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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湘(1905 年 1 月 30 日-1934 年 12 月 18 日 )，湖南长沙县人，中国共
产党员，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革命烈士。陈树湘 1922 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5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马日事变"后，参加北伐军叶
挺部，任班长、警卫团排长。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又随团参加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并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红 5 军团第 34 师师长。1934 年 11
月下旬，在湘江之战中，他率领部队付出重大牺牲，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和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后，负伤被俘。1934 年 12 月 18
日，在敌人押送前往长沙的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
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时年 29 岁 。2009 年 9 月 10 日，陈树湘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

1934 年 10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
方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纵
队、中央机关 86000 余人，被迫离开江西瑞金，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
红军接连突破敌人在赣、粤、湘边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于 1934 年 11 月
初，进入湘南。1934 年 11 月 18 日，红一军团第 2 师第 4 团，在团长耿飚和政
委杨成武的率领下，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城。随后，红军主力，相继进入道县
境域。拉开了抢渡湘江的序幕。

1934 年 11 月 25 日，天气格外晴好。中革军委在道县豪福村向全军发布了
抢渡湘江的战斗命令。1934 年 11 月 26 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
伯承，在道县仙子脚单独召集正在潇水西岸葫芦岩至岑江渡一线阻止敌人过潇
水的红 34 师团以上干部会议。董振堂表情严峻地说:"同志们，蒋介石在得知我
军有强渡湘江，到湘西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后，匆忙任命何健为追剿
军总司令，调集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五路中央军，又重金
收买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的陈济棠，加上湘南王何键，共 26 个师 30
万人，在潇水至湘江这个盆地上，布下一个袋形阵地，形成第四道封锁线。企
图在湘江以东地区，彻底消灭我军!我军现已处在敌人袋形阵地之中，危在旦
夕!"会议要求，在党和红军生存亡的紧要关头，红 34 师在掩护八、九师团顺利
通过苏江、泡江后，为全军后卫，在广西水车一带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红军抢
渡湘江。刘伯承先拍拍师长陈树湘的肩膀，再取下眼镜，擦了一下双眼，又用
衣角擦了擦眼镜戴上，充满深情地叮嘱:"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
又要有万一被敌人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刘伯承说完，陈树湘带领全师与
会干部庄严宣誓:"请军团首长转告朱总司令、周总政委，34 师坚决完成军委交
给的任务，为军团争光!"散会后，陈树湘在路上就布置了阻击任务。
1934 年 11 月 28 日，天气异常阴冷。陈树湘指挥红 34 师在湘江东岸、广
西水车一带山上刚建立起阵地，敌人就潮水般地尾随蜂拥而至。周浑元部，是
蒋介石嫡系，更是红 34 师的老对手。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就吃过陈树湘的
败战。这次，他认为红军兵败如山倒，决心一洗往日的耻辱，在蒋介石面前邀
功请赏。
陈树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毫无惧色。他镇定自若地指挥红 34 师将士
沉着应战，奋力抵抗。水车阻击战空前激烈。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战斗，打退
了周浑元部及大批其他敌人的一次又一次冲锋。终于掩护了中央机关、中革军
委纵队和主力红军于 1934 年 12 月 1 日渡过湘江，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
时，湘江沿岸各个渡口已完全被敌人封锁，红 34 师已被敌人截断在湘江东岸，
无法渡江追赶主力。
1934 年 12 月 2 日，陈树湘率部翻越海拔 1900 多米的宝盖山，欲从凤凰嘴
强行徒涉湘江，遭桂敌 43、44 两师猛烈阻击。师政委及师政治部主任光荣献

身，徒涉未果。面对无法渡江追赶主力的现实，陈树湘果断决定，退进都庞
岭，暂时立足，等待时机。部队刚到洪水青，遭到了广西民团的伏击。经过一
天激战，直到黄昏，才把敌人击退。这时，红 34 师接到军团部电令，指示他们
退回湘南打游击。陈树湘立即组织会议，宣布:第一，寻找敌兵薄弱的地方突
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敌人新的进攻又开始了。陈树湘命令 100 团掩护，他和参谋长王光道率 101、
102 两团，突出了重围。
1934 年 12 月 9 日，红 34 师余部 200 多人，展转到达都庞岭道县境内的空
树岩村，在村里进行了短暂地休整，开大会、写标语，宣传红军、宣传革命，
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第二天，大批广西民团从灌阳方向追来。陈树湘为保存实
力，避开敌人，沿都庞岭山麓向南退却。在道县清塘镇小坪村附近，遭到道县
保安团团长唐季候的截击。经过半日激战，将敌人打退后，沿江华、永明(江
永)、道县三县边界继续前进。
1934 年 12 月 12 日，红 34 师经江永的上江墟，道县的田广洞、立福洞，
铜山岭山脉来到江华桥头铺附近的牯子江渡口。陈树湘见渡口雾气蒸腾，死一
般寂静，就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抢渡牯子江。当渡船行到河心时，埋伏在
对岸的江华民团开枪了。陈树湘立刻命令一个班用机枪还击。他站在船头上，
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指挥部队快速抢渡。江华民团头子发现陈树湘是红军指挥
员后，命令一个枪手，瞄准了陈树湘。一枪打来，击中陈师长腹部，身负重
伤。陈树湘忍痛指挥部队抢渡牯子江后，到下了。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流血不
止，脸色惨白的陈师长，由江华界牌向道县四马桥方向退却。
1934 年 12 月 14 日，当红 34 师余部 100 余人，来到道县四马桥附近的早
禾田时，遭到道县保安团一营的伏击。激烈的枪声，惊醒了昏迷多时的陈树
湘。他强忍巨痛，在两个战士的扶持下，指挥战斗。在打退道县保安兵后，陈
树湘再次昏迷。战士们看着师长痛苦的神情，心中有如油煎般难受。突然，一
个战士大吼一声:"跟敌人拼了，为师长报仇!"说完，拿起枪就要往山上冲。其
他战士也积极响应。陈树湘被一阵喧哗惊醒，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拼尽全力大
喊:"回来，不准胡来!"战士们听到师长的命令，赶紧围在师长身边。泪，挂在
战士们的腮边，但谁也没有哭出声来。陈树湘在战士的帮助下，坐了起来，环

视着身边这些可爱的战士，吃力地说:"怎么能跟敌人拼了呢?同志们啊，我们是
毛主席亲自创建的革命队伍，是为穷苦大众打江山的。从秋收起义到井岗山、
五次反'围剿'，那样艰苦的环境，我们都不怕，难道会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吗?"
陈树湘舔了舔干烈的嘴唇，语重心长地说:"敌人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我们，恨
不得我们跟他们拼。看来，原路返回已不可能了。大家作好突围的准备，冲出
去，到前面牛栏洞汇合。然后，到九嶷山区打游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
树湘说到这里，伸出惨白而冰凉的手，与参谋长王光道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良
久，陈树湘对王参谋长说:"老王，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把这支队伍交给
你，你一定要将他们带出去!"王参谋长硬咽着说:"师长，我们一起走!"陈树湘
免强笑笑，说:"环境这么恶劣，我这个样子，能冲出去吗?你带队突围，我掩
护。冲出一个算一个，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部队且战且走，来到银坑
寨，再次击退道县保安一营的进攻后。陈树湘用绑腿死死地扎紧伤口，毅然决
然地挣扎着站起来，端起一挺机枪，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机修员，占领银坑
寨附近的洪都庙。敌人新的进攻开始了!江华、道县、宁远三县的保安团，从四
周蜂拥而上。陈树湘他们依据洪都庙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掩护同志们突出
了重围。

陈树湘他们的子弹打光了，机修员牺牲了。敌人叫啸着扑向洪庙……敌人
抓到一名红军师长，高兴得发狂。在四马桥坐镇指挥的道县保安团一营营长何
湘，命令将陈树湘抬到一间布铺里，为他找医送饭。企图从陈树湘口中得到红
军的情报。陈树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毫不动摇，拒医绝食，坚持斗争。何
湘无奈，只好于 1934 年 12 月 18 日拂晓，将陈树湘抬往道县县城，向上司邀

功。上午 8 时许，当行至道县蚣坝镇石马神村附近的将军塘自然村后时，陈树
湘乘敌不备，咬紧牙关，忍着巨痛，用手从伤口伸入腹部，抠出肠子，使尽全
力，大叫一声，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 29 岁。实践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
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陈树湘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割下，送到长沙悬于城门示众。群众将陈树
湘的无头遗体与一同牺牲的警卫员，葬于现道县城内，潇水之滨，上关大桥西
头北侧，中心粮库后面，二中左后方的飞霞山上，人称"双巴祖"。解放后，每
逢清明，常有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去扫墓祭奠。
2014 年 12 月 29 日，潇水河岸江雾蒙蒙，仿佛老天的泪眼朦胧。上午十
时，祭拜陈树湘烈士英灵、为陈树湘烈士立像，为红 34 师无名烈士立碑的活动
在湖南道县潇水河畔举行。
中共道县县委、县政府，解放军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神经内科分会和
北京医学会，湖南红色记忆基金会共同举办了这次活动。红军总司令、朱德元
帅外孙刘武大校，红 34 师第一任师长周子昆烈士之子周林，毛泽民烈士外孙曹
耘山，曾任红五师师长的李天佑上将之子李亚滨大校，带领一批红军后代和当
地群众 100 多人参加活动。专程从北京前来的"红军传人组合"在现场为烈士献
上散文诗和《长征》、《千山万水外》两首歌曲，高亢、壮烈而又凄婉的歌声在
潇水河上回荡，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在向烈士敬献鲜花的人流中，一位年轻人在烈士墓前突然跪下，嘶哑的嗓
音中迸出:"陈爷爷，我是韩伟的孙子小小。爷爷，我来看你了!"看到未留下子
嗣的陈树湘烈士有了后人，许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在祭拜的人群中还有一位身穿上尉军服的年轻人，只见他轻轻地在烈士墓
前放上了两幅照片。照片上，陈树湘烈士的铜像在一群年轻士兵中间。他们是
谁?是陈师长的亲人吗?原来这是红军时陈树湘烈士担任红 1 军团特务大队大队
长时亲手带过的那个大队，传承至今就是沈阳军区某摩步旅"红三连"。这个连
队的官兵们把陈树湘烈士当成了亲人、四时祭祀，新兵入伍都会在他的像前宣
誓，要像他那样"为苏维埃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祭奠的花篮挽带上有一幅十分引人注目，上面书写着:陈树湘老师长永垂不
朽，2013 年已 103 岁的开国老将军、曾担任过红 34 师 100 团政委的张力雄老

红军敬献的。陈树湘烈士生前战斗过的红军老部队、济南军区某摩步旅"开国大
典红一师"，道县县委、县政府，一批红军后代也向烈士敬献了花篮。
在花篮丛中还有一尊花篮，一群身着陆、海、空三军文职军人制服的医学
专家集体献给敬爱的烈士，他们组成了"陈树湘烈士亲友团"，这是解放军医学
科学技术委员会神经内科的专家们，是一批教授、博导、主任医师。是什么使
他们聚在一起的?他们的领队、全军主任委员，身着"文职将军"服的张微微教授
说，我们是一群红军的传人，红军的精神我们不弘扬谁弘扬!红军的血脉我们不
传承谁传承!张教授也是红军后代，她的老父亲在长征中曾从这片土地上走过。
她带领的这个团队几年来重走红军路，已先后在韶山、井冈山、闽西、遵义、
汉中、延安诸多红色老区，为群众义诊近万人次。今天他们来到了潇水旁，在
陈树湘烈士的归宿地为广大群众义诊，不仅送医，还带来了部分药品，免费为
接诊的病人治疗。
陈师长和红 34 师的一像、一碑、一牌由陈树湘烈士生死战友、红 34 师幸
存者韩伟老将军儿子京京、儿媳微微、孙子小小捐建。

塑像由著名雕塑家刘林教授原作，一座由"将军红"花岗岩石和汉白玉镶嵌
的红 34 师石制军旗永远飘扬在陈树湘烈士墓旁。旗座上刻写着:你们的姓名无
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在湘江战役
中牺牲的红 34 师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