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走出的著名红军将领
———追忆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红十八军军长严图阁（一）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又称湘鄂
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
在湘鄂赣三省边境地区实行工农

武装割据、 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区
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最久
的根据地之一。从周口沈丘走出的
严图阁， 参加著名的宁都起义后，
从 1932 年起， 先后担任湘鄂赣省
军区参谋长、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
兼红十八军首任军长、湘鄂赣省军
区司令员， 是当时叱咤风云的人
物。 红军长征后，严图阁留守湘鄂
赣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敌人
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因缺医少药
以及伤病， 严图阁 1936 年牺牲在
平江。

1937 年 4 月， 毛泽东在延安
接见宁都起义部分干部，提到严图
阁时神情庄重地说：“严图阁同志
后来表现很好！ ”

严图阁已经牺牲 86 年，如今，
我们能从许多权威的资料、书籍中
查到他的英名：

“学习强国 ”开设 《牺牲的红
军将领名录》专栏中，有他的简介。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
解放军人物分册（下）》，有他的专
题。 由陈云题写书名的《中共党史
人物传》目前已出版 89 卷，记载了
1012 位著名革命人物，计 2600 多
万字。严图阁与蔡畅、邓稼先、埃德
加·斯诺等著名人物同列第 55 卷，
其传记万余字。

从周口走出这样一位著名红

军将领、 党史军史上的重要人物，
严图阁是周口的光荣与骄傲。 然
而， 这位曾经威震一方的革命前
辈，留给家乡人的记忆相当贫乏模
糊， 即便有些资料也陈旧简单，周
口人对他知之甚少。丰富严图阁的
史料、讲好严图阁的故事，成为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湖南平江是一片底蕴厚重的红色热土， 其革
命火种由毛泽东亲自播种， 先后有 20 多万英烈献
出生命， 走出苏振华、 张震、 傅秋涛、 钟期光等
52 位开国将军。 牺牲在平江的众多烈士， 舍生取
义、 竭忠尽节， 其中不乏像严图阁这样来自异乡
的红军将领。 在将星闪耀的平江县， 严图阁至今
受人尊崇。

为缅怀英烈， 今年 “七一” 建党节前夕， 周
口报业传媒集团 《周口红色记忆》 采访组一行奔
赴平江， 实地收集采访严图阁的红色故事。

当记者一行从周口不远千里来到平江， 深刻

感受到这里处处是红色印记，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
一段红色故事值得津津乐道。

平江县委党校多年来挖掘研究严图阁史料 ，
已将严图阁烈士牺牲地打造成一个红色教育现场

教学点。
在平江县委党校， 记者一行受到党校有关人

员热烈欢迎。 简短寒暄后， 大家迫不及待地聊起
严图阁烈士。 严图阁事迹大部分是从湘鄂赣省委、
省军区领导回忆录， 战友回忆录， 党史、 军史中
获得。 从他的人生经历中， 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共
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缩影……

������1903 年， 严图阁出生于沈丘县刘庄店镇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 严图阁弟兄三人 ， 他排行老二 。
1911 年， 他被父亲送进刘庄店小学读书， 后入县
立高等小学、 河南省淮阳中学学习。 由于家乡连
续两年遭灾， 收成大减， 家庭经济不支， 不得已，
严图阁被迫于 1920 年春辍学。

当时， 豫东平原洼地较多， 水灾过后， 土地
盐碱化严重， 农业生产很难恢复， 不少人只得背
井离乡逃荒要饭。 严图阁打听到驻开封的冯玉祥
部第十一师招兵， 为了谋一条生路， 在征得父母
同意后， 便和大哥一起于 1921 年外出投军。

党史资料记载， 严图阁先是在冯玉祥的学兵
连当兵。 不久， 学兵连由河南调往河北整训。 冯
玉祥治军纪律严明、 不讲情面， 许多人忍受不了。
这支队伍是从西北远道而来， 粮饷征集不易， 待
遇十分低下。 一些士兵吃不了这份苦， 不断开小
差请长假离去。 然而， 严图阁很佩服冯玉祥， 认
为他和其他军阀不一样， 比较体恤民情， 就在部
队的苦难磨炼中挺了过来。 严图阁平时对出操 、
演习、 抬土、 筑城等规定的训练科目都认真完成，
他平时不爱多说话， 办事踏实且具有一定的文化
水平， 能为军官和士兵写信念报， 因此赢得上下
的欢迎。

从学兵连出来 ， 严图阁随冯玉祥转战南北 ，
先后担任过班长 、 排长 、 连长 。 1924 年 10 月 ，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 严
图阁随部队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不久， 他由鹿钟
麟将军率领， 把清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 北
京政变后 ， 冯玉祥电请孙中山进京 “共商国
是”。 严图阁一度很高兴， 以为看到了中国的希
望。 可是， 北方各派军阀不久又携手击溃了冯玉
祥的部队 ， 严图阁只得随冯玉祥的部队退出北
京， 最后退到了 “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内蒙古大
草原……

记者一行来平江采访之前， 曾到沈丘县刘庄
店镇严图阁的老家采访过他的侄孙严东臣。 严东
臣告诉记者， 严图阁是他二爷， 从小就听说， 家
里的老辈人仅仅知道严图阁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

军 ， 至于他在西北军经历了什么 ， 家人一无所
知。

严图阁新婚三天便离开家， 此后再也没有回
来过， 家人也一直在寻找他的消息， 结果都是一
无所获， 结发妻子马氏等他一辈子……

1926 年 9 月， 冯玉祥召集旧部， 成立国民军
联军总司令部， 响应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
争， 在五原县举行了誓师大会， 严图阁也是其中
一员。 国民军联军从五原出师， 连下银川、 兰州、
平凉、 乾州、 咸阳数城， 最后进入西安。 1927 年
春， 严图阁随军东出潼关， 转战河南， 一直打到
他 6 年前的投军地———开封， 有力地策应了北伐
军的进军。

军阀们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战。 为争
夺中原地区广大地盘， 1929 年 5 月， 蒋介石集团
和冯玉祥集团之间发生了战争。 此时的严图阁已
在冯玉祥的手枪旅任营长。 这支部队是冯玉祥的
精锐卫队， 战斗力比较强， 他们在旅长季振同的
指挥下， 在开封、 商丘一带抗击蒋军。

这里要提一下严图阁和季振同的铁血关系 。
1930 年， 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 冯玉祥联合阎锡
山、 李宗仁等军阀部队共同倒蒋， 把战线拉得更
长， 手里可打的 “牌” 吃紧。 由于兵力不足， 冯
玉祥只得把自己的卫队也拉上去参加战斗 。 一
次， 严图阁率大刀队夜袭商丘。 混战中， 他见蒋
军一个军官举枪瞄准了季振同， 立即手起刀落砍
向那个军官， 在危险的时刻救了季振同一命。 季
振同特别感激严图阁救命之恩， 事后挑选了一支
英国造手枪特意赠送给严图阁。 从此， 季振同对
严图阁特别信任， 每次都委以重任。

后来在蒋冯大战中， 冯玉祥败北， 严图阁所
在部队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 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统
领， 辖第二十五师、 第二十七师。 其中第二十五
师的第七十三旅、 第七十四旅是主力， 分别由董
振堂、 季振同任旅长。 严图阁在季振同的第七十
四旅一团三营任营长 。 该团的正 、 副团长黄中
岳、 苏进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他们与严图
阁一样， 都是行伍出身的知识分子， 关系十分密
切。

“军阀混战 ， 遭殃的是老百姓 。 在那个年
代， 怎么才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呢 ？
严图阁一路上打打杀杀， 并没有看到希望， 也不
可能看到希望。” 多年来一直收集研究严图阁史
料的平江县委党校教师罗精华分析说， 严图阁一
直在寻找光明之道 ， 但在他没有遇到共产党之
前， 一切愿望都是不现实的。

（下转 6 版）

少小行伍寻生计新婚三天别妻从此再没回

【核心提示】

严图阁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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