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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登红  王朝嘉  盛继福

——赣南钨矿的历史贡献

黑色矿石铸就红色摇篮

人类文明的历史也可以说是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的历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回顾赣南钨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

革命时期的开发、利用历史，回顾其在中国共

产党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中发挥的作用，对开

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不无裨益。

红色苏区盛产精黑钨矿

我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制品体现了中华民族开

发、利用铜、锡、铅的悠久历史，承载了青铜文

明的辉煌记忆。与开发历史至少有 5 000 年的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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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相比，钨的发现、应用要晚得多，我国直到 1907 年

才发现有钨矿资源。

1907 年，江西大余县城天主教福音堂德籍牧师邬

利亨将在西华山游览时捡到的一块“黑矿石”带回德国，

鉴定后确认为黑钨矿。由此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

需要黑石头修建花园为名欺骗民工当苦力帮他挖石头，

还以欺骗手段买下西华山山权，开始了明目张胆的掠

矿敛财。1908 年，江西大余的有识青年将“黑石头”

带到南京化验鉴定，始知为国际市场上卖高价的战略

矿产——钨。当地人民义愤填膺，多次交涉，终向邬

利亨买回山权。此后，当地人便在山上组织小规模采

矿，由此开启了中国钨矿开采的历史。由于用钨钢制

成的钢板坚硬结实，用钨钢制成的钻孔刀具锐利，金

属钨开始被广泛用于坦克、装甲车、大炮等军事工业

和金属切削刀具工业，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基本原

料之一。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特别是 1916

年坦克出现后，钨矿很快成为关键金属矿。据周道隆

主编的《赣南钨矿志》（1927 年）记载，仅 1918 年赣

南钨矿产量就接近 1 万吨，超过当年世界钨矿总产量

的 1/5，赣南很快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钨业中心和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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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钨矿供应基地，赣南也自此被称为“世界钨都”，

名闻天下。而钨矿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的巨大

贡献，却正如那默默无闻的钨矿石一样鲜为人知。

国民革命失败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6 月，在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共产

党多次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和武装革命，先后创建了东

固、延福等根据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

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师于

井冈山。1929 年 1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以下简

称“红四军”）向赣南挺进。据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

作办公室编写的《赣南人民革命史》记载：“1930 年

4月，红四军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17日攻克会昌县”。

《盘古山钨矿志》（1990 年版）记载，“于都盘古山

位于江西省赣南之于都、安远、会昌三县交界的山区，

东南会昌、西南安远、北面于都，现属于都县盘古山

镇管辖……（1930 年）4 月 18 日，中共盘古山特区

委率领 300 多名工农群众前往会昌找红四军，受到红

四军热情接待”。这次会师，毛泽东得以了解盘古山

钨矿的开采、美英等国在盘古山山下仁风圩设立公司

压价收买钨砂以及盘古山钨矿工人生活困难等情况。

在盘古山（仁风山）矿区，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

研究，撰写、编印了《仁风山及其附近》调查报告，

下发到各基层党组织。该报告全文约 9 800 字，分《仁

风山及其附近》《矿工和我们的斗争》《四周反动势

力和他同革命群众的斗争》《旧的田地分配状况》《农

村人口成分》《剥削状况》《党及党所领导的斗争》

7 个部分，其中记载：“今年（1930 年）正月在特支

指导下成立了‘仁风钨矿工会’，会员第一天十五个，

第二天发展到二十九个，第五天又加二十几个，再过

五天又增加二十几个，很快，会员发展到二百多人……

我们领导的‘钨矿工会’成立以来，发动一个延长到

现在的斗争。这个斗争提出了政治行动的口号，开始

了武装暴动，是工人掌握仁风山的第一声”，文

中提出革命要以矿山为重点、以矿工为骨干，形

成波翻浪涌、星火燎原之势。毛泽东之所以要做

仁风山调查，一是仁风山地处四县之交，而且地

处粤赣两省连接地带，做好这一地区的工作，不

仅对赣南革命斗争影响很大，而且可以加快打通

赣、粤两省红色区域的联系，推进赣闽粤边境红

色区域早日建立；二是因为仁风山是赣南钨矿工

人较为集中地区，而且党在这里开展了工作，工

人觉悟日益提高，革命积极性日益高涨，这些工

人将是“赣南斗争的领导者”，因此党必须重视

加强对这一地区斗争的领导。红四军在赣南、闽

西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地跨赣、闽、粤三省的

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

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机关所在地。中央苏

区在其存在期间，除残酷的军事斗争之外，还遭

受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始终面临艰难困苦的

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央苏区所在地是赣南山区，

生活条件极差，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除了开展土地

革命和发展经济之外，同时开始开发和经营钨矿。

通过赣南钨矿生产和出口，换取布匹、食盐和军

需物资，成为红色政权的主要经济支撑，为中央

苏区的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斗争提

供了物质保障。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矿业

1929 年 1 月至 1930 年 4 月，红四军向赣南挺

进途中，沿途见老乡采矿的窝棚和矿井星罗棋布、

钨砂晶莹闪烁，“‘特矿之首’果不其然；‘世

界钨都’，名不虚传 !”朱德如此称赞。毛泽东触

物兴怀，踌躇满志，说到：“若得赣南钨矿资源，

何愁给养没有着落？何愁革命不能成功？”他在

《仁风山及其附近》调查报告中提出：“钨是帝

国主义国家和枪炮资本家的必要品，用处是掺到

铁里面去减少传热。听说只赣南独产”。

红四军到赣南不久，就开始经营钨矿。1930 年

冬，驻扎在铁山垅分水坳的红军，开始组织会昌县

三区七乡群众拾捡露头块钨、挖掘表层矿苗，筹集

> 中央苏区钨矿开采工具和钨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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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养经费，规模逐渐扩大。1931
年冬，为了推动中央苏区钨矿生

产的全面恢复，毛泽东派其弟、

时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

毛泽民到盘古山等钨矿进行调研，

产生了成立中华苏维埃钨矿公司

的想法。

1933 年，中央苏区经济部

长吴亮平在《经济建设的初步总

结》中指出：“应该特别注意钨

矿和纸两项的生产”，并分析在

工业生产中特别注意钨砂生产的

原因，“在帝国主义疯狂的准备

战争的形势下，它们很迫切的需

要钨砂，因为钨砂是制造军用品

的重要原料……全世界一半以上

的钨砂，是在我们苏区里面，我

们应该用力发展钨砂生产，以其

> 南昌起义指挥部    赵洪山 / 摄

出：“要恢复钨砂的生产和输出”。

甚至在中央苏区制造的货币正面

上就是古写的“鑛”字，足见中

央苏区对采矿事业（主要就是采

钨矿）的重视。

钨矿开发奠定经济基础

1932 年春，中华钨矿公司在

于都县铁山垅钨矿的基础上正式

成立，并在会昌县白鹅乡创办了

白鹅洗砂厂，统一组织领导中央

苏区钨矿的开采、收购、加工和

销售，归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

济部领导，毛泽民兼任公司总经

理。中华钨矿公司是中央苏区最

大的公营企业，成立以后提出要

组织矿工恢复钨矿生产，要像“扩

出口来加紧打破敌人经济封锁”。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列举中央苏

区应当“恢复与发展工业的计划”

时，第一项强调的内容也是钨砂。

在中央苏区的会议上，毛泽东多

次指出要组织好钨砂的生产和输

出。如 1934 年 4 月，毛泽东到

会昌出席粤赣省会议时又特别指

> 中央苏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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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样，扩大工人队伍，拥有

职工最多时达 5 000 人，属下有

公营铁山垅（丰田）钨矿、小垅（泰

和）钨矿、白鹅洗砂厂及盘古山

（仁风山）、上坪、庵前滩、吴

坑、蚂蚁山 5 个集体生产合作社。

中华钨矿公司钨砂年产量最高达

4 193 吨。

1933 年 4 月，苏区中央国民

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相继成立，

下设江西、福建 2 个省分局，15
个县分局，并在水陆要冲设立了 4
个直属分局、11 个采办处，着重

沟通中央苏区与国统区之间的物

资交易，大力促进钨砂产销衔接。

通过多方努力，以毛泽民为首的

中华钨矿公司领导先后打通了 2
条钨砂出口路线。第一条路线主

要在 1933 年冬季前，当时广东军

阀占据江西南部赣州等地，毛泽

民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

曾伟仁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 52 元

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

砂交易秘密协定。中华钨矿公司

组织 100 多人的运输队，采用传

统运输方式把各处开采和收购的

毛钨砂，集中运送到会昌白鹅洗

砂厂，经淘洗、加工成钨精矿供

出口。为此，江口贸易分局打造

了 20 多艘货船，配备了一支 30
多人的武装押运小分队，从白鹅

洗砂厂用船把钨精矿运到江口（中

央苏区与国统区交界处）。从江

口运到国统区信丰，则是粤军以

“武装押运”的方式收货、原船

运到信丰，然后从信丰运回中央

苏区需要的布匹、西药、食盐等

急需物资。由赣县江口贸易分局

组织出口的钨砂有 5 000 吨之多。

1933 年，国民党在中央苏区

外围陈兵百万，发动第五次“围

剿”。在蒋介石高压下，粤系军

阀不仅停止与中央苏区贸易往

来，而且配合国民党进攻中央苏

区。中央苏区钨矿滞销，价格暴

跌，中央财政收入剧减，经济形

势恶化。恰逢此时，国民革命军

第十九路军（以下简称“十九路

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

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

树起反蒋抗日旗帜，主动派代表

与苏维埃政府联系。中央苏区通

过福州一位老板找到十九路军军

长蔡廷锴的副官，约定双方以货

易货。1933 年冬至 1934 年春，

中央苏区把积压钨砂在中央苏区

与国统区交界的庙前交货，再由

十九路军贴上“国防物资”的封

条，在十九路军的护送下，运送

到福建龙岩，再向漳州、厦门等

沿海城市出口。与此同时，运回

苏区需要的物资，缓解了苏区当

时的经济危机。该项贸易一直维

持到十九路军失败和中央红军开

始长征。在鼎盛时期，中央苏区

与十九路军的钨砂贸易一个月约

有 200 吨钨砂出口到国统区，月

收入达 20 多万块银元，换取了

急需的布匹、食盐和西药等物资。

中央苏区从创建到长征开

始，共生产钨砂约 8 000 吨，从

中华钨矿公司组织钨砂生产到出

口贸易创造的利润加上钨砂出口

税，共获得财富 620 多万银元。

当时中央苏区 620 多万银元

的收入，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929 年，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入福

建西部重镇长汀后，没收了十几

家土豪劣绅的财产，约 3 万多银

元，还向当地商人借了 2 万余银

元，共筹集军饷 5 万多银元。这

5 万多银元不但给工农红军第四

军战士每人发了 4 元零用钱，还

制作了 4 000 套军服，使红军第

一次统一了军装，军容焕然一新。

中央苏区对钨矿的开采和出

口所获得的现金收入，为中央苏

区提供了 70% 的财政支撑，从国

统区为中央苏区军民换取了大量

急需的布匹、食盐、西药等，又

通过与赣州商号的钨砂贸易，换

回了棉布 20 000 多丈，食盐几十

吨及价值几千银元的西药。可见，

中央苏区对赣南钨矿的开采和对

钨砂的输出，打破了国民党的军

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革命

战争提供了战略物资保障，帮助

几百万中央苏区军民度过了最艰

难的岁月。

毫无疑问，赣南钨矿对中央

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于整个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贡献

是功不可没的。毛泽东、毛泽民

对矿业的高度重视，把矿业作为

中华苏维埃政府强基固本的经济

支柱，不只是形势所迫，也是毛

主席在 1950 年“开发矿业”题

词的历史渊源。

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时

期，“开发高端矿业”无疑将开

启历史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

建新格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

转型升级、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

全的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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