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走出的著名红军将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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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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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图阁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革命
事业鞠躬尽瘁， 值得永远铭记。 严图阁的
战友苏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意讲述一件

往事： 严图阁牺牲后， 1937 年 4 月的一天，
他从前方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了宁都起

义的详细经过。 在接见宁都起义部分干部
时 ， 毛主席提到严图阁时神情庄重地说 ：
“严图阁同志后来表现得很好！” 苏进回忆
说， 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把 “很好”
的 “很” 字拉得很长。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
严图阁的后半生， 充分肯定了严图阁一步
步成长为红军将领的正确革命方向。

在平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陈
列有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湘鄂赣干部时的谈

话： “湘鄂赣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在同中
央没有联系的情况下， 坚持斗争， 为革命
保卫了苏区， 保存了力量。” 这是毛泽东对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充分肯定， 也是
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的高度

褒奖。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湘鄂赣革

命根据地逐渐处于中央 、 湘赣 、 湘鄂西 、
鄂豫皖、 闽浙赣等苏区的中心位置， 因此，
它在巩固苏维埃区域， 将湘鄂赣三省苏区
连成一片， 取得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 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位于三省省会之
间， 像一把尖刀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胸膛
之上， 给三省敌人以极大的威胁， 也给了
三省人民以巨大的革命影响。 因此， 蒋介
石每次在部署 “围剿 ” 中央苏区的同时 ，
都会组织对湘鄂赣苏区的 “围剿 ”。 湘鄂
赣苏区军民在五次反 “围剿” 斗争中， 顽
强战斗 ， 牵制了国民党军数十万的兵力 ，
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及其他邻近苏区的

反 “围剿” 斗争。 为此， 湘鄂赣苏区付出
了惨重的代价， 遭受了重大损失， 被迫提
前 3 个月进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湘鄂赣
革命根据地独当一面 ， 坚持 10 年 ， 力尽
砥柱， 成为中央苏区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略
屏障。

艰苦岁月里， 在一届又一届湘鄂赣省
委、 省苏维埃政府、 省军区领导下， 根据
地群众不惧通匪 、 济匪罪名 ， 踊跃参军 ，
提供情报， 运送物资， 支持红军顽强苦战，
充分诠释了军民鱼水深情的真挚感情……
这是湘鄂赣根据地人民热爱党、 热爱红军
的写照， 是英雄儿女英勇无畏、 不怕牺牲
的写照， 更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坚定、 前
仆后继、 不懈奋斗的写照。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军是按照毛泽东

的建军思想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历史充分
证明， 诞生和战斗在湘鄂赣的红军部队是
在战争烈火中锤炼出来的忠于党、 忠于人
民， 具有优良革命传统， 能吃大苦、 耐大

劳， 不怕流血牺牲， 敢打硬仗、 恶仗的钢
铁队伍，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
功勋。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历时十年，
艰苦卓绝， 光耀史册。 根据地人民在严图
阁等一大批信念坚定共产党员的领导下 ，
创造了 “坚定理想信念的执着精神、 人民
利益至上的为民精神、 顾全大局的牺牲精
神、 坚强苦战的奋斗精神” 的湘鄂赣精神。
这种精神永放光芒， 湘鄂赣苏区伟业永载
史册。

作为湘鄂赣省军区的主要领导者， 严
图阁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坚持南方

三年游击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有两块巨

大的展板。 一是 《湘鄂赣走出的共和国将
军》， 共 23 位。 既有彭德怀、 罗荣桓两位
元帅， 也有许光达、 萧劲光等名将。 还有
傅秋涛、 钟期光等严图阁的亲密战友。 二
是 《湘鄂赣走出的部分党政领导 》， 有 58
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看着一张张熟悉
或不熟悉的面孔 ， 仿佛看到从周口走出 、
牺牲在湘鄂赣的严图阁也在其中。

33 岁就倒下的严图阁， 虽然没有时间
像战友一样为党和军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
是， 他短暂的一生已经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日月昭昭， 英魂长在； 春秋冉冉， 万
世缅怀。

致敬昨天， 激励今天， 昭示明天。 革
命前辈在奋斗、 磨难和考验中表现出来的
理想、 信念和精神， 是党的历史中曾经感
动并会继续感动我们的最生动、 最精彩的
部分； 他们的思想和情操， 是党的宝贵精
神财富， 也是国家、 民族和人民的宝贵精
神财富。

要让子孙后代牢记先辈的英勇事迹 。
1979 年 3 月开始， 全国 18 所高等院校教师
代表， 倡议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写 《中共党史人物传》， 为共产党历史上著
名人物、 著名烈士和部分一贯支持共产党
的党外人士立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 由陈云题写书名，
目前已出版 89 卷，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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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强国》 开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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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精神是一部历史更是一座丰碑 ，
记录着党带领人民英勇奋斗的艰苦历程 ，
记载着成千上万革命英烈的奋斗足迹。 和
众多革命前辈一样， 严图阁是优秀共产党
员的代表， 也是后来人学习的榜样。

鹰嘴岩上红旗飘扬
烈士墓前山花烂漫

������青山埋忠骨，不忘烈士魂。 红军鹰嘴岩指挥部位于平江
县芦头桐木洞西侧， 这里是严图阁最后战斗和牺牲的地方，
他和战友傅秋涛、钟期光、涂正坤等人在此指挥红十六师作
战，实际上成为湘鄂赣省军区的指挥部。 严图阁墓就位于鹰
嘴岩下方不远处。 如今，这里茫茫林海已被开辟为北罗霄山
国家森林公园。

平江县城距离鹰嘴岩有 50 多公里山路，6 月 24 日一大
早，记者一行就驱车前往。

一路上，层峦叠嶂，山路弯弯。罗精华老师指着远处的连
云山说，当年国民党为了“围剿”红军，砍树、放火烧山，山火
几个月不灭。 现在这里处处生机，蓬勃发展。

当行至大山深处的红色革命纪念广场———光辉起程广

场时，大家下来参观。广场上，竖立有在此战斗过的红军将领
彭德怀、傅秋涛、钟期光等人的巨幅照片和简介，还有曾在这
里战斗过的革命烈士严图阁、高咏生、涂正坤等人的巨幅画
像、照片和简介。 在这里，严图阁和战友高咏生再次“重聚”。
战争年代，他们共同率领红军保卫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军务
繁忙，都没有留下照片，在这里以画像形式向世人展现各自
的“戎装风采”。

罗精华介绍说， 此处的严图阁画像是他专门请人画的，
以烈士后人为模版，应该更像严图阁。

在广场上的红五军、红十六军大型“军旗飘扬”石雕前，
罗精华说，严图阁是牺牲在平江的河南沈丘籍著名烈士。 86
年过去了，他的故事广为传颂，平江人民没有忘记他，湘鄂赣
老区人民不会忘记他……

（下转 6 版）

毛泽东高度评价
“严图阁同志后来表现得很好！ ”

位于红军鹰嘴岩指挥部近处的严图阁烈士墓（衣冠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