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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 ，湖
南省平江县嘉义公社芦头大队孔

凡喜家里来了几位陌生的客人。
大队党支部书记对孔凡喜说：

“老孔，这是上面来的干部，要你配
合寻找一个人的坟！ ”支部书记的
语调沉重，表情严肃。

孔凡喜向那几个人看了一眼，
个个都表情严肃。 有个 70 岁左右
的白发老妇 ， 一身北方妇女的打
扮，操着很浓的河南口音。 一位说
平江话的女同志看上去 60 来岁 ，
个子不高，端庄秀气。

支部书记问孔凡喜 ：“你晓不
晓得严司令员葬在哪里？ ”

孔凡喜曾听父亲孔庆贵讲过，
当年红十六师参谋长后升为司令

员的严图阁牺牲后就葬在这芦头

深山中。
说平江话的女同志叫朱引梅。

她对孔凡喜说 ：“我原是严司令员
的兵，我丈夫涂正坤你可能听说过
吧 ，当时葬严司令员时 ，我同丈夫
老涂在场，还有傅书记、钟主任。 ”
她理了理头发 ， 接着说 ，“算到今
天，已是 37 年前的事了，当时我 25
岁。 我只记得那天下午，由几个省
委的同志和你父亲将严司令员的

遗体抬到一棵大树下面匆匆下葬，
当时大家心情异常沉重，一一脱帽
为他致哀 ，并行军礼 ，快到天黑时
分，才将他葬好。 为防止反动派刨
尸，坟头上还盖了很多树枝。 ”说到
这里 ，朱引梅哽咽着 ，泪水夺眶而
出。

那个白发老妇也呜咽起来。 她
是严图阁的妻子马老太太，自从严
图阁当兵后， 再也没见过一面，这
次她以亲属的身份来寻找丈夫的

遗骨。
一行人从孔凡喜家里动身又

走了 20 多华里， 来到了桐木洞一
户人家 ，这户人家姓鲁 ，户主叫鲁
忠恒。 支部书记向他说明了来意：

“老鲁， 这些同志是来自河南的干
部 ，是从严司令员家乡来的 ，专门
来寻找严司令员遗骨的。 ”

晚饭是茴丝饭， 还有一些山里
的笋干、萝卜、白菜、鸡蛋等。 几个
人围着火炉边吃边聊，听朱引梅讲
红军故事……

夜已深沉 ，芦溪叮咚 ，山鸟鸣
唤。

风 吹 着 松 树 发 出 阵 阵 涛

声 ……
第二天一早，顺着小路，由朱引

梅带领，孔凡喜和鲁忠恒拿着砍柴
刀边砍边走，支部书记拿着锄头和
其他同志随后。

用了将近一个钟头，终来到了
鹰嘴岩。

朱引梅指着那块岩石说：“严司
令员由于身受枪伤 ， 又患有肺结
核 ，只好躲在这里一边养伤 、一边
指挥作战，也只有湘鄂赣省委的同
志才晓得他这个秘密地点，我丈夫
由于工作的关系也常来这里。 ”

37 年过去了， 曾经的指挥所，
而今只剩下一块巨大的岩石，在巨
石下面曾生过火的痕迹还依稀可

辨，烟熏的痕迹历历在目。
朱引梅带领大家从岩石往下面

走，因为她清楚记得严司令员下葬
时的情景 ，坟对面是山坳 ，前有一
深谷 ，旁有一棵松树 ，左边是一条
水沟……

1935 年 6 月，正是白色恐怖最
严重时期，红十六师在湖北通城麦
市遭到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

围剿 ，省委书记傅秋涛 、红十六师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和省军区参谋

长严图阁等带领队伍被迫回到平

江黄金洞芦头一带。 1936 年省委决
定由严图阁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

严图阁和战友们并没有被失败

所压倒，而是重整力量，继续战斗。
但不幸的是严图阁的身体每况愈

下，33 岁的他自知难以恢复， 便将

以后如何恢复红十

六师的计划交给傅

秋涛。
严图阁在鹰嘴

岩承受不住受伤与

疾病的双重摧残 ，
于 1936 年 11 月下
旬的一个下午去

世。
朱引梅来到一

个土堆前说：“这里
应该就是严司令员

的坟。 ” 在经历了
37 年的风吹雨蚀，
这个土堆已不是很

突出， 如果不是亲
自参与安葬的朱引

梅确认， 谁也想不
到这是一座坟。

孔凡喜和鲁忠

恒将坟头的杂树砍

开， 再用锄头小心
翼翼地往下挖……
终于，由数根树木组成的墓葬出现
在眼前。 他们把腐木取出，里面的
遗骨出现在人们面前。

顷刻间，马老太太大哭起来。她
说丈夫曾镶过一颗金牙，她要孔凡
喜找找那颗金牙来确定遗骸是不

是丈夫严图阁。 朱引梅也说：“严司
令员有一颗金牙，军装上的扣子是
铜的 ，如果这两项都吻合 ，那就一
定是严司令员无疑了。 ”

孔凡喜从腐棺里取出头骨，将
一颗金牙拿出，再看腐烂的衣物下
面，找到了 4 颗铜纽扣。

朱引梅既兴奋又悲伤， 兴奋的
是 37 年后终于找到了她的战友 ，
悲伤的是 33 岁的生命长眠这里已
37 年了。

此刻马老太太沉浸在悲痛

中……
孔凡喜小心翼翼地将严图阁烈

士的遗骨装入用松木做好的木盒

里 ， 然后将木盒子庄重地放在坟
前 ， 其他几位同志都站在盒子前
头，一一鞠躬或行军礼。

孔凡喜将带来的一挂鞭炮点

燃，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就像当年战
斗的枪声。

朱引梅在行过军礼后含泪

说 ：“严司令员 ， 今天你老家河南
沈丘的人来接你了……”她哭了 ，
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 ，回想起 40
年前湘鄂赣革命根据是何等轰轰

烈烈 ！ 严司令员与他的战友是何
等地意气风发 ！ 而今共和国已经
成立 ，人民已翻身得解放 。 “你们
的理想已经实现了 ，严司令员 ，安
息吧 ！ ”

下午， 严图阁烈士的遗骨由湖
南省平江县委正式移交给了河南

省沈丘县委……
严图阁烈士在牺牲 37 年后终

于回到了他的故乡沈丘县。 ②18

红军将领严图阁烈士魂归故里记
■罗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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