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走出的著名红军将领（二）
———追忆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红十八军军长严图阁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

左权介绍入了党首战获胜人称“神机军师”

������宁都起义后， 严图阁随新成立的
红五军团开赴瑞金整训并进入红军大

学学习。整训期间，中革军委还给红五
军团派来了刘伯坚、萧劲光、何长工、
黄火青、左权等政治工作干部。 但是，
仍有一些旧军官对参加红军缺乏思想

准备，不愿意留在艰苦的苏区。部队组
织他们在瑞金参观后， 发给路费和路
条准予其回家谋生。 而严图阁则甩掉
国民党的大盖帽， 换上了红军的八角
帽和灰布军装， 表示要坚决跟共产党
走。他留下来在第十五军任师长。1932
年初，严图阁在瑞金附近的九堡，由左
权、高自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军
政委左权勉励他：“从今年以后， 你是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革命利益就
是第一生命。”左权送给他几本介绍马
列主义和苏区红军的小册子， 帮助他
从一名旧军官转变为红军指挥员，开
启了新的征程。

由于严酷的革命斗争和事业迅速

发展，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党的干部非
常稀缺。 中革军委从瑞金调来一部分
有真才实学的军事领导干部充实到湘

鄂赣革命根据地， 基本解决了根据地
干部稀缺的问题。

资料显示， 1932 年 3 月初， 中革
军委从红五军团抽调严图阁、 谭凤鸣

等军事领导干部， 随苏区中央局派往
湘鄂赣苏区的代表团，在团长林瑞笙、
副团长陈佑生率领下，从瑞金出发，经
过十余天跋山涉水， 抵达中共湘鄂赣
省委驻地江西修水。一起到达的，还有
湘鄂赣省出席瑞金全国苏维埃第一届

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成员孔荷宠、 刘建
中、徐洪等人。 随后，湘鄂赣省军区成
立了，以孔荷宠为司令员，林瑞笙为政
委，严图阁为参谋长，刘学昊为政治部
主任， 直接指挥红十六军及地方武装

部队作战。 不久，鉴于敌情严重，省委
机关又由修水迁至万载， 加紧进行反
“围剿”的动员和准备。

在反“围剿”斗争中，严图阁的军
事才能得到了充分显现。 1982 年第 12
期至 1983 年第 3 期 《湖南党史通讯》
连载开国少将吴泳湘撰写的回忆录

《战斗在湘鄂赣的红十六师》 一文中，
叙述了严图阁从瑞金调到湘鄂赣省军

区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经过：
为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 “围

剿 ”斗争 ，1932 年 6 月 12 日 ，湘鄂赣
独立第一 、二师和红十六军 （后改编
为红十六师 ） 联合进攻铜鼓县丰田
镇 。 丰田镇在铜鼓 、浏阳边境 ，打好
这一仗可以影响湘赣两省的战局 。
经过周密筹划 ，严图阁提出的 “围点
打援”策略在战斗中获得了成功。 他
命令独立第一 、 二师围攻丰田镇附
近的排埠 ，以调动国民党军救援 ，然
后由红十六军在途中打伏击 。 两支
人马派出后 ， 他将前线指挥部设在
两地之间的鹅公山随时了解情况 ，
协调部署。 战斗打响后，严图阁从远
处传来的枪声中判断排埠已经被打

下来了 ， 便派人通知红十六军立即
做好打援准备 ，又命令独立第一 、二
师赶快乘虚进攻丰田。 过了一会儿，
两处枪声大作 。 严图阁仔细辨明枪
声后 ，告诉周围的人 ：“好了 ，丰田镇
也打下来了 。 ” 周围的人感到很惊
讶 ，既没有接到报告 ，用望远镜也看
不到 ， 严参谋长怎么判断已经打下
了丰田镇？ 不久，丰田镇红军方面的
报告送到 ， 证明了严图阁决断的正
确性 ，大家由衷感到佩服 。 此役 ，红
军战果显赫， 缴获步枪 300 多支、机
枪 6 挺。 为此，红军指战员们都称严
图阁参谋长是“神机军师”。

创建红十八军转战保卫湘鄂赣

������在湖南平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 记者搜寻着一切与严图阁有关
的信息。

展厅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军事
指挥机构沿革表》 清晰地表明，1932
年至 1934 年 1 月，湘鄂赣省军区参谋
长是严图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八支
红军队伍组建整编过程全图》 清楚地
标出，浏阳、萍乡、万载、宜春等地方武
装于 1932 年 2 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
军独立第一师。平江、修水、通城、铜鼓
等地方武装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

第二师。 1933 年初，中共湘鄂赣省委
委托严图阁组建红十八军。 在湘鄂赣
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领导下， 这两个
师扩编为红十八军，严图阁兼任军长，
徐洪任政委。

1933年 2月 10日，湘鄂赣省在浏
阳县小河乡田心村召开红十八军成立

大会。 会场台上坐着中共湘鄂赣省委、
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负责人，台下草
地上站着 3000多名穿着红军军装的荷
枪实弹的战士，当地群众在四周敲锣打
鼓放鞭炮，表示热烈祝贺。 红十八军军
长严图阁代表全军指战员发表讲话，表

示要在反“围剿”斗争中，打出红十八军
的威风，创造红十八军的业绩。

红十八军不辱使命， 取得了一系
列战绩。 3 月上旬，中革军委命令湘鄂
赣红军沿锦水向东进逼南昌， 援助中
央苏区反“围剿”斗争。 湘鄂赣省军区
将红十六军、 红十八军和湘鄂赣独立
第三师 2.5 万人集中于万载县高村誓
师，4 月初， 部队进抵宜丰县港口，打
掉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一个团又一个

营。 此役，由红十八军担任主攻任务，
进攻时遇上了重机枪火力的阻拦。 严
图阁命令停止进攻，减少伤亡，布置了
第二天拂晓的偷袭战术， 并顺利拿下
了港口。

港口之役之后，国民党军第十六师
两个团从浏阳进犯万载， 威胁湘鄂赣
省机关驻地。 严图阁接到情报后，率部
星夜折回，与敌会战于株木桥。 当时，
由于大雨滂沱，路隘泥深，双方兵力不
能展开。 对阵两天一夜后，前方传来消
息，敌人援兵迫近，红军有被包围的危
险。 严图阁当机立断，撤出正面战场，
率红十八军冒雨出其不意地在小洞设

伏，歼灭国民党第六十二师一个营。

“严图阁在湘鄂赣战斗的这几年时
间，正是国民党对红军疯狂‘围剿’、红
军被迫长征之际，也是湘鄂赣革命根据
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刻……” 罗精华说，
除了掩护主力红军长征，严图阁更重要
的任务还有保卫湘鄂赣省机关。

红十八军军史记载，1933 年 6 月
中旬，红十六军、红十八军正式改编为
红六军团第十六师、第十八师。红十八
师由师长兼政委徐洪率领南下永新，
会同红十七师作战。

严图阁亲手创建的红十八军（师）
后来成为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重

要力量，被萧克、王震称之为“一支拖
不垮、打不烂的英雄部队”。

严图阁由于工作需要， 离开了他
亲手创建的部队， 留任湘鄂赣省军区
参谋长， 与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挑起
了保卫湘鄂赣苏区的重任， 发动了破
坏南（昌）浔（阳）铁路的战斗。 南浔铁
路是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主要运
输线， 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对
此役十分重视。 红十六师出征时，于
11 月中旬收到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
大会赠送的锦旗，上书“坚强苦战”四

个大字。严图阁和高咏生当即表示，要
以这四个字为主题谱写一首军歌在全

师传唱。 师政治部当晚就赶写出了这
样一首军歌：全苏大会赐我旗“坚强苦
战”。鲜红旗帜招展兮，光荣灿烂。几年
艰苦血战兮，精神不变。今后如何贯彻
兮，工农利益。坚强苦战，光荣灿烂，万
岁，万万岁！

全师指战员情绪高涨，摩拳擦掌。
他们在严图阁、高咏生带领下，转战万
载、宜春等地，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然
后进抵南昌近郊。国民党兵为保南昌，
急派飞机对红十六师狂轰滥炸。 红十
六师猝不及防，受到较大损失，严图阁
也在指挥作战时被弹片炸伤。

1934 年 2 月，红十六师与红十七
师会合，协同作战，取得了一些重要胜
利。不久，严图阁率红十六师返湘鄂赣
省委、省苏维埃驻地万载县小源（今仙
源），迎击空前激烈的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

面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十
六师的遭遇空前惨烈， 几次被打散又
通过“扩红”重组恢复元气。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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