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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对江西苏维埃运动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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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说: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曾山是江西省苏维埃

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成功地领导了官田暴动; 他指挥攻打吉安功绩卓著; 他最先

提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正确主张;他大力建设江西苏维埃 ,以人力物力保障反 围剿!战争;他坚持

游击战争,掩护红军长征; 协助项英,参与组建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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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江西省苏维埃运动的主

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历任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

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长、中共苏区中央局委

员、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对江西苏维埃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史

上享有一定的地位。毛泽东多次说过:  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 曾山同志是有功的。!∀ 值此

曾山诞辰百年之际, 探讨曾山对江西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贡献,是颇有意义的。

一、领导 四九!暴动,参与创建赣西革命根据地

曾山原名曾如柏,乳名洛生,化名唐古。1899年 12月 12日生, 江西省吉安县永和白沙锦

原曾家村人。父亲曾昭藻、哥哥曾延生、嫂嫂蒋竞英、弟弟曾炳生均为革命烈士。

1925年,曾山在哥哥曾延生(中共早期党员,曾任赣南特委书记)的带领下,参加觉群社和

农民协会, 投身大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高潮中,他任吉安县农民协会

常务委员, 带领农民积极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说一般人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大家想做

而不敢做的事, 因此吉安县土豪劣绅联名向南京伪国民政府上告他。

大革命失败以后,曾山到广州进入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 积极参加了广州起义, 为建立广

州苏维埃而斗争。此后, 他返回江西,被党派往吉安西区任区委书记,发动领导农民暴动,开辟

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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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5月 27日(农历四月初九) , 曾山在吉安官田领导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暴动。

官田地处井冈山脚下,西南与永新、泰和相连,北面与安福交界, 东面距吉安县城 50公里,是个

4县不管的三角地带,但革命基础好。是日凌晨,曾山集合了 700多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的农

民,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之后, 将队伍编成 3个纵队, 向隐藏在下罗村的一股被朱毛红军打散

了的国民党匪军进攻。由于准备充分, 一举就歼灭了这股敌人。接着,曾山又率队到两个地主

家造反,并处决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地主。从此, 在官田一带亮出了革命的红旗,公开组织农

会、妇女会,向土豪劣绅开战! #

 四九!暴动,极大地振奋了吉安西区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 大长了暴动农民的志气, 灭了

反动势力的威风,揭开了吉安西区农民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它是赣西南 10 多处

农民暴动之一, 对后来赣西南苏区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九!暴动后,曾山受中共赣西特委派遣来到吉水,建立中共吉水县委,并任县委书记。

1929年 2月, 曾山奉调赣西特委工作。5月, 被选为特委常委。10月, 赣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曾山任主席。11月,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下辖吉安、吉水、安福、峡江等 10

余县的苏维埃政权, 赣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二、出席二七会议,为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铺路垫石

1927年 2月 7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在吉安陂头举行联席会议,

即二七会议。毛泽东、刘士奇、曾山 3人组成会议主席团,主持和领导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 深入土地革命。会议认为, 赣西

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有 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时,展开

了激烈的争论, 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提出按劳动力分配

土地,曾山则主张按人口平分配土地。曾山认为, 要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就必须

搞好土地革命, 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因此,他提出,按人口平分土地对贫雇农有利,可以争

取群众,如不平分则没有办法,在赣西没收一切已不成问题。

会议批评了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右倾错误, 肯定了曾山等人

按人口分配土地的主张。毛泽东指出: 赣西迟迟不分配土地是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当务

之急是 一要分,二要快!! 按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代表富农主张, 对富农有利, 是富农路

线;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是正确的, 对贫雇农有利。会议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

 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  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二七会议后,在赣西南 22个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不久,曾山又以江西省苏维

埃政府名义,通知各级苏维埃政府,要求增加 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  限 5天内将所有土地重

新按照抽肥补瘦的方法分配!。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以后, 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

军,激发了支援革命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1931年 2月 27日,毛泽东致信曾山,指示省苏要安定农民,宣布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曾

山据此于 3月间发出布告:  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 ,即算分定, 得田

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 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 生的不补, 死的不退, 租借买卖,由他

作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 均归农民所有。!

1931年春,毛泽东土地革命路线基本形成,曾山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子恢在山东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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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土地会议上说,曾山和张鼎丞等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贯彻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代表。! 曾山
等同志主张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当时,中华苏维埃土地法正在形成中,毛主席集中了他

们的思想、经验。曾山同志对形成正确的土地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正确地贯彻实施了毛

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曾山是制定苏维埃土地法的参与者。!∋

三、指挥攻打吉安,配合红军主力拿下吉安城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 位于交通要道。地势险要, 易守难攻。红军要 争取江西!, 必先攻占

吉安。

 攻取吉安!的口号, 最早是中共赣西特委提出来的。从 1929年 10月至 1930 年 10 月的

一年间,赣西几十万工农群众配合红军进行过 9次攻打吉安的战斗。曾山参加了 6次战斗,并

从第六次攻打吉安起,担任攻吉总指挥。

1930年 6月 28日,趁中原大战之机,曾山指挥 10万武装群众配合地方红军第六次攻打

吉安,一度冲进城西赵公塘,歼敌百余人,由于后援不及而撤出战斗。

1930年 7月 1日,曾山率部配合黄公略领导的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第七次攻打吉安。

红六军先发起进攻, 各路地方武装积极配合, 围攻吉安 5天。因樟树援敌来到, 于我不利,遂停

止进攻。

1930年 8月 25日,由赣西地方武装组成的红二十军发起了第八次攻打吉安的战斗, 击溃

敌1个团, 歼敌 1个营。9月 5 日, 曾山指挥各路武装和 10 万 精勇工农!向吉安守敌发起总
攻。红二十军攻打真君山,群众推着 土坦克!(用湿棉絮裹着的独轮车)掩护红军冲锋,冲到铁

丝网前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吉安四周红旗招展,围城群众梭标林立, 口号声、呐喊声响彻云霄。

从此,吉安守敌不敢出城一步,成为 瓮中之鳖!。

1930年 9月,新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夺取吉安。毛泽东派人送信给赣西南特

委,并要求曾山发动和武装群众,配合红军主力攻取吉安。10月 4日拂晓, 第九次攻打吉安战

斗打响了。红四军攻击螺子山,红三军、红十二军向真君山、天华山、神岗山出击。曾山组织

10余万群众和大批地方武装积极配合,并使用 火牛阵!战术冲击敌人的电网。城破以后,敌

人即弃城西逃。红军缴获敌船 4艘,俘敌 220多人,红军胜利占领吉安城。

红军攻占吉安的胜利,开创了江西红色割据区域斗争的新局面。毛泽东评价说:  这次的
占领吉安,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而且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

四、拥护诱敌深入,大力支援红军反 围剿!战争

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就调兵遣将,准备集中力量 围剿!红军。为此, 1930年

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举行联席会议,研究对策。毛泽东在会上

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要红军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心退却,把敌人引进根据地而后加以消灭。

曾山作为江西地方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曾山和罗荣

桓、周以栗、陈正人等的坚定态度, 促成罗坊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作战方针。

罗坊会议后,曾山回到吉安召开专门会议,向各县负责人传达会议精神, 部署反 围剿!战
争的各项工作。11月 11日,曾山发布省苏军字第一号通告, 宣布成立江西省军事委员会,统

一指挥全省地方武装。各县区也成立军事部,大力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和发展地方武装,组织

&73&第 1 期 刘勉玉:曾山对江西苏维埃运动的重大贡献



赤卫队、少先队。11月 17日,曾山发出紧急通令,要求全省迅速筹集现金 60 万元, 支援红军

反 围剿!斗争。红军占领吉安 45天,补充新兵 8000余名, 曾山给红军筹款现银五六万元及一

二十斤黄金,并解决了全部冬衣服装,为第一次反 围剿!作好了充分准备。11月 24日,曾山

发出紧急通告, 要求 群众坚壁清野,把油盐柴米都埋起来,断绝敌人粮食, 使敌人没有粮食不

打自垮。!在曾山的号召下,苏区群众以各种形式配合红军作战, 严密监视进犯苏区之敌, 在交

通要道建立岗哨,侦察敌情, 扰乱敌人。1930年12月 30日和 1931年 1月3日,红军在广大群

众支援下,经过两场激战,歼敌 1万余, 活捉敌师长张辉瓒, 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 围剿!。

第二次反 围剿!战争前夕,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 确定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 牵

牛!与 钻牛角!两种意见。曾山在会议上支持了毛泽东 钻牛角!的正确主张,即诱敌深入,先

打弱敌。曾山为适应战争形势,将江西省苏从富田迁至于都,后又迁至兴国、宁都,以便在更大

的范围内发动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当时兴国全县人口为 23万,就有 5 万人先后加入红

军, 4万人参加地方武装(包括担架运输)。从 1933年至 1934年,全中央苏区有 16 万青年参

加红军,其中大部分是江西省的青年。据江西省民政厅资料,江西革命烈士 25万多人,占全国

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 其中赣州地区 11 万, 吉安地区近 5 万, 占全省烈士总数的三分之二。

1932年至 1933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行 3期革命战争公债, 计 480万元, 江西省承担了一

大半, 且提前完成了。1933年,曾山兼任省苏财政部长, 筹措了 200万元和 10万担谷供给红

军。红军得到了江西人民的有力支持, 接连取得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 围剿!战争的胜利。

五、首任省苏主席,积极开展苏维埃政权和经济文化建设

1930年 10月 4日红军攻克吉安之后,赣西南红区连成一片,  整个的江西区域有 60余县

的赤色版图!,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条件已经成熟。10月 7日,吉安 10多万群众举行攻取

吉安庆祝大会, 宣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曾山任主席。在 53名执行委员中,有红一方面军

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 有赣东北根据地领导人方志敏、邵式平;有湘鄂赣根据地领导人

滕代远、黄公略、袁德生以及赣西南根据地的领导人和群众领袖。

江西苏维埃政府是全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下设秘书处、军事、财政、土地、教育、内

务、外交、劳动、司法等部,部门齐全,机构精干。

江西省苏的所属范围,系苏维埃运动中心区域。第二次反 围剿!后,辖 38个县,中央决定

划出 13个县另立湘赣省。第三次反 围剿!战争胜利后,江西省苏面积纵有 750 里、横有 540

里,人口 245万,占有 8座县城。第四次反 围剿!结束后,江西省苏区域发展到与闽北相连。

曾山就任省苏主席以后, 大力进行苏维埃建设。在政权建设方面,曾山一是抓全省的苏维

埃选举运动,实行城市和乡村的代表会议制, 工农群众民主选举各级苏维埃代表和政府主席,

真正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基础, 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苏维埃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江西

省先后在兴国和宁都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各县、区、乡也先后召开

了苏维埃代表大会, 选举政府领导人。二是抓干部作风建设。他亲自带头深入群众,背米下

乡,调查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群众解决柴米油盐等实际问题。当年省苏机关党支部书记

在介绍兴国省苏旧址时说:  曾山主席经常白天下乡,晚上回来办公。他三分之二以上时间在

基层。! )在他的带领下,江西省苏区的干部作风受到群众称赞。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

来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歌谣, 就是当年江西苏区广大干部作风的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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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照。曾山参与总结的兴国创造第一等工作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在中央苏区得到推

广。三是抓了反对贪污腐化的运动,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胜利县苏维埃主席钟铁青等

4人,因挪用公款贩卖鸦片, 被判处死刑。对此, 中共江西省委在一份报告中说:  贪污腐化的

现象经过严重的惩办相当纠正了, 四月来整顿财政的成绩从各地方政府解了约 15万元给中央

政府, 维持了省苏和军区及党的经费。!∗这个运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 净化了社会风

气,群众无不拍手称好。

在经济建设方面,曾山首先抓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在农业方面, 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开

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先进技术, 积肥造田, 改良土壤,奖励劳动模范,从而使农业生产水平大

为提高。1933年, 江西苏区的农业收成增加了 15% ,保证了苏区军民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

时,兴办了为战争服务的江西修械处、被服厂以及钨矿、硝盐厂等民用工厂,大力发展小手工业

生产,仅有组织的店员手艺工人就有 3万多人。小工业已达到一定规模。二是抓商业和交通。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革命战争和苏区军民需要,限制不法商人从中盘剥, 省苏和各

县均设有专门机构, 发展公营和集体商业, 还降低税率,吸引白区商人将苏区紧缺的食盐、布

匹、药品运到苏区来。1932年 5月,江西省苏决定,以于都为中心,修建于都至瑞金、于都至兴

国等 7条交通干线, 并于次年完成。在龙岗设立了江西邮政总局,发行 江西赤色邮政!的邮

票。三是抓了财政金融。曾山对财政工作十分重视。他在省苏机关报撰文说:  目前财政工作

十分重要, 财政工作任务比任何时候都重百倍。! +
他亲自兼任财政部长。在他的领导下, 从省

到区乡财政体系建立和健全起来了,财务制度正式形成,土地、山林和商业税依法征收,使苏区

的财政有了较稳定的收入,保障了战争和各项事业的需要。1930年 11月, 成立了江西工农银

行,发行货币,稳定金融。

在文化教育方面,曾山领导省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是大力发展儿童教育,开办

列宁小学,普及义务教育,扫除文盲,举办成人教育、红军教育和干部教育等。1932年, 所属 14

县共创办列宁小学 2277所,学生8万余人, 夜校 3298所,学生 5万多人。1933年 8月,曾山还

下达了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的命令和详尽计划,分期轮训各级干部。这样,在整个江西

苏区出现了人人读书识字、处处书声琅琅的生动场面, 从而大面积地扫除了文盲,提高了适龄

儿童的入学率和苏区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促进了苏区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基于江西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 中央决定 1931年 11月在瑞金召开第一次

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央临时政府。关于政府领导人选, 1931年 10月下旬,  中

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  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

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 将原来规定的 江西苏
维埃政府主席!改成项英,曾山则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事至今鲜

为人知。但曾山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依然在本职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苏区老百姓办实事。

六、临危受命,留守江西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 9月底,中央决定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随军长征, 曾山

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掩护红军长征。不久,中共中央分局书记

项英就把曾山从宁都召到瑞金,布置他在宁都、乐安、永丰、万泰、公略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并将

守卫广昌至宁都的 6个连的部队拨给他指挥。曾山接受任务后,连夜赶回宁都安排。

&75&第 1 期 刘勉玉:曾山对江西苏维埃运动的重大贡献



1934年 10月 26日,敌北路军罗卓英部以 4 个师的兵力,向宁都进攻。曾山和省军区司

令员李赐凡等率领省级机关干部和地方部队突出敌人的包围, 来到宁都县安福乡的西甲村。

他随即召开干部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首先集中兵力,牵制敌人, 全力掩护红军主力长征, 然后

突围北上,向东固集结,开展游击战争。为统一指挥,会议决定成立江西省军政委员会,由曾山

任主席。

在部署停当之后,曾山率部在珠良、杨砾、小布、麻田、金竹坑等地与 进剿!之敌周旋,吸引

和拖住了敌人的大量兵力,终于在 11月间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

1935年 1月,曾山率红二团神出鬼没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又穿越了吉安、永丰、兴国 3

县交界的大乌山,来到号称东井冈的东固地区,与公兴万特委书记胡海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在

这里辗转游击, 保存力量。3月中旬,曾山领导的红二团、红四团与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领

的独立十三团在兴国崇贤会师,合计 2000余人。敌人发现这是红军的 大部队!,遂调几个师
的兵力来包围。曾山召集省委扩大会议,决定马上突围。罗孟文和胡海所部通过杨赣地区去

赣粤边,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并取得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的指示。曾山则

率红二、红四团从永丰方向突围,去湘赣边与谭余保领导的部队会合。他和胡海分手时, 拿出

一面写有 艰苦奋斗!4个大字的红旗,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念对胡海说:  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
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精神互相勉励;二则我们今后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

这半面红旗至今仍保存在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红十三团出发以后, 曾山率红二、红四团近千人向北突围。他们趁敌人追赶红十三团之

机,迅速地从兴古线以北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他们风餐露宿, 披星戴月, 连续作战,不怕

疲劳,灵活机动地与敌人作斗争,先后歼灭了敌人的几个连,打垮了这一带地区的反动武装 铲

共团!。

为了寻找红一团,曾山率部于 4月中旬到达乐安地区, 尔后转移到新淦县(解放后改为新

干县)游击区,准备从竹山坑去湘赣边。不料遭到敌人 3个师的包围。敌人数量多, 以逸待劳,

而红军游击队经过 10多天的急行军和打仗, 甚至几天吃不上饭,部队十分疲劳。战斗打响以

后,红二、红四团打得非常顽强,杀伤了大批敌人, 坚持了好几天,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

失败。部队被打散了,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只有 20多人随曾山突出了重围。曾山将他们分

成 3个游击小组,在山上分散活动,以求保存力量。曾山这个组只有 4个人,在一次战斗中,又

牺牲了 1个,负了伤 1个,回家去了 1个,敌人到处张贴通缉令:  捉拿曾山者赏洋十万元!。在

这种情况下,曾山毅然坚持革命到底,毫不动摇。他帮助负伤的同志在群众家里养好伤以后,

即下山寻找党的组织。1935 年 5月,曾山经过化妆,由新干至吉水, 再经南昌和九江来到上

海,辗转千里寻党,终于和组织接上了关系。9月,经陈云批准,和陈云、陈潭秋等一道,赴苏联

学习。

从 1934年 10月至 1935年 5月,曾山领导红军游击队在江西苏区坚持了 8个月之久。它

是艰苦卓绝的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它保存了革命火种, 锻炼了革命精干,鼓舞了群众斗志。曾山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央政治

局曾作出决议说: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奋斗之

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

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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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返江西,参与组建新四军

1937年 11月,曾山从苏联返回延安, 随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军

委新四军分会委员, 协助项英组建新四军。

1938年 1月 6日,曾山抵达南昌。1月 16日,曾山与项英一道,赴湘赣边,与湘赣边红军

游击队领导人谭余保见面,遂将该游击队 335人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1月下

旬,曾山又随项英去赣粤边,与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杨尚奎、陈丕显在大庾县(解放后改为

大余县)池江见面,遂将该地集中的红军游击队 700人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

三营。3月 10日, 曾山又受项英委托,抵达浙江平阳县山门街,与闽浙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刘

英、粟裕会见。他代表东南分局宣布:刘英留在浙江主持党的工作,就地坚持斗争,粟裕任新四

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所部 500人编为该支队第四团第三营,部队随即开往安徽岩寺。

至此, 曾山身负重命, 亲赴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 3块游击区进行说服动

员、集中编组及人事安排等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为新四军组建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总之,曾山从领导农民暴动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 到坚持江西苏区游击战争、掩护红军长

征,在土地革命、扩大红军、支援反 围剿!战争、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发展苏维埃的经济与文化、

培养干部、倡导苏区干部好作风等等方面,为江西苏维埃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众所周知,在为时 10年的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江西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朱德等

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而江西省是中央苏区最大的一个省,是全国苏维

埃运动的示范区,各项运动走在全国的最前列。曾山作为江西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

一,对中央苏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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