川黔边根据地坚持斗
争，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挺进湘西。最
后，贺龙宣读了部队整编、干部任命以及两
军行动的命令。

他们坚信
红军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今天，南腰界依然保存有红三军司令部
旧址等革命遗址景点56处，是渝东南革命遗
迹遗址保存最多、最完整的地方之一。

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陈列室里，有一份写
于1934年9月15日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给
中央的报告》手迹。这份1万多字的《报告》，
是关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系统而详尽的珍
贵文献。

陈列室里，还陈列着贺龙挑灯夜战的油
灯，以及当年红军用过的毛毯残片和破烂不
堪的军衣。

行走在南腰界场镇红军街上，当年红军
战士书写的“共产党十大政纲”“红军不拉夫
不筹饷”等宣传标语仍清晰可见，红军大学、
红三军宣传队、司号排、没收委员会、油印办
公室、传令兵住址等依然保存完好。

在当年红军住过的杨家寨，保存有红军
医院和南腰界乡苏维埃政府旧址。

在“红二、六军团贺龙同志办公处”，甘
红光掀开办公室里的一块石板，下面是一条
黑黝黝的地下暗道。“它是革命前辈当年与
敌人斗智斗勇的见证。”甘红光说。

“南腰界的革命遗址之所以能够保存得
如此完整，是因为南腰界人民群众的世代守
护。”甘红光介绍，红军主力撤离后，国民党
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对游击队员、苏维埃干
部、掉队的红军、红军家属及苏区积极分子
进行大肆搜捕和血腥屠杀。“在白色恐怖中，
川黔边革命群众在黔东特委的领导下，转入
了长期隐蔽斗争。他们坚信红军总有一天
会回来的。”

为了把红军书写的标语和革命纪念物
品保存下来，南腰界人民想了许多办法。他
们用加了盐的石灰水填写标语，再用黄泥覆
盖，或用木炭、锅烟涂抹，使得《共产党十大
政纲》等红军标语完好保存至今。

大多数红军机构遗迹集中在今天被称
为“红军街”的一条石板街上，不少人家都选
择在老宅背后另起新房，让石板街得以保留
原貌。“每年清明、七一、八一等日子，镇上的
干部群众都会自发为红军烈士墓敬献花
圈。”甘红光说。

发展红色旅游
推进革命老区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

沿杨家寨的石板路拾级而下，甘红光带
着记者来到了杨家寨红色文化广场。

他介绍，杨家寨红色文化广场于2018
年初开工建设，占地3000余平方米，总投资
300万元。广场上设置了9块浮雕，分别讲
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南腰界开辟川
黔边革命根据地、建立游击队、开展土地革
命等故事。

2011年，酉阳县党员干部和群众还自发
集资，修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六军团
会师纪念塔。

早在1986年，酉阳县政府就拨款修复
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遗址和红二
六军团会师纪念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曾跟随贺龙一起创建南腰界革命
根据地的廖汉生将军为南腰界纪念馆题写
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的馆
名，萧克将军也为会师纪念亭题字。

红军战斗、工作、生活过的众多遗迹
遗址，为南腰界发展红色旅游创造了条
件。甘红介绍，下一步，南腰界将充分利用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新机遇，积极探
索和促进红色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纵横
向联合，拓展红色旅游产品类型；加强红
色旅游资源与周边自然山水、田园风光、
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整合，实现从封闭
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新业态
新模式新动能新发展转变；以红色旅游资
源为引领，充分利用生态资源、特色民俗
文化和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休闲农业、
山区综合开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和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相结
合，推进南腰界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打
造全国革命老区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示
范地。

当地群众世代守护

南腰界56处革命遗址保存完整

科学研究 活化文物 编纂读本
专家学者为传承弘扬红岩精神建言献策

▲

1 月 29
日，南腰界场镇

“红军街”，当年
红军战士书写
的“共产党十大
政纲”“红军不
拉夫不筹饷”等
宣传标语仍清
晰可见。

▲

1 月 29
日，酉阳 土 家
族苗族自治县
南腰界 镇 ，中
国工农红军第
三 军 司 令 部
旧址。

1927年3月31日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27年3月31日 重庆发生震
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为抗议1927年
3月英国、美国军舰炮轰南京事件，中
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
派）于3月31日在通远门打枪坝召开
群众大会，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
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
国，支持北伐战争，拥护武汉国民政
府。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四川军阀和
反共势力派出便衣武装包围会场，开
枪射击，造成死者300余人，重伤者七
八百人，轻伤者不计其数，酿成三三一
惨案。其中国民党左派党员、著名经

济学家漆南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
派）监察委员陈达三当场牺牲。惨案
发生后，四川军阀还派兵封闭国民党
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
联会，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
士，冉钧、杨闇公等党的负责人相继
被捕牺牲，中共重庆地委遭到严重破
坏，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也被
彻底摧毁，轰轰烈烈的四川大革命运
动迅速陷入低谷。三三一惨案同赣州
惨案、九江惨案、安庆惨案一样，是蒋介
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次
预演。

重庆发生震惊全国的
三三一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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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贺龙率领红三
军来到武陵山腹地的酉阳南腰
界，建立革命政权，创建革命根
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红军在这
里生活、战斗长达半年之久，播
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离开后，
留下了数十处革命遗址。这些
遗址的现状如何，记者近日前去
进行了探访。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