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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地区历史上一

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

地，由于地处北部边陲，与

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使

它在政治上显得更为重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很多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等依靠

古老的商旅驼道，取道阿

拉善来往于苏联、蒙古和

中国内地之间，开辟了联

系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

线，形成了一条解放区通

向共产国际活动中心的秘

密红色通道，由此在阿拉

善大地留下了许多老一辈

革命家鲜为人知而灿烂光

辉的事迹。

“邓小平同志曾经从

这条道路到过定远营，这

在相关史料中多有记载。

1926 年 5 月，冯玉祥访问

苏联时，希望共产国际和

中国共产党从东方大学和

中山大学选派革命同志到

他的部队从事政治工作。

《邓 小 平 自 述》里 提 到 ，

1926 年底，邓小平结束了

长达 6 年的国外勤工俭学

生活，受中共中央和共产

国际派遣，与王崇云、朱士

恒等人一起前往冯玉祥部

队工作，从莫斯科启程踏

上了归国的旅途。”阿拉善

盟政协文史专员黄聪介绍

说。

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

楠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

书里也记载了邓小平对这

条归国路线的回忆：“先乘

火车，到乌金斯克换乘汽

车，到达当时蒙古的库伦

（乌兰巴托）。等了一个短

时期后，由于车辆容载的

限制，首先派出3人为第一

批先遣队，这3个人就是共

产党员邓希贤（邓小平）和

王崇云、朱士恒2名共青团

员。他们3人换乘的是苏联

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

汽车，一共3辆，都由苏联

人驾驶。”进入阿拉善境内

后，由于沙漠阻路，他们 3

人“乘骆驼，整整走了8天

8夜，才算走出了这看似无

边无际的死亡之海”，到达

定远营，然后再从定远营

奔赴革命前线。

“共产国际代表也走

过这条交通线，第一次大

革命失败以后，为加强中

国共产党对西北地区革命

的领导，中共中央派王若

飞、吉合、潘恩溥等人回

国，建立西北地区统一的

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共

产国际派奥希洛夫帮助中

共在西北地区开展工作。”

黄聪说。

1931 年 7 月底，共产

国际中国代表团派王若

飞、潘恩溥等人回国建立

西北特委，开展陕、甘、宁、

绥一带的武装斗争。王若

飞等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

乌兰巴托后兵分两路。东

路由王若飞带队经归绥前

往河套一带；西路由潘恩

溥带队直奔阿拉善旗定远

营。因为发生过“戊辰事

件”，阿拉善旗加强边卡防

务和对外来人的盘查，潘

恩溥等人刚到阿拉善旗即

被逮捕。随后，共产国际代

表奥西洛夫和共产党员图

门巴依尔、额尔敦别立格

等4人于11月从蒙古国入

境后在今阿拉善左旗吉兰

泰盐湖附近被反动派围剿

杀害。同年 11 月 21 日，王

若飞计划从包头动身来阿

拉善旗的前夜被国民党特

务逮捕入狱。

“由于阿拉善地区特

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

境，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

期，中共最高领导人便将

目光投向了阿拉善，并做

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北渡

黄河占领阿拉善，打通国

际路线，获得共产国际和

苏联的武器援助，从西北

打开抗日局面。”黄聪说。

1935年9月9日，毛泽东率

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单独

北上，9 月 12 日召开俄界

会议，毛泽东强调了北上

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

义。

红军开始长征后，即

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但是，共产国际一直关注

着中国革命。1935年7月，

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

大会，为了尽快让中共中

央了解共产国际七大和

“八一宣言”的新思想、新

策略，中共代表团派林育

英（张浩）即速回国传达。

“林育英回国走的就是当

年邓小平走过的古驼道，

骑骆驼入境阿拉善后，为

应付盘查，他和密电员赵

玉珍装扮成走乡串户的货

郎，穿着光板皮袄，挑副货

筐，经定远营到达银川。经

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

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

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

张浩的到来是中共党史上

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

此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

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张浩向大会传达

了共产国际指示。”黄聪

说。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

会师后，中共中央认为打

通国际路线的时机成熟

了。于是发动了宁夏战役。

宁夏战役的目的就是占领

包括今天的阿拉善地区的

宁夏省和甘北地区，从中

蒙边境接收共产国际援助

物资。这样，阿拉善定远营

就成了红军的战略目的

地，在已知的中央与红军

前沿的电报中提到‘定远

营’达20多次。”黄聪说。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

农红军计划从新疆或宁夏

（今阿拉善盟）接通外蒙、

苏联，接受共产国际援助。

后决定从时属宁夏省的阿

拉善旗定远营打开通道。

由于国民党部队重兵围

堵，红军主力未能全部渡

过黄河。11月2日，共产国

际致电中共中央，改变原

定的在定远营进行物资援

助的计划，要求红军在新

疆边境接收物资，红军被

迫中止了宁夏战役。宁夏

战役从 1936 年 10 月 24 日

开始~11月8日结束，历时

16 天，几乎调动了红军所

有的力量，却始终未能突

破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

而靠近定远营。1937 年春

夏，渡过黄河的红军西路

军余部绕经阿拉善沙漠，

从蒙甘宁交界的阿拉善旗

银盘水（今温都尔勒图镇）

渡过黄河，返回革命圣地

延安。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革命精神，争做时代新人，

责任重大，意义深远。为缅

怀革命先驱的英勇事迹，

弘扬革命精神，阿拉善盟

在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树

立了“共产国际战士等四

烈士遇难处”纪念碑，在沙

日布尔都和温都尔勒图修

建了“阿拉善共产国际秘

密通道·当铺驿站遗址”及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将

士途经阿拉善遗址”纪念

碑，在阿拉善左旗贺兰山

脚下的木仁高勒修建了烈

士陵园。如今木仁高勒烈

士陵园，长眠着共产国际

代表奥西洛夫、图门巴依

尔等革命烈士。每年清明

节，巴彦浩特各族群众都

会来到贺兰山脚下的烈士

陵园，缅怀先烈。这里已成

为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

所，也是阿拉善盟打造红

色旅游，传播红色文化的

重要载体。

香格里拉——滇西北

高原最圣洁最迷人的地

方，藏语译为“心中的日

月”。为了让香格里拉成为

各族群众的幸福家园，24

年间，迪庆军分区原副司

令员龚曲此里用从不停歇

的脚步，丈量滇西北高原

的每一寸土地，全身心投

入藏区的发展稳定，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

拉萨“3·14”事件发生

后，他翻雪山、进牧场、入

村社、访寺庙，整整4个月

时间，跑遍了迪庆藏族自

治州 3 个县 29 个乡镇，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当作完第46场报告后，

他虚脱得瘫坐在草地上。

龚曲此里把人民的利

益装在心里，群众不脱贫

就寝食难安。他带领当地

200余户群众科学种养殖，

从平整菜畦、播撒菜种，到

浇水施肥、搭设菜架，手把

手地教他们种菜。在龚曲此

里的努力下，迪庆街头破天

荒出现了卖菜的藏族村民，

还涌现出了蔬菜专业化生

产村，先后建特色养殖场

21 个。他积极普及文明新

风，带领医生们逐一给村

民量体温、测血压，详细询

问病情后对症送药。

为了打通泽通村出山

的公路，年近半百的龚曲

此里带着由民兵组成的突

击队，开山炸石、垒坎、推

路，17 次爬上数十米高的

悬崖，打炮眼、装炸药，半

年时间修通了长达15公里

的盘山公路；为了让新阳

村和腊仁村民喝到干净

水，龚曲此里带着 8 名民

兵，历时9天，在28公里外

的崩池山下找到水源。大

冬天，施工3个多月，为乡

亲们铺设了一条长达28公

里的引水管道。

让穷苦群众过上好日

子，是龚曲此里一生的夙

愿。每次下乡，他都要在车

上装上些大米、罐头和衣

被。遇到当地的孤寡老人

和贫困家庭，他都要分些

东西给他们。他和老人尼

布谈心时，得知村里 25 个

70岁以上老人想到北京去

看看，就取出家里仅有的

8000 元存款，又到县民政

局协调一笔经费，让老人

们到北京观光。他还资助

贫困孩子康秀英、吉心梅

从小学上到大学，收养孤

儿洛桑顿珠直到长大成

人。

2007 年，在分区副司

令员岗位上已届10年的龚

曲此里，到了规定的最高

任职年限，可以到宜人的

昆明安度晚年。但他以自

己对藏区熟为由，请求上

级批准他继续留在高原工

作。

2008 年，迪庆遭遇 50

年不遇大雪，一连十多天，

龚曲此里和战士们一起，

用铁锹一铲一铲地清除积

雪……

龚曲此里认为报党

恩、军恩的最好行动是做

好每一项党交给的工作。

他把自己感受到的党和军

队的关怀和温暖传递给每

个人，用自己的言行，为党

和军队赢得礼赞和口碑。

2009 年，年仅 54 岁的

他，因长期过度劳累突发

心肌梗死而殉职。2010年8

月，中央军委追授龚曲此

里同志“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的优秀干部”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报道）

龚曲此里：守望幸福家园的雪山雄鹰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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