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是今日寻常物,但在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
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时,却一度陷入缺盐的困
境。因为长期缺盐，到处都
是“少白头”，人们的头发
变白，食欲不振，四肢无
力，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
眩晕，甚至昏厥。红军战士
们体质明显下降,部队战斗
力被严重削弱。

中央苏区缺盐,是当时
国民党军事“围剿”加经济
封锁的结果。

1931年5月30日, 国民
党中央政府颁布新《盐法》,
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
管制,明令禁运、私卖。这一
年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
国民党加大了对中央苏区
实行经济封锁的力度,他们
在江西南昌设立食盐火油
管理局,苏区周边各县下设
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
行“计口售盐”、“封锁匪区
办法”，宣称不让“一粒米、
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
党手里。

当年中央苏区境内不
产盐，435万军民每月耗盐
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
一时之间造成食盐供应空
前紧张，盐价暴涨，一块光
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
区却买不到自身重量的7
钱3分,所谓“盐顶七钱三”,
还常常有价无市。

除了国民党的经济封
锁，时任红3军团第4师政

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左倾”
让苏区缺盐的状况进一步
恶化,《黄克诚自述》中是这
么表述的:“过去可以从赣
州、吉安等地把盐运进中
央苏区，这时候中央苏区
吃盐却成了大问题。国民
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

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
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
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
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
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
就只好没盐吃。当时兄弟
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
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
获了……”

周恩来岳母挖土墙换

硝盐

1933年夏天的一个傍
晚，瑞金县安治乡一处偏
远山村的废弃茅厕土坯墙
边,有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挥
锹刨土, 不料土墙坍塌,她

来不及躲避, 摔进2米多深
的坑里。幸亏有老乡经过,
才把她救出来,紧急送到中
央苏区红色医院时,已是深
夜,她的女儿和女婿正在焦
急等待。这个老人名叫杨
振德, 她的女儿是邓颖超,
女婿是周恩来。

杨振德为什么要跑那
么远去刨茅厕土坯墙？答
案是缺盐!

中央苏区没有盐吃,只
能土法熬硝盐。硝土哪里
来？老屋墙上,地窖里面,甚
至找棺材底下的泥,挖来煮
出硝。这种土法熬制的硝
盐又苦又涩, 吃多了还有
毒,但总比没有盐好。不过,
即使是这种硝盐,也是极度
缺乏的。1933年夏, 杨振德
出去挖硝土险遭不幸时,正
逢中央苏区经济严重恶化,
盐荒加剧，周恩来因为长
期缺乏盐分, 加上天热,晕
倒了, 当时他正骑马赶路,
直接从马上掉下来，情形

很危险。
杨振德着急。她从硝

盐厂打听到: 只要能挖到
20斤上等硝土, 就可以换
取二两硝盐。于是每天下
班后, 她就挑着担子带着
锹四处转悠挖硝土, 大家
都在挖,她越走越远,终于

找到了安治乡那个废弃多
年的茅坑……周恩来一向
孝敬岳母,但这一次等她伤
愈后,他发了一通火,并把
岳母辛苦换来的硝盐送给
中央红色医院。

食盐供给, 人人平等。
毛泽东坚持每天食盐的最
低标准,不多占一分。因为
缺盐, 毛泽东常常冒冷汗、
脚发软。有一次罗荣桓从
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
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
毛泽东三送三拒,在他的带
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中
央红色医院———当时药品
奇缺,伤员只能用食盐水冲
洗伤口。

“潘冬子送盐”是真实

故事

1934年1月25日，彭德
怀率领红军攻克福建沙
县。红军在沙县县城里,缴
获了大量食盐, 还有粮食、
布匹和各种武器, 这些缴
获物资均为中央苏区所紧
缺。打沙县的是红三军团,
开国上将王平时任红三军
团第11团政委, 他后来回
忆说, 接到命令赶到指定
地点与红一军团换防,红
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见到王
平第一句就是讨盐,“林彪
看到我们穿戴整齐, 还带
着不少东西, 非常高兴,头
一句话问我们有盐没有,
我们把盐和腊肉分给红一
军团一部分……”

中央苏区红军多次入
闽作战, 后人说起这段历
史,常常称为“夺盐战争”。

共产党的办法, 远不
止有熬制硝盐与“夺盐战
争”。中央苏区采取了一系
列举措,来打破食盐禁运:大
力发展公营商业、发展消费
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实
行适度宽松的税收政策、加
强对外贸易干部的培养,为
保障流通,稳定市场,还设立
了国家银行, 发行货币、股
票、兑换券、公债券……多
管齐下,政策对头,白区的商
人都乐于跟苏区做生意,后
人将之称为“赤白贸易”。尤
其是食盐贸易,由于苏维埃
政府实行保护和鼓励私营

商业发展的政策, 深得民心,
苏区群众和白区开明商人千
方百计藏匿食盐, 冒着生命
危险穿越封锁网, 源源不断
地输送到苏区。其办法之多、
行动之隐秘, 令国民党防不
胜防。

电影《闪闪的红星》有
个细节，潘冬子巧妙地把盐
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
给游击队。这种送盐方式是
真实的故事。当时群众送盐
进苏区的办法有: 把棉衣、
棉裤浸泡盐水,晒干穿在身
上,带进苏区,然后水洗变成
盐；将大毛竹的竹节打通,
灌进食盐, 密封好, 做成竹
筏,撑进苏区；把盐、药品装
入棺材,后面跟一群披麻戴
孝的妇女、儿童,扮成送葬
队伍,走出封锁线；把粪桶
做成双层,下层放盐,上层装
粪,挑回苏区；有的妇女还
把盐包捆在腹部,假扮怀孕,
躲过敌人检查……

1933年2月, 苏维埃中
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
总局成立,随后又成立了河
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
造了300多艘货船,从水、陆
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当
年10月,外贸总局利用广东
军阀陈济棠跟蒋介石的矛
盾, 与陈济棠签订了一份秘
密协议, 用苏区的钨砂换取
广东军阀的食盐等紧缺物
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独当
一面,为中央苏区解决了70%
的食盐用量,被誉为“苏区第
一海关”。（据《北京文摘》）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用浸湿棉袄

的方式运盐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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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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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干！”

与此同时，中央不得不
通知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
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
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
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按
照预定计划，苏方队员将于
3月下旬在拉萨与中方会合。
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
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
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
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
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
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联体
委紧急通知……任务取消，
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
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
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

1959年秋天，随着西藏
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0月
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
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但

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
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
词。直到1959年11月24日，
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
迟，抵达北京。双方会谈时，
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
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
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
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
迟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
考虑到我方已做了大量准
备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则
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资甚
多，此前，还特意与西藏联
系过请地方维修保养公路，
以确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
间公路畅通。我方便让步提
议，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
行，可以先让双方队员在珠
峰地区活动适应，可惜，苏
方的态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
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

公开化。早在这一年6月，苏
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
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
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
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
联高层顾忌政治因素而已。
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
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
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
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
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
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
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
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
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
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
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
续了。

1959年10月20日，贺龙
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
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
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

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
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
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
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
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
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
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
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
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
装备，怎么办？贺龙提议：“我
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
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
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接
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
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
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
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
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
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
汇后，得到了刘少奇和周恩

来的批准。1960年元旦刚
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
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
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
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
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
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
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
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
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
两个月。为了赶时间，体委
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
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
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
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
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
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
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
信息。瑞士店员指着不远
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
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
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

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

更大，任务更加艰巨。事后，
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
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
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
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
这一消息。那时的国际关系
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
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
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
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
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
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
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
本营营址。从日喀则到珠峰
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
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
次，沿着新修的公路，登山
队乘车只花了3天。③

（据《北京日报》）

中央苏区的“缺盐岁月”

当年红军征兵宣传

“有便宜盐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