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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寒意料峭，我们来到泾县茂林镇濂长
村，寻访一段八十年前的悲怆历史。

青山可以作证。东流山下的濂长，是皖南事变中
一处鲜红的地标。境内的丕岭，是新四军将士与顽军
最先鏖战的地方；村里赤坑山腰的蜜蜂洞，是项英、周
子昆不幸遇害之处。

濂长的红，是热血的红。
八十年前，在那场震惊中外的悲剧中，新四军数千

烈士热血洒疆场，忠骨埋青山。
遥望东流山激战的烽火硝烟，凭吊蜜蜂洞的悲怆

一夜……在对历史的一次次回望中，我们更深地理解
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悲壮情怀，更深地感悟了
“新四军精神”的崇高意蕴。

濂长的红，更是深情的红。
我们的寻访，不仅仅是关于那场惨烈突围的铁血

硝烟，还有当地群众对子弟兵的掩护、救助，那同样是
热血染就的壮举，同样是可歌可泣的历史。

这片热血浸染过的红土地，刻骨铭心的记忆从未
淡去。

八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在山坳里最偏远的村里，我
们还能听到耄耋老人的讲述，那枪声震天的岁月、那浴
血淬火的英勇、那鱼水情深的佳话——徐老三救护黄
诚，陈六香照顾马长炎，姜岳凡掩护项英、周子昆……
一段段佳话的背后，是濂长革命群众不顾生死的牺牲、
毁家纾难的付出、对子弟兵情深似海的呵护。

濂长的红，又是幸福的红。
青山依旧在，山河换人间。堪以告慰英烈的是，如

今这片热血浸染过的红土地，正绽放着朵朵幸福花。
千亩茶园装点青山，行行菇棚满载致富希望；新

风堂倡导文明新气象，农旅融合书写振兴新篇章。勤
劳的濂长人正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幸福生活，奔梦在
致富路上。

青山，热血；厚土，深情；家园，幸福……这就是濂
长的故事，一座红色村庄的故事。 （谭艺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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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濂长花正开热血不冷青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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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叶竞文摄）

茂竹修林，是
为茂林；

濂溪萦长，名
之濂长。

泾县茂林镇
濂长村，如果不是

八十年前的那场事变，给人们的印象，或许只是一派旖旎的
皖南风光。

历史没有如果。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是中国革命史
上悲壮的一幕，也深深地影响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

青山依旧在，濂长自此红。穿越历史云烟，从濂坑到长
坑，从丕岭到东流山，热血染成的红，红得悲壮激越，红得感
人至深……

■悲壮激越热血红

濂长，青山环绕。
巍巍东流山，是皖南事变激战地；高高赤坑山，见证了蜜

蜂洞的凄厉枪声。
我们寻访的第一站，是赤坑山上的蜜蜂洞。
从赤坑山脚濂溪出发，沿着山路逶迤而上，四周峭壁高

壑，枯藤盘虬。与八十年前的那个凛冬一样，皖南初冬的朔
风，涤荡山间，呜咽呼啸。

经过600多米的攀登，蜜蜂洞到了。洞口2米见宽，斜石
凌空，下临深谷。

凝望这处四壁厚重、苍黛粗砺的石洞，仿佛回到了那个
悲剧之夜——1941年3月14日凌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
参谋长周子昆在这里被叛徒杀害。

悲剧之夜的背后，是皖南事变的血雨腥风。
在泾县新四军历史研究学术会主任陈志宏的讲述里，皖

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渐渐清晰。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以消灭黄河以南八路军、

新四军为目标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三年的皖南，别了！”1941年1月
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多人，在叶挺、项英率
领下，告别云岭，奉命北移抗日。

6日，当新四军二纵队到达濂长境内里潭仓丕岭时，突遭
国民党第四十师拦击。

枪声骤起、平地惊雷，惊醒了濂长这个山坳里的宁静村庄。
陈志宏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一段历史：6日，国民党顽军

7个师8万余人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形成包围。经星潭、高岭、
里潭仓、东流山等激战之后，10日上午，新四军各部约5000
人汇入石井坑。11日、12日，各部队顽强坚守石井坑周围各
山头。12日晚，顽军突破新四军防线，叶挺军长下令分散突
围。13日凌晨，军部在突围途中又遭到包围，几度冲锋被打
散。14日，叶挺为挽救危局下山与顽军谈判被扣，新四军有
组织的抵抗全部结束。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血战七天七夜，新四军除2000余
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用陈志宏的话
说，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悲剧，令人扼腕痛惜。

比起陈志宏的宏大叙事，泾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
长翟大雷更熟悉当地的情况。

65岁的翟大雷是茂林中学的退休教师，一直致力于新
四军在茂林活动的资料收集。他说：“濂长是革命老区、红
色家园。”

在他的介绍里，东流山、丕岭、濂坑、长坑、石井坑……一
处处史料上的地名，渐渐生动起来。

路经东流山，翟老师告诉我们，山上至今有弹坑遗迹。
他指着一处悬崖，“那就是新四军女战士‘七女跳崖’的殉难
之处。”

来到赤坑山，老人登山已有不便，还是尽可能多地描述
了当时的情况。“当时上山的路，只有当地村民知道，更不用
说藏在山腰的蜜蜂洞了。如果不是突遭叛徒暗害，国民党顽
军很难找到项英、周子昆。”

壮歌不绝，热血不冷。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精神”在濂长，依然生生不息。

1941年上半年，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在濂长村组建了
“皖南新四军游击队”，同时，中共泾县县委书记洪林组建了
“泾县县委游击队”，当地村民周明火等成为第一批游击队
员，开展革命斗争。

红色濂长，成为皖南泾旌太边区红色武装的发源地之一。
周明火的儿子周勇听着红色故事长大，游击队的红色往

事耳熟能详。“父亲说游击队只有13人，2支驳壳枪、6支长
枪，但大家都憋了一口气，一定要打个胜仗。”

1941年7月9日，游击队从濂长出发，打响了皖南事变后中
国共产党在皖南领导的第一次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旌
德庙首战斗。“消息传出后，震动了皖南的山山水水，群众奔走相
告，新四军又打回来了！”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
此后的岁月里，在濂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成立了“中共

濂坑区委”，17个党支部连成一片，成为游击根据地……

■感人至深热血热

皖南事变在濂长留下的，不仅是这一曲铁血悲歌，更多
的是濂长百姓舍命救护新四军的一段段佳话。

那是奋不顾身的救助。
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身负重伤，在当地村民徐老三家养

伤43天。
徐老三，本名徐承山，濂长村濂坑的一户普通山民，以烧

炭种地为生。
我们找到了徐老三的外孙女章美菊，她听长辈们说过

这段经历。“刘奎他们从蜜蜂洞把黄诚背下山，就送到外公
家了。外公对刘奎说，你放心，只要有我徐老三在，就有黄
诚在。”

承诺如山。现在说来风平浪静，那时却是白色恐怖下冒
着生命危险的救助。徐老三一家既要照顾奄奄一息的重伤
战士，还要谨防顽军的搜山“清剿”。他在自家屋后竹山崂
里，就着一处凹坑，盖了一间窝棚，将黄诚藏到窝棚里养伤。

“当时我妈妈只有七八岁，每天提着小篮子假装去后山
摘野果，实际上是给黄诚送饭。”章美菊说，黄诚伤势很重，脖
子肿得像馒头，一口饭也吃不了，在徐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才
渐渐好转，慢慢地可以下地走动。

从春寒料峭到草长莺飞，43天后，黄诚伤愈归队。他视
徐家人为亲人，称徐老三为父亲，与徐家子女兄妹相称。

“外公后来受了很多罪”，多次掩护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徐
老三被顽军发现，被捕后戳刺刀、割耳朵，受尽折磨，但他始
终坚贞不屈。“解放后不久，外公因伤势恶化不幸逝世。”

章美菊说，黄诚一直没有忘记救命的恩人，每年都会来
濂长看望外婆，并一直和母亲、舅舅保持书信往来。“外公家
的竹园依旧苍翠，是军民鱼水情深的见证。”

那是毁家纾难的呵护。
陈六香夫妇保护新四军副营长马长炎的故事，至今还陈

列在濂长村的新风堂里。
皖南事变中，马长炎带领一批同志突围，绕道来到濂坑

纸棚。素不相识的陈六香与丈夫姚老五，将他们安排到炭棚
里隐藏，细心照料他们的生活。

对人民子弟兵，两人怀有朴素的感情，“新四军为咱老百
姓打鬼子，我们老百姓就要爱护新四军。”陈六香每天以上山
背炭为由，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迎着刺骨的寒风，避开敌人
耳目，送饭给马长炎。姚老五则每隔一天挑炭步行30多里路
到茂林镇上卖，买回粮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两人省吃俭用，
将家里仅有的两床破棉被抽出一床送给新四军。

马长炎等人转移后，顽军抓住了陈六香，严刑拷问新四
军的下落，这位革命的老妈妈意志坚定，一个字也没吐露。
敌人气急败坏，把她家烧毁一空。

1964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陈
六香受邀出席，见到了当年的马营长后来的马副省长，留下
了珍贵的照片。

热血濂长热血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濂长村的堡垒户姜岳凡负责隐蔽项英、周子昆，敌人来

了，他晾出白色的衣服，发出警戒信号；敌人走了，再换成红
色的衣服，以示安全。

地下党员殷木春掩护了刘奎等一批新四军干部，将20多
人分散藏在堡垒户家里，为革命留下了有生力量……

皖南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八十年前的那场
事变，无疑是一出民族悲剧，但悲怆中有慷慨热血，有厚土
情深……这一切将如青山常在。

（本报记者 徐文宣）

蜜蜂洞，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
地方，因皖南事变中一个寒冷的
夜，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深处。

洞在1000多米高的赤坑山山
腰，当地人说，因山顶有一圆形石
峰，形似蜜蜂桶，峰下的石洞就叫
做蜜蜂洞。

山路极不好走，石阶陡峭而漫长。陪我们上山的茂
林镇组织委员董大俊说，之前没有石阶，2011年，皖南事
变70周年时，对蜜蜂洞进行了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
修了这条上山的路。

路上建有“思亭”和“慰亭”两座小亭，一“慰”洞中英
烈，一“思”山里军魂。

一路攀登，来到海拔600多米的蜜蜂洞洞口，石壁
上镌刻着“项英、周子昆烈士遇难处”。洞口很窄，大约
只能容一人进出，洞内稍大一点，高约2米，深约4米，地
上有一个石刻的棋盘。

冬日的山风凛冽，吹得树林哗哗作响，仿佛述说着
那个夜晚的惨烈。

据幸存者、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撰写的回忆文章
《项英、周子昆被害纪实》，1941年3月11日，新四军副军
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带着部分突围人员，几经辗
转来到濂坑石牛坞。

12日天亮前，经刘奎等人引领，由堡垒户姜岳凡带
路，登上蜜蜂洞隐蔽待机。

洞内面积有限，项英及警卫员刘厚总、周子昆、黄诚4人
住在洞里，刘奎带着其余的同志在下面的大岩石负责警戒。

此处山高林密，虽然国民党顽军四处搜山，始终没
有发现蜜蜂洞的存在。

3月13日晚，项英和周子昆用石头画了个棋盘，一
边下棋一边商量突围的事。据黄诚回忆，“两位首长的
对话为：找到了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只要不死，突

围就快了。总有一天要把这个账算回来……”
但变生莫测。就在这一夜的拂晓前，黄诚被几声沉

闷的枪声惊醒，立刻去摸枪。却被一道手电筒光照在脸
上，右臂中了一枪，紧接着又挨了一枪，昏了过去。

原来是刘厚总叛变革命，乘着夜色杀害了项英和周
子昆，打伤了黄诚，并将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洗劫一空，
往山下逃去。

当刘奎等人察觉情况有变、带着同志们赶到蜜蜂洞
时，项英和周子昆已倒在血泊中，不幸牺牲；黄诚身负重
伤尚有呼吸。

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将两位首长的遗体抬到离洞
口百米远的山坳处掩埋好，将黄诚送到濂长村徐老三家
中养伤。

项英和周子昆的遗体，于1952年移至南京雨花台
安放。黄诚43天后伤愈归队，继续坚持在皖南山区打
游击，直至全国解放。

见证惨烈一夜的蜜蜂洞，成为皖南事变重要历史遗
址，是“安徽省党员干部红色宣传教学点”和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本报记者 余庆）

“如果能亲眼所见今天的濂长村，先
辈们一定很宽慰。”坐在自家院墙边，与村
里老人闲聊起过往，87岁的徐四九感慨万
千——四处转移、躲避战火的日子早已远
去，眼前的村庄，在初冬暖阳下，生机勃勃
又和谐安宁。

青山埋忠骨，热血图振兴。今日濂
长，这片英烈热血浸染过的热土，幸福花
开样样红。

■茶香菇壮产业兴

濂长的幸福花，开在茶园里。
泾县茂林提魁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周勇，是正宗的红二代。父亲周明火是
加入皖南新四军游击队的第一批队员。

从茂林镇水利站退休后，他不想闲
在家里，总想着还能为老家的乡亲做点
什么。

濂长产好茶——拣尖，但养在深闺人
未识。自小学过制茶手艺的周勇想把茶
园种起来，把好茶推出去。

2015年9月，他起步的时候，濂长的
茶产业不景气。“落后的种植、制茶技术，
难以保证茶叶品质和效益。茶园荒废了
近一半。”

也许是父亲的血性遗传给了他，周勇
做起事来总有那么一股子热血劲头。他
说干就干，投入20多万元，建造了高标准
钢结构茶叶制作车间，购置杀青、理条、烘
炒等制茶设备，创立了属于濂长村的茶叶
品牌——“濂坑拣尖”。

他是善于学习的人，请来外地的专家
指导新设备的使用，找来本地的农技人
员，手把手教茶农种植技术。

一年、两年、三年……濂长的茶园恢
复了生机，加入合作社的茶农也渐渐多
了。“现在村里已发展6个百亩茶园，年产
2万多斤茶叶。”

老周不仅带着村民种茶，还帮着加工
茶叶，更多是想办法把大伙辛辛苦苦种的

“濂坑拣尖”卖出去。他很自豪，去年，帮
助困难户销售了4000多斤鲜叶、300多斤
干茶。

如今，合作社已吸引茶农30多户加
入，年产值能达到200多万元。老周干劲
足得很，“我们的茶叶在南京销售不错，下
一步还要在品质上提升，让更多人喝上濂
长的好茶。”

山上茶园香，山下香菇肥。这朵幸福
花，还盛开在菇棚里。

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林，就是金林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他是个热血的汉子，2012年一场台风

损坏了大量菇棚，菇农损失惨重。但他挺
过来了，今天仍在继续香菇种植，成为村
里规模最大的香菇家庭农场。

徐金林领我们走进菇棚，一株株滚圆
的菌棒上，一朵朵肥嘟嘟的香菇长得正
欢。他的爱人凤丽君麻利地采摘着，“看，
这朵是花菇噢，多壮实。”

昼夜温差大的山区，是反季节香菇成
长的“乐土”。濂长村采用了机械化的香
菇制棒流程，制棒速度由每天2千支增至
2万余支。凤丽君语速很快，“我们改进了
技术，地埋式改为架层式立体栽培，出棚
的香菇无沙无虫。”

合作社集中制棒、分流发菌出菇，进
一步降低了菌棒制作的成本。加入的会
员102户，带动周边农户112户，涉及5个
村，种植规模100万棒以上，总产量有200
万公斤。

今年3月，茂林镇通过申请扶贫项目，
为濂长村香菇产业发展又添了把火，新建
了16个菇棚，可增加村集体收入4万多
元，还带动了6户贫困户就业增收。

■新事新办风俗美

幸福像花儿一样，不仅开在茶园里、
菇棚中，也绽放在大伙的心坎上。

对村民徐世鹏来说，这个国庆，新事
新办，清新时尚。

他和爱人去年领了结婚证，但因疫情
原因，一直没办成喜宴。10月7日，在村
口的新风堂办了12桌酒席，算下来，每桌
光菜金至少节约500元。“濂长离镇上有9公
里，老年人出门不方便，在新风堂办酒，省
事省力省钱。”

今年国庆假期，新风堂办了78桌喜
宴，共计为村民节约2万多元。

说是新风堂，其实是一幢老建筑，前
身是1982年修建的“濂长大会堂”，承载
着大伙的共同记忆。

这座房屋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村
“两委”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上一代村集
体奋斗的成果，不能在我们手里倒下了。”
2018年，整合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资金，
将其改造为“濂长文化礼堂”。2019年初，
又改建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新风堂成为
茂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示范点。

投入使用后，既是新事新办的新场所，
又是村民们休闲娱乐学习交流的好地方。

村党支部副书记汪庭魁负责新风堂
的管理，他喜孜孜地介绍，有老人活动室，
也有小朋友的玩乐设施，还有舞台、音响、
灯光、投影……“不要看濂长在山坳里，群
众文化活动一点也不少，跳广场舞、唱卡
拉OK，精神生活丰富着呢！”

新风堂滋养的精神文明之花，愈加绚
丽多姿。

村里成立了乡贤参事会、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协商委员会……68岁的
徐国华是乡贤参事会成员，热心肠的他带

头把两个儿子的婚宴都放在新风堂，还捐
赠了4台价值5000元的空调。在外打拼
的村民周晓，得知这里餐具老旧，主动联
系村委会，捐赠了20套餐具。

欣欣向荣的新风堂，不仅是村里人气
最旺的地方，还是自驾游客和骑行者的活
动驿站。

村“两委”用好新风堂的“流量”，设立
爱心助农专柜带货，蜂蜜、笋干、茶叶……
从濂长走向远方。

■热土振兴前景好

濂长的幸福花，常开常新，经久不衰。
眼下，村“两委”正谋划未来发展，支

书徐金林踌躇满志：“走红绿融合的路子，
充分挖掘红色基因，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

说起来，濂长红得浓烈，传统底蕴也
深厚——

有嘉庆年间的石拱桥、丕岭古道，道
光年间的贞烈牌坊，溶洞“神仙洞”曾是电
影《黄英姑》取景地。

令人眼前一亮的，还有全省唯一的古
树公园。在里长村民组，15株百年古树依
山而生，气势不凡。其中一株500多年树
龄的一级古银杏，守护着古村、青山、秀
水，守护着这一方热血浸染过的热土。

这片热土，振兴的期望是如此迫切。
抓住省级中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建

设机遇，濂长村“组组通”道路全部实现硬
化，改水改厕工程全部完成，河道、桥梁全
部实现清淤升级，“五清一改”清理掉了多
年的乱搭乱建、乱堆乱放。

徐支书如数家珍：投入6万多元，在全
县率先为自然村都安装了路灯。村部至
蜜蜂洞山脚的濂蜜路路面拓宽硬化工程
完成，这条全程8公里、宽6米的道路，是
濂长第一条村级旅游公路……

这片热土，发展的意愿是如此热切。
山东客商来了，一个名为“齐风徽韵”

的生态农业开发项目启动实施。
热情的山里人，凭借一腔热血和满腔

诚意，打动了远方的客人，计划投资1.1亿
元，建设包括生态度假区（民宿）、特色野
生茶叶加工中心在内的生态庄园。目前，
100亩土地流转工作已经完成，前期投资
大约两千万元。

好消息接踵而来——
集观光旅游、采摘体验为一体的300亩

生态茶园项目，落户濂长；
连接东流山激战场、丕岭山顶、蜜蜂

洞的10公里红色旅游环线，以及蜜蜂洞山
脚下的相关建设项目已破题，成为《茂林
皖南事变激战地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

青山依旧在，濂长景色新。今日濂
长，村民们正在希望的田野上续写着新的
热血故事。

（本报记者 谭艺莹 余庆）

全党同志一定
要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永远铭记为
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抛头颅洒热血的
革命先辈，努力为
人民创造更美好、
更幸福的生活。

——习近平

昔日濂长是革命老区。皖南事变
中，这里是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将士奋
勇突围的战场。项英、周子昆突围后
在赤坑山蜜蜂洞遇难。皖南事变后，
在濂长建立了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的
第一支游击队。

今日濂长生态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人文景观众多，
曾荣获“安徽省生态村”“泾县旅游特色村”称号，2018年确
定为宣城市红色村庄建设示范点。

19641964年年，，陈六香陈六香（（左左））与马长炎久别重逢与马长炎久别重逢。。（（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古树公园古树公园。。 濂长村貌濂长村貌。。

蜜蜂洞蜜蜂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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