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革命時期閩東畬族

人民的革命鬥爭

閩東這塊有著光輝燦爛的革命歷史的土地，位於福建東北部的

山區况，包括福安、福鼎、霞浦、寧德、周寧、壽寧、羅源、連江等

縣一百八十多萬人口的地區，其中畬族十萬餘人，佔閩東總人口的

5.5%。在這綿亙不盡的崇山峻嶺况，千百年來就居住著勤勞、勇敢

的畬族人民，他們和漢族勞動人民用血汗滋潤了這塊土地，用自己的

雙手把“窮山惡水”的深僻山區創建成美麗富饒的家園。畬族人民和漢

族人民在共同勞動中，在反抗歷代封建統治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中，特

別是近三十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長期、艱鉅而又曲折的

革命鬥爭中，結成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和戰鬥友誼。整個閩東畬族地區

有70%以上都是革命老根據地。根據地的畬族人民在歷次的革命鬥爭

中，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曾創造出許多英勇悲壯，可歌可泣的光

輝事跡，對革命事業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在人民革命的歷史上寫下了

光輝的一頁。

苦難的歲月

閩東境內，依山傍海，物產極為豐富。但由於長期飽受著帝國

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統治和剝削，造成畬族人民的

貧困和落後。1922年後，帝國主義的商品不斷傾銷到閩東市場來，洋

油、洋燭代替了茶油、桐油，洋紗、洋布代替了土布，許多小商業、

手工業被擠垮，使農村愈來愈破產。作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人民的根

基─封建地主階級，也加強了對農民的剝削，大量兼併土地。在20

世紀初，閩東地區約佔總人口7%的地主、富農，佔有了總面積約

70%的土地，而絕大多數的畬族貧、僱、中農都是無地和少地的。他

們大都租種漢族地主的土地，例如羅源縣八井鄉一百八十五戶的畬族

貧僱農和中農的耕地中有80%是向漢族地主租來的。地租剝削極為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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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般佔收穫量的50%─70%，有的甚至高達80%以上。由於租額

高，農民往往因歉年失收無法繳清地租，地主常為此奪佃，或奪去佃

戶僅有的少量產業，弄得貧苦農民家破人亡。畬族農民曾流行一句諺

語：“種田得稻草，養活了地主，餓死了自家人”。這簡短的一句話，

道出了封建剝削的殘酷性和廣大畬族農民內心的悲痛。高利貸剝削在

農村也十分嚴重，寧德縣南崗村九十二戶畬族農民，借貸的佔總戶數

的88.1%。地主、富農經常用“貸穀”、“貸款”和“買青苗”等方法來剝

削農民，這樣也就加劇了農民的破產和地主、富農、高利貸者的集中

土地。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超經濟剝削，如地主收租時，佃戶要設

宴款待，稍有不周，即慘遭毒打。地主年年強迫佃戶籌辦“山租酒”，

供地主、狗腿飽食幾頓，這已成為畬族農民的沉重負擔。由於種種的

苛重剝削，人民被榨乾了血汗，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畬族人民除受封建地主的嚴重剝削外，還遭到反動軍閥的殘酷

統治。閩東的反動軍閥對人民的壓榨，竭盡了一切毒辣的手段。苛捐

雜稅多至百餘種，稅棍、糧胥的足跡，到處皆是，特別是反動的海軍

陸戰隊，分駐閩東各縣，統掌軍政大權，遍設稅收機構，搜刮民財，

強迫農民把種糧食的土地改種鴉片，大量徵收鴉片捐，嚴重地破壞了

農業生產的發展。反動派為了牟取暴利，乘機敲詐人民，到處開設煙

館、賭場，造成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傾家蕩產。

苛重的賦稅、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已使畬族農民陷於流離破

產的境地，再加上連年災荒，物價上漲，土匪到處打家劫舍，更使畬

族人民求生不得，輾轉在飢餓和死亡線上。福安縣鳳陽村當時有十五

戶畬族農民，為貧窮所迫忍淚吞聲出賣了妻子和兒女，鍾盛順兄弟姊

妹十一人，有六個因飢餓被奪去了生命。全村的貧苦農民，常在青黃

不接，無法活下去時，挑著破筐，拉著妻兒逃荒到外地，過著流浪和

飢寒交迫的生活。

畬族人民在經濟上是如此的貧困，在政治上也是處在極端無權

和被歧視的地位。反動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採取壓迫和歧視的政策。



土地革命時期閩東畬族人民的革命鬥爭

167

如畬族農民挑柴進城求售，常遭反動軍隊、地方豪紳的欺榨和辱罵，

經常無代價強奪他們的柴片。畬族的農民子弟根本得不到就學的機

會，因此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是文盲，地主、富農便乘機偽造契約，霸

佔畬族人民的田園、山林和家產。這些民族之間的壓迫和剝削，實質

上是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

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反動軍閥的橫徵暴斂

和土匪流氓的猖狂搶掠，給閩東畬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使他們

的生活窮困到了頂點。畬族人民一般每年都缺糧八至十個月以上，只

好以野菜充飢，過著“七分野菜三分糧”的痛苦生活。福安縣鳳陽村有

五十戶畬族農民，在十冬臘月天，只著襤褸不堪的單衣，和蓋稻草、

棕衣熬過嚴寒的日子。當時閩東的畬族人民曾悲傷的唱著：

無衣無吃真是苦，床上無被蓋棕衣；

夜况無被難到曉，日况無糧家難歸。

這首山歌深刻的反映出黑暗的社會制度給畬族人民帶來的無限

辛酸的苦難歲月。正因如此，畬族人民對舊社會是深惡痛絕的，在歷

次的革命鬥爭中，群眾無不堅決地、積極地投入鬥爭的洪流中去。

畬族人民的覺醒

在黑暗統治的年代况，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深淵中的閩東畬族

人民，曾和漢族人民一起進行過多次的反抗統治階級的鬥爭，抗繳捐

稅和租糧。大革命前夕，福鼎縣雙華鄉沒有種植鴉片，但是反動軍閥

卻強迫人民交鴉片捐，激起了畬族群眾的強烈不滿，他們用木棍、石

頭毆打前來收稅的反動軍隊。大革命時期，一些受過革命思潮洗禮的

革命知識分子，開始在閩東一帶傳播革命思想，並發動群眾展開反收

捐稅、反豪紳地主的鬥爭，如1927年，福安縣七十二個村子的畬、漢

兩族農民在革命知識分子的發動下，曾進行了反對鴉片捐 承包鴉片

捐 的鬥爭。但是，由於當時閩東還沒有黨的組織，沒有提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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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綱領，因此這些鬥爭都歸於失敗。

大革命失敗後，由於黨及時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領

導，使革命又走上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進入了偉大的土地革命時

期。毛澤東同志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創造性地提出在農村

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理論，使革命得到迅速的發展。1929年間，

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的紅軍第四軍曾三度入閩，開闢了閩西根據

地，這對於閩東地區的革命鬥爭有著極大的影響。廣大的閩東畬、漢

族勞動人民對於革命非常嚮往，福安縣的許多地區都秘密地組織了貧

農團，農民們紛紛捐款支援中央蘇區和紅軍。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不久，閩東黨組織成立，使閩東革

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從此，閩東畬、漢兩族人民找到了自己的

領導者，開始在黨的領導下起來進行革命鬥爭。由於畬族人民受苦最

深，同時，居住深山，環境有利於革命活動，因此黨組織建立後，就

派了許多革命同志深入到福安縣的鳳陽，連江縣的長龍，霞浦縣的五

斗、龍潭等畬族村，在貧僱農中間紮根串連，培養畬族的革命骨幹，

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並通過他們去團結廣大的畬族貧苦農民。當時

閩東革命領導者之一馬立峰同志曾培養福安縣鳳陽村畬族貧農鍾阿

汆，並派人協助鍾阿汆在畬族群眾中進行革命活動。

在黨的教育下，閩東畬族人民第一次曉得世界上有一個為勞動

人民的解放而鬥爭的黨，知道了“只要大夥一條心，就可以不交租、

不交糧”。這些“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貧苦農民在革命燈塔的光輝

照耀下，開始看到了光明，他們的心中燃起了熾熱的革命火焰，堅決

要求推翻壓在自己頭上的大山，來改變千百年來的痛苦，和悲慘的

命運。

從“三抗”、“五抗”到武裝暴動

閩東黨組織建立後，就根據群眾切身的利益，領導畬、漢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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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展開了“減租”和“抗租”、“抗糧”、“抗捐”的“三抗”鬥爭。1931年

春，福安縣的溪柄、穆陽、溪北等地畬、漢兩族農民在黨的領導下，

進行了大規模的反鴉片捐的示威遊行.其他各地也紛紛爆發反對鴉片

捐的鬥爭。1931年後，黨在福安縣鳳陽、大山下等畬族村建立了貧農

團組織，發動群眾採取“以拖為抗”的辦法抗繳租糧，限制糧食外運。

當時，鳳陽村有個大惡霸鍾得雄公開破壞革命，群眾起來殺掉這個民

族敗類。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黨進一步提出了“抗捐”、“抗稅”、

“抗糧”、“抗債”、“抗租”的“五抗”口號。鳳陽村畬族農經經過鬥爭之

後，把全村的一千多擔租和兩千多元債款全部抗掉。

通過一系列鬥爭，農民深刻體會到革命給他們帶來的好處，也

認識到團結起來力量大，階級覺悟不斷地提高，革命情緒空前高漲。

赤色農會、貧農團、抗租團、婦女會、兒童團等革命組織在福安縣的

鳳陽、山頭莊、小嶺，周寧縣的寧園坪，霞浦縣的青皎等畬族地區，

像雨後春筍般秘密地發展起來了。福安縣溪北洋一帶幾十個畬族村莊

全部建立了貧農團與抗租團，山頭莊、小嶺等畬族村還先後建立了黨

團組織，加強了革命領導工作。群眾自動組織起來，白天由兒童團站

崗放哨，晚上由抗租團巡邏，把前來收租的地主逮捕起來，進行鬥

爭。同時派人四處張貼標語和散發傳單，使革命聲勢更加壯大。

“五抗”鬥爭開展後，由於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引起了敵人的恐

懼。國民黨集結了各方面的反動軍隊來進攻革命。各地地主都以“防

匪”為名組織了民團、大刀會等反動武裝，配合反動軍隊對革命進行

瘋狂的“清剿”。為了對付反革命的武裝，畬族農民紛紛參加了黨所領

導的農民武裝─紅帶會，以及赤衛隊、游擊隊。1932年，連江縣的

游擊隊曾在長龍等畬族地區活動，游擊隊的成員中約有一半是當地的

畬族農民。

1933年春天，閩東各地因連年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蹂躪，普遍

鬧飢荒，群眾生活異常貧困，如連江縣長龍鄉的畬、漢兩族村莊被敵

人燒搶得顆粒不留，可是地主和土豪卻把糧食屯積居奇，乘機抬高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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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牟取暴利，群眾紛紛掀起反抗鬥爭。在這種形勢下，黨決定領導

農民從“五抗”轉為“打土豪、分糧食”的鬥爭，並把一切鬥爭都引到武

裝鬥爭上來，為早日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革命創造條件。因

此，以“打土豪、分糧食”為中心的武裝鬥爭在閩東廣泛展開，到處打

入地主惡霸的糧倉，把糧食分給貧苦農民。革命的烽火已經燃遍了閩

東山區。

這一年冬天，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事變，反對蔣介石集團。國

民黨反動派用大批兵力向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當時敵人在閩

東的防務力量比較薄弱，閩東黨便進一步領導各地人民舉行武裝暴

動。福安縣甘棠等地的畬、漢兩族群眾和赤衛隊配合游擊隊共一千多

人攻佔了賽歧鎮，聲勢浩大，繳獲偽國民團八十三枝槍，並打開國民

黨和官僚資本家的糧庫、鹽倉，分糧分鹽給勞動人民，擴大了革命的

影響。霞浦縣青皎地區的四十七個畬、漢族村莊四千多人也在黨的領

導下，進行了武裝暴動，殺死了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地主惡霸三十

多個，摧毀沿海漁民最痛恨的鹽田海關，沒收鹽田鄉嚴、黃兩家大地

主兩百多擔糧食分配給農民，並宣佈廢債廢租，除捐滅稅。畬族人民

是當時青皎暴動的一支重要力量，參加暴動的十三個紅帶隊的二十六

個正副隊長中，畬族就有十一個。通過這場鬥爭，嚴重地打擊了反動

派的囂張氣焰，也促進了畬、漢兩族勞動人民深厚的戰鬥友誼。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實現

武裝暴動之後，革命的暴風雨席捲了整個閩東地區，形勢發展

一日千里，各地農民紛紛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反動的政權，建立了

紅色的蘇維埃政權，實現土地革命。福安縣的鳳陽、山頭莊、小嶺，

連江縣的長龍，寧德縣的南崗、半嶺，霞浦縣的龍潭、五斗、草崗，

以及羅源縣的八井、西蘭等畬族村莊都建立了村蘇維埃政府。福安縣

的金洋等畬族村還建立了縣、區蘇維埃政府（當時安德縣蘇維埃政府

設在金洋村）。1934年春，閩東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紅色蘇維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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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建立，是閩東畬、漢兩族人民翻天覆地的大喜事，它標誌著畬、

漢兩族勞動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獲得解放。許多畬族農民擔任了村蘇維

埃政府以及區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工作，如連江縣長龍等七個畬、漢兩

族雜居村的蘇維埃政府主席（藍依三、藍如蘇、雷乃旺、雷禮旺、藍

禮在、藍細珠、藍禮壽等）以及安福縣下西區蘇維埃政府的主席雷付

弟、秘書鍾廷春和財糧委員雷進興等都是畬族。長期以來受盡壓迫、

剝削的閩東畬、漢兩族人民第一次成為自己政權的主人。

蘇維埃政府頒佈了分田政策，全力轉入領導畬、漢兩族農民，

實現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土地革命。在分田政策中，閩東黨規定了少

數民族（即畬族）和漢族一樣，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許多畬族地區都

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群眾行動起來，以雷

霆萬鈞之勢向封建勢力實行猛烈的衝擊，他們燒毀了地主的契據債

券，沒收了畬、漢兩族地主的土地，交由蘇維埃政府統一進行評產，

按段插標，然後以村蘇維埃為單位，按人口進行分配。福安縣的山頭

莊、小嶺和羅源縣的西蘭等村畬族群眾每人平均分得土地一畝多，霞

浦縣的五鬥等五個畬族村群眾每人也分到水田七分。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初步勝利，使革命進入了一個

新的高潮。凡是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地區，封建勢力都受到嚴重的打

擊，革命的烈火燃遍了高山深谷。實現土地革命後的畬族鄉村，面貌

為之一新。到處是鑼鼓喧天，歌聲載道，畬族農民歡欣鼓舞，喜慶蘇

維埃政權的建立和土地還家。群眾在分到土地之後，生產積極性大大

提高。同時，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他們也踴躍地報名參加紅軍和游擊

隊。當時，葉飛同志（現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領導的紅軍獨立師

中，有很多是畬族兄弟。

閩東蘇區和紅軍的迅速發展，土地革命的急劇實現，引起了國

民黨反動派的極大震驚。1934年冬，國民黨調動了大批的反動軍隊，

配合反動的地方民團、義勇隊共十多萬人，向閩東蘇區發動了瘋狂的

進攻，採取了慘無人道的燒、殺、搶、移、捉的“五光”政策來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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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據地。這時，土地革命後的第一年秋收快要到來，黨決定領導

群眾展開保衛蘇區、保衛秋收的鬥爭。畬族人民投入了英勇的對敵鬥

爭中，在每一個村莊，青壯年都全部參加赤衛隊，用土槍、紅纓槍武

裝起來，實行戒嚴，加強站崗、放哨、守衛的工作，監視反革命的活

動，並在大路上挖掘壕溝，築起圍牆和攔路壩來對付敵人的破壞。兒

童團員、婦女會員和七、八十歲的老大爺也全部動員起來，他們同樣

參加站崗放哨。如遇敵人來犯，則用竹筒、牛角鳴號或喊“山豬”來

了，讓赤衛隊、游擊隊作好殲滅敵人的準備。同時，組織了救護隊、

擔架隊和建立戰地醫院，隨時搶救受傷的紅軍和游擊隊戰士；為紅軍

送米、送菜，做草鞋、洗補衣服；以及冒生命危險，機智地把信件夾

在斗笠况或縫在衣被况，為紅軍傳送情報。

但是由於敵人在數量上多我數十倍，並有飛機、大炮配合作

戰。在敵人瘋狂的武力進攻下，革命根據地受到了嚴重的摧殘，許多

革命組織被破壞，革命幹部和群眾被殺害。為了保存有生力量，紅軍

主動撤離蘇區，轉移到敵人力量較薄弱的地區。在紅軍撤退後，畬族

群眾仍繼續和敵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並採取“堅壁清野”的辦法來對

付敵人。這時，革命轉入低潮，閩東地區開始了三年的游擊戰爭。

在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中

在整個三年游擊戰爭中，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上、軍事上採取

了種種毒辣的措施，對革命老根據地反覆不斷地進行“清剿”。敵人在

各個較大的村莊，遍築炮樓和圍牆，駐兵把守，經常進行“清鄉”，福

鼎縣浮柳鄉白石畬族村從1936年10月到12月的三個月中即先後受到十

次“清剿”。為了鎮壓革命活動，國民黨反動派在畬族地區建立了血腥

的保甲制度，實行“連座切結”、“編造戶口”、發“良民證”，強迫革命

群眾“自新”。並且採用了惡毒的“移民併村”政策，把深僻山區的小村

莊燒掉，搶光財物，強迫群眾移到大鄉村去。敵軍所到之處，無不燒

殺姦掠，其狀慘不忍睹。僅霞浦一縣被摧殘的畬、漢兩族村莊就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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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個，有三千二百六十四座房子被燒毀拆塌，七百多人被殘殺。革

命根據地到處房屋焚毀，雞犬無聲，變成荒無人煙的地區。畬族人民

被迫大批逃亡他鄉，流離失所，生活陷於絕境。霞浦縣的雙牛望月、

爐和福鼎縣的西庵等畬族村經摧殘後，一直到解放時尚未恢復，許

多群眾都絕了戶。

在革命低潮時期，反動的畬、漢兩族地主階級也勾結了國民黨

軍閥、官僚對根據地人民實行反攻倒算，重新逼租逼債，收租奪田。

連江縣洪塘鄉的地主，請來了偽八十七師的一個營，長期駐守，向總

洋等已實行過土改的畬族村不斷進行騷擾，達一年之久。福安縣穆陽

鄉的地主威逼鳳陽等村的農民交還革命時所抗掉的租債，鳳陽村的畬

族農民80%以上因此而重新負債累累，過著悲慘萬狀的生活。人民的

勝利果實被反動派奪去了，反動勢力變本加厲地統治著畬族地區。

但是，閩東人民並沒有被敵人的殘酷鎮壓所嚇倒，他們更緊密

地團結在黨的周圍，配合紅軍游擊隊，與敵人展開了頑強機智的鬥

爭。閩東黨組織在嚴酷的鬥爭關頭，及時地開展了靈活的游擊戰爭。

一方面根據“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游擊戰爭原則，把

部隊分成幾十人不等的許多小的作戰單位，分散到敵軍駐地去，經常

出於敵人不意地戰勝敵人。另一方面，黨又充分發動群眾，實行“白

皮紅心”的政策，採取一系列正確策略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來對

付國民黨反動派政治、經濟上的“清剿”。例如駐在霞浦縣的國民黨軍

隊強迫畬、漢兩族民工在西勝、南崗、里馬等鄉築炮樓，黨就發動群

眾挖炮樓，砍電線，鋸電桿，破壞敵人的交通。1935年冬和1936年

冬，國民黨曾兩次企圖把該縣五斗、三斗、龍虎崗等村的畬族群眾併

入福安縣，規定“移民”外出要向偽保長請假，出門生產只准帶一餐午

飯。並在沿途設立崗哨，禁止把蠟燭、電池、食鹽、香煙等運到山

上，妄想對游擊隊實行“經濟封鎖”，斷絕群眾和紅軍游擊隊的聯繫；

但是黨卻及時揭露敵人的陰謀，發動群眾上山建秘密樓，挖地洞，並

把革命的基本群眾移到根據地的邊沿地區居住。五斗等村的畬族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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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人組織了游擊隊，在山上採取靈活戰術，與敵人作戰，經常以

三、五人為一組，分散到敵人駐地去貼標語，鎮壓收租奪田的反動地

主。霞浦縣的龍潭和周寧縣的寧園坪等畬族村都建立了“土豪廠”，專

門關閉土豪劣紳，要他們拿出糧款，解決游擊隊的部分經濟問題。

1936年春，福鼎縣雙華鄉的畬族群眾三千多人配合劉英同志（閩浙邊

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所領導的隊伍，進攻浙江平陽縣的反動據點馬站

鎮，繳獲了大批彈藥。

閩東畬族人民在對敵鬥爭中表現得非常英勇，他們在最艱苦的

環境中，仍千方百計地設法支援紅軍游擊隊，表現了高貴的革命氣

節。霞浦縣五斗畬族村被敵人摧殘過五次，全村房子都被燒光，連廁

所、牛欄也不能倖免，但敵人要想撲滅群眾的革命鬥志根本做不到。

該村群眾一次又一次地在廢墟中搭起草樓，並經常瞞過敵人的層層封

鎖線，把糧食藏在竹槓况和草灰、地瓜藤中，送給游擊隊，並為游擊

隊代買日用品與食鹽。革命基點村周寧縣的寧園坪單1936年就被敵人

燒過三次，畬族群眾失去了住所與糧食，但他們堅持革命的決心始終

沒有動搖。該村畬族共產黨員雷成波在敵人進犯時，冒著生命危險，

在敵人的機槍火線下，割斷了渡排的繩子，保護了革命同志和全村群

眾的安全。許多畬族群眾直到解放以後，還保存著蘇維埃政府的印

鑑、通行證、軍屬證明書、土地證和借據等。他們的心始終向著黨，

向著紅軍游擊隊，堅信革命一定會勝利的。

由於閩東黨採取了正確的游擊戰略戰術，以及和人民群眾結成

了血肉般的聯繫，終於粉碎敵人無數次的“清剿”，戰勝重重包圍與封

鎖，取得了三年游擊戰爭的重大勝利。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鬥爭，閩

東黨保存了革命根據地、保存了黨組織和武裝力量。革命力量大大壯

大了。1937年底，在全國抗日戰爭形勢的推動和我黨的努力下，閩東

地區開始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時期。1938年2月，閩東黨派

出了一千三百多名畬、漢兩族人民的優秀兒女，開赴皖南抗日前線，

參加偉大的抗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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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人物、光輝的事跡

英雄的畬族人民在革命鬥爭中，始終表現了英勇不屈的堅強意

志，在艱苦的革命年代里，他們不怕一切困難危險，堅決跟著黨鬧革

命，為革命事業奔波勞碌，出生入死，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動人心弦

的英勇事跡和英雄人物。

我們在連江縣長龍村曾訪問畬族革命老前輩藍元進同志，他在

革命低潮時活動在羅源、連江等縣進行革命宣傳工作，曾七次被捕，

成年累月地被敵人監禁，過著非人生活，但他卻屢次越獄逃跑，繼續

進行革命鬥爭。在最後一次被捕時，敵人竄入他的家中，用柴棒把他

打暈過去，敵人強迫他的妻子和岳丈把他抬到二十里外敵人的駐

地─下詳，敵人施盡了許多毒刑，如坐老虎凳、倒吊、電刑、用竹

竿扎指頭、用香火燒胸等，而所得到的只是憤怒的叱罵和倔強的沉

默。有一次反動派把他關在一個漢族老大娘家中準備槍殺他，但這位

老大娘卻冒著生命危險把他放走。現在這位革命老同志已經是六十多

歲了，他仍在人民公社內為社會主義建設勞碌奔走。當他結束了他的

談話時，解開衣裳露出胸脯給我們看當日被國民黨反動派燒傷的疤

痕，這不是一般的傷痕，而是榮譽的記錄。

福鼎縣雙華鄉畬族藍青改同志，在1936年10月被國民黨抓到蒲

門城內，敵人對他嚴刑拷打，百般利誘，但是他毫不懼怕，始終沒向

敵人吐露一個字。慘無人道的劊子手最後把他的心挖出來，但他在就

義前還從容地向群眾大聲疾呼：“我們少數民族一定要起來革命！”並

痛罵國民黨說：“你們殺死我一個人沒啥，今後紅軍會替我報仇！”群

眾無不受他的英勇行為感動得流出眼淚，內心中仇恨的火焰燃燒得更

加熾烈了。在他的影響下，鍾邦基同志（畬族）也以同樣英雄的氣概回

答了敵人。

畬族婦女不僅是勞動戰線上一支勁旅，同時也是革命戰線上的

尖兵，為革命立下很大的功勞。許多老革命同志無不時刻懷念著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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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媽媽，雖然直到現在還不知道阿媽的姓名，但卻知道她是福安

縣和霞浦縣交界的暗井下厝坪的一位普通的畬族勞動婦女。在1934

年冬，敵人到處摧殘革命，許多革命同志被迫流亡，在這種極端恐

怖的日子里，阿媽挺身而出，她冒過多次生命的危險，受過匪首的

百般凌辱，騙過匪徒的搜查，為革命同志蓋秘密寮，把革命同志隱

藏起來，她像慈母般地撫愛過革命的同志，並鼓勵自己的兒子參加

革命1。

在福鼎縣至今還流傳著畬族婦女鍾二妹探監的動人的革命故

事。鍾二妹是土地革命時期黨的優秀宣傳員和通訊員。苦難的生活，

鍛煉了她，使她具備了強烈的階級仇恨，在黨的教育和培養下，鍾二

妹知道了受苦受難的根源所在之後，這些仇恨就成為反抗反動統治

者的力量源泉。她深刻認識到只有徹底推翻反動統治，才能獲得翻

身解放，因而頑強地向反動派進行鬥爭，不知疲乏地傳遞著黨的許

多命令和指示。她的家當時成為革命戰鬥的指揮部，領導同志經常

在那里聚會研究工作。1932年春，她的工作被敵人發覺，有一天敵

人尾隨其後，企圖將她家况的革命同志一網打盡，正在千鈞一髮的

時候，具有高度階級覺悟的鍾二妹，抱定決心，寧願犧牲自己，決

不能讓革命領導同志和組織受到損害。在半路上，她機智地擺脫了敵

人的追蹤，奮不顧身拔腿就跑，顧不得荊棘撕破了她的衣褲，劃破了

她的手腳，也顧不得敵人射來的子彈，她一心只想著趕緊回家去通知

同志們轉移。但這時敵人已奪去她丈夫的生命，燒毀了她的家，革命

領導同志被衝散下落不明。所有這一切，並沒有使鍾二妹傷心氣餒，

相反她更增加了對反動派的仇恨，為了黨的事業和革命同志的安全，

她鼓起了更旺盛的革命意志，日藏夜出，四處奔走，熬受了種種折

磨，到處尋找革命同志，兩個月過去了毫無結果。有一次她得到了曾

與她共過事的一位名叫小葉的女同志被敵人抓去關在桐山的可靠消

息，她想小葉同志一定會知道其他同志的下落，於是她剪掉頭髮，穿

上漢族婦女的服飾，以幫人煮飯為名，機智地騙得了看守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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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了小葉同志，終於重新找到了組織關係。不久，她又繼續活動為

革命工作2。

霞浦縣南山村一個村蘇維埃主席雷成和（畬族）的兒子，年僅十六

歲，不幸被敵人捉住，脅迫他帶路去抓他的父親，但是這位少年英雄

已經懂得怎樣對待革命事業，他把敵人誘騙到將軍潭地方，自己跳入

河中，壯烈犧牲。這就是在革命烈火中成長起來的畬族少年，這種英

雄行為直到現在還為群眾所傳頌。

畬族人民的英勇革命事跡是舉不勝舉的，從以上的幾個事例

中，可以看出畬族人民在長期艱鉅的革命鬥爭中，對黨和革命事業表

現了無限的忠誠。這些光榮的事跡，不但是畬族人民也是全國人民學

習的榜樣，它將永遠鼓舞著我們前進。

在十年艱苦的土地革命中，閩東的畬族人民，始終是英勇不屈

地堅持著革命鬥爭，保持了黨的光榮旗幟，鍛煉出不少革命幹部，對

於祖國人民革命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正如前閩東革命主要領導人

之─葉飛同志在閩東老區人民革命鬥爭歷史報告中指出：“在最艱

苦最困難的鬥爭中，少數民族（指畬族）的作用是很大的，他們具有二

大特點：第一，最保守秘密；第二，最團結，不管敵人怎麼摧殘，他

們都是忠實於黨。”

土地革命後，閩東畬族人民又和全國人民一樣在黨的領導下，

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終於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趕走了

帝國主義，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現在，他們正以加倍的勇

敢和勤勞，發揚革命的優良傳統，為建設美好幸福的新閩東，奮勇

前進！

（附記：本文係我組根據在閩東畬族地區調查搜集的材料及中共福建福
安地委會提供的許多有關畬族人民革命鬥爭的寶貴資料編寫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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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革命鬥爭故事集》第十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革命鬥爭故事集》第十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與施聯朱、陳元煦合作，以福建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
查組畬族小組名義，發表於《民族研究》196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