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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遵照党中央关于“在

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争”的指示精神，中共上海党组织以“华

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名义派员进入澄武

边区，由何克希、吕平、刘振太三人组成

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何克希任书

记。并与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承寿

根、朱松寿、张志强等取得联系，组建地

方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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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七月间，新四军第一、二

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率领下，挺进苏南

敌后，在扶助、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力量

的同时，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发展组

织，
)

月，建立中共苏南区工委，
&

月改

称苏南特委，书记吴仲超，统一了对苏

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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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起，武进、武南地区党

组织的重建工作逐步展开。新四军挺

进纵队党委、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及

中共苏南特委等先后派多批党政军干

部和民运工作队，到武进境内各游击

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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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中共苏皖区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金坛建昌圩丁家塘召

开。会议通过《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

大会决议》，宣布成立中共苏皖区委。

苏皖区委的成立使当时分散的游击区

党组织统一为一个整体，常州武进地

区党组织得到较快的发展。

$&+,

年
$

月，中共武进县委于汤庄

桥附近张家塘成立，书记周之祯，下辖

六个区委。同月，中共丹金武工委成

立，书记彭炎。
*

月，中共丹金武工委充

实改组为县委，书记钱进。同年
+

月，中

共澄武锡工委成立，书记彭炎。
(

月，澄

武锡工委改称澄西中心县委，书记仍

为彭炎。
$&+$

年
$

月，中共武南县委在

前黄小漕成立，书记董华先。同月，增

设毛家桥、湖滨、杨桥三个区委，
%

月，

又增设锡西区委。常州武进地区的武

进、金丹武、澄武锡
-

后改称澄西
.

、武南

四个中心县委及其所属部分区级党组

织的先后建立，为党坚持苏南敌后抗

战，夺取最后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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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与

苏皖区党委在水西村召开会议。会后，

将全区划为四个游击区。在县委领导

下，各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建立“三

三制”的县级和部分区级抗日民主政

权，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地方

抗日武装，并实行“二五”减租，开展财

税工作，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为坚持

敌后抗战，提供可靠的基地和保证。

与此同时，党组织根据常州城区

被日伪军严密控制的特点，开展以秘

密为主的特殊形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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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

西门豆市河萃昌豆行建立常州交通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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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中共路西南特委在城内

千秋坊口，以开设同昌杂货店的方式，

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
#&+'

年秋，中共

山南县委在西门通过开设金陵面馆、

聚丰园饭店等方式，建立秘密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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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中共太 地委、武进县

委、武进
-

北
.

县委、武宜县委、苏中五地

委、澄西秘密党特派员及澄西武北办事

处等，分别在戚墅堰、华中军用铁道局

常州工场、民丰纱厂、大成一厂、私立群

英中学以及近郊和铁路沿线，发展数十

名党员，建立了一些支部和小组。

在极为险恶的环境里，党组织以

各种方式积极开展抗日斗争：进行抗

日宣传；组建青抗团、兄弟会等秘密抗

日团体；营救被捕人员，成功组织毛家

弄看守所暴动；接待并护送包括谭震

林等在内的一批党政军过境干部；采

购并运送抗日游击根据地紧缺的物

资；沟通常州城区和上级党组织的联

系；收集大量日伪情报；支持抗日根据

地的军工生产；加强对交通要道、铁路

沿线的控制等。常州城区党组织的活

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农村抗日游

击根据地的斗争，为夺取常州城乡抗

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苏皖区党的一大
虞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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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建昌圩是个好地方。抗日战

争时期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就

在那里召开，留下了红色的印记，给后

人以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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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陈毅、张鼎丞等率领

新四军一、二支队挺进苏南。
)

月，吴仲

超、邱东平率一批干部以新四军战地

服务团名义在一支队活动的地方发动

群众，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苏南特

委。此后在苏皖边境、沿江地区开辟工

作，建立了中共苏皖特委、中共苏北特

委，共辖
#+

个县委（工委），创建了以茅

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在这样

的大好局面下，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

召开苏皖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

址就选在金坛建昌圩。

建昌圩地处茅山腹地，圩内有南、

北、中
'

个天荒湖，湖湖相通，
!,,

多条

水道，河流纵横交错，芦苇丛生，竹木

成林，农家掩映其间，进入建昌圩唯一

的交通工具是船。新四军挺进苏南后，

利用建昌圩的有利地形，建立了隐蔽

基地。东南局派章蕴先期到建昌圩为

党代会召开做筹备工作。丁家塘人曹

江临是抗日地方武装的警卫连连长，

他负责警卫工作，募捐了
*,

块银圆交

给陈毅做大会经费，陈毅特地开了收

条给曹江临。大会之前陈毅等召集了

预备会议，讨论大会的议程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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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虽已入冬，但建昌圩

的景色依然秀美，呈现出战斗间隙的

暂时宁静。
#*

日，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

表大会召开，会场设在曹江临家坐北

朝南的三间两进平房，正面墙上挂着

镰刀和锤头的鲜红党旗，简朴而庄严。

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主持会议，陈毅

代表东南局作政治报告，吴仲超代表

苏南特委作工作报告，苏皖特委、苏北

特委的代表作补充报告。
#&

日，大会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通过了《中共苏皖区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吴

仲超、谭启龙、韦一平、章蕴等人组成

的中共苏皖区委员会，周婉如为中共

七大代表。根据大会决议，中共苏皖区

委的主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

力量，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

和创造更大的抗日根据地，坚持大江

南北的抗战，夺取抗战的胜利。

苏皖区党的一大是一次极为重要

的会议，标志着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

一年，在东起上海、西至南京，南临苏

皖边境、北为沿江两岸区域创建的游

击基地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军事

上统一指挥，而且从党的领导体制上

也统一为一个整体，为迎接新的斗争

风暴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在苏皖的

抗战史、建党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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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昌豆行交通站
华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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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末的一天，位于常州西

门豆市河边的萃昌豆行里，天南地北

的客商云集，一片繁忙的景象。

下午时分，店门前的渡口码头上

走上来四个人，都是客商打扮，他们用

警惕的目光飞快扫视了周围的环境

后，步履匆匆地走进了萃昌豆行。

在豆行二楼的阁楼上，豆行职工、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常州交通站站长张

建林见到了这四位特殊的“客商”。除

了联系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需处主

任吴师孟是早已熟悉外，其余三人都

是第一次见到。

没有多余的寒暄，吴师孟就对张

建林说：“这几位新四军的同志要到常

熟去，先在你这里住两天，你要想办法

尽快搞到通行证。”

在萃昌豆行秘密成立新四军交通

站以来，这样的情形，张建林已经不知

遇到多少回了。他默默地记住这次任

务，安排这批特殊的“客商”在豆行住下。

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

常州沦陷后，城内日伪军警宪特机构

林立，保甲制度严密，城门周遭遍布碉

堡、岗哨、铁丝网，每天都有日伪军牵

着大狼狗在各交通要道严密盘查过往

行人，全城一片白色恐怖。

但是，常州人民的抗日活动从未

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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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根据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的统一部署，在萃昌豆行秘密成立

新四军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为豆行职

工张建林。在萃昌豆行建立交通站，主

要是考虑到豆行正好位于豆市河沿

岸，前有码头，后有弄堂，水陆交通便

利；豆行周边商业繁荣，各地往来客商

较多，便于安排食宿，也便于隐蔽；最

重要的一点，豆行职工张建林曾经多

次秘密帮助新四军采购军需物资，表

现积极，是值得信赖的。

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秘密接待转

送过境的党政军干部，秘密采购、运送

新四军急需的布匹、药品等物资。如何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完成党交办的这些

任务，是一件非常危险、需要和敌人斗

智斗勇的工作。交通站成立后，先后安

全接待护送了多批路过常州的人员，

采购并运送了几批军需物资，还将新

四军创办的《江淮日报》偷偷在市区街

道散发，积累了斗争经验。

安排好这批特殊的“客商”的食宿

后，张建林很快就和交通站另外三位工

作人员取得联系，商量设法搞到由日本

驻常州领事馆签发的通行证。在等待通

行证的日子里，一位叫“李明”的新四军

一直住在豆行的单间，除了和其他客商

一起吃饭外，从未外出过，平时也就是

下下棋，和豆行职工聊聊天。出于地下

工作的职业习惯，张建林也没有过多询

问这位“客商”的其他情况，不该问的不

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

几天后，通过内部关系，通行证终

于搞到手。张建林和吴师孟一起护送

三位“客商”前往常熟。他们从常州坐

火车到苏州，再从苏州分坐拖轮到常

熟。到了常熟后，张建林和吴师孟先与

新四军“江抗”部队取得联系，并将三

位“客商”安全护送到达新四军驻地，

顺利完成这次任务。

张建林后来才知道，在萃昌豆行

住了一个星期的那位叫“李明”的“客

商”，他真实的身份是新四军第三支队

副司令，名字叫谭震林。他这次去常熟

的目的就是负责组建苏南东路军政委

员会，以统一党政军指挥，加强对“江

抗”部队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实施中央

确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

展”的战略方针。

后来，萃昌豆行交通站还陆续巧

妙安全护送谭震林爱人葛惠敏等一批

党政军干部过境，还负责转送新四军

给张太雷遗孀陆静华的生活费。

小红妈
段雅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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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交错的河岔和港湾，错落有

致层层叠叠的芦苇荡。一只采菱盆滑

行其间，盆中还有两三人影，其中一位

中年妇女，撑一支长篙，穿梭于芦荡之

间。她就是把一颗滚烫的心交给了革

命军队、掩护了许许多多新四军勇士

的“小红妈”。

小红妈，原名叫王吉娣，是金坛建

昌镇盘石村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

在天荒湖畔的小桥岸种租田为生，住

的不过两间茅草屋，因为有个儿子叫

小红，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小红

妈”。因为小红妈的家单门独户，又坐

落在一个四面环水的水墩上，周围地

情复杂，河网交叉，芦荡幽深，加上她

心眼好、觉悟高，成为我党地下活动的

秘密据点。新四军干部战士一批批来

到小红妈家里，有的住上十天半月，有

的住上三五天，也有的仅仅住上一宿，

天蒙蒙亮的时候便悄悄离开了。

抗日战争的岁月极其艰苦，新四

军战士饿了只能嚼一嚼芦根，渴了就煮

点盐汤。当战士们来到芦荡中的小红妈

家，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家，回到了妈妈

的身边。小红妈为他们捕鱼捞虾、烧饭

洗衣，大家一起住、一起吃、一起睡，亲

如一家人。小红妈用那只菱盆左一篙右

一篙地把同志们接回来，立刻就把准备

好的热腾腾的姜茶端到战士面前。等姜

茶喝完，睡觉的地铺也已经打好，黄澄

澄的稻草铺得厚厚的、软软的。等同志

们入睡后，小红妈便轻轻地把他们打湿

的衣服烘干，为的是一早起来，同志们

便能穿上干爽暖和的衣裳。

新四军干部战士来了又走，走了

又来。也有的从这里走出去后，就再也

没能回来。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穷苦

百姓再也不受压迫，这点伤这点疼又

算得了什么，拼得一颗头颅、满腔热

血，势必要叫日月换新天。战士们回来

了，带来了战斗胜利的消息，小红妈脸

上洋溢着笑容，化也化不开；战士们回

来了，带来了战友牺牲的噩耗，小红妈

伤心落泪：都是爹娘生的啊，哪个不

疼，哪个不爱！来吧，我就是你们的亲

人，就是你们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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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箍桶匠吴彪带来一群年

轻人。小红妈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请进

了家。随后的日子，他们早出晚归，风

里来雨里去，发动群众，发展秘密党

员，建立地下组织。小红妈就在家里准

备好了热饭、热菜、热水，打好了地铺，

像等待亲人一般等着他们回家。他们

一早便起来，扎好稻草扫好地，挑满水

缸煮好粥，出门继续去做他们引以为

豪的伟大事业。后来，在他们转战苏北

平原的第二年，邱东平便牺牲在日伪

军大“扫荡”的枪炮下，年仅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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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章蕴来到了小红妈家，一

住就是一年。她夜以继日地写作，用笔

和纸与敌人搏斗。小红妈听她讲抗日

救国的道理，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争

取穷人翻身解放的革命烈火在她心中

熊熊燃烧，像一支火把照亮了她前进

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章蕴任中共华

东局妇委书记和中共上海市委妇委书

记，并兼华东地区和上海市妇联主任。

在任上海市妇联主任期间，创办了上

海第一所全托幼儿园，她还为失业妇

女和要求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创办了

为军工生产服务的缝制工厂、妇女手

工艺社、妇女消费合作社等，成为新中

国妇女运动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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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渭清任新四军第一支

队一团参谋长、副团长，率部在高淳、

当涂、溧水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

把四岁的儿子小林，寄养在小红妈的

家里。乖巧的小林，特别逗人，缠着她，

牵着她，喊她外婆，要她抱。小林得了

癞疥疮，全身长满了脓包，痒了要挠，

挠了就要出脓发炎。可是小红妈不怕

脏、不怕传染，找来了偏方，替小林仔

细地擦洗。有时小林实在痒得难受，小

红妈就会用手指肚轻轻地抚摩，直到

小林沉沉熟睡。整整两个月，脓包才渐

渐结痂转好。生活是艰苦的，春荒的日

子更加难熬。小林年纪小，正需要营

养，小红妈常常变着法子、换着口味给

小林调胃口，米糊、米糕、菜糊、烂面、

汤山芋、糖芋头。小林一天天好起来，

一天天长大，小红妈开心得合不拢嘴。

新中国成立后，江渭清担任江苏省委

第一书记，披肝沥胆，辛勤工作，为江

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杰

出贡献；小林后来成为国家经贸委的

高级工程师，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促

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

效的工作。

如今，在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树立起小红妈

的蜡像：茫茫的芦苇丛中，一只采菱盆

滑行于水面，盆中还有两三人影，其中

一位中年妇女，撑一支长篙，穿梭于芦

荡之间……

血战塘马
李兆娟

! ! ! ! #&+#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

年代。苏南敌后战场上，新四军面对敌

伪顽强夹击，处境异常险恶。

#&+#

年
#,

月至
##

月下旬，新四军

第十六旅旅部、十六旅教导队、医院、

被服厂、修械所及前来集训的部队，和

中共苏皖区委、苏南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茅山保安司令部，移驻溧阳北部的

塘马一带。中共溧阳县委和县抗日民

主政府机关亦在该地区开展活动，分

驻在塘马、潘家庄、王家庄、南山等十

几个村庄。十六旅和中共苏皖区委领

导机关长期驻扎在一个地区，开展多

方面的活动，早已被日本侵略军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

#&+#

年
##

月
!(

日凌晨，日军出动

步、骑、炮兵
',,,

余人，分三路向塘马

地区奔袭，向十六旅旅部驻地发起闪

电式突袭，妄图一举围歼十六旅旅部

和苏南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在这万分

危急的关键时刻，十六旅旅长罗忠毅

和政委廖海涛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

挥。罗忠毅迅速判断敌情，当机立断，

布置干部率领机关和后勤人员立即向

东突围转移；同时，罗忠毅和廖海涛率

旅部特务连在塘马村东的王家庄，选

择三面环河的有利地形，展开阻击战，

吸引敌火力，掩护机关转移。

&

时许，敌人的冲锋又一次被我军

击退，出现了短暂的战斗间隙。身经百

战的罗忠毅敏锐地发现，数倍于我军的

日伪军已形成了对我阵地的包围，他立

即传令，将部队收拢至王家庄一线，形

成拳头，以便拖住敌人，保证机关继续

东移到安全地带，而后全力向南突围。

罗忠毅、廖海涛率领部队边战边

退、边退边战。日伪军像狂风般地卷

来，到处硝烟弥漫。山炮声、机枪声、步

枪声震耳欲聋，战士们一个一个地倒

在血泊之中，包围圈越来越小。廖海涛

向罗忠毅下命令：“老罗，你撤！”“不，

老廖，还是你撤！”罗忠毅的回答不容

置疑。在这生死关头，他们都想把生的

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这时，敌人的新的一轮进攻又开始了，

他俩双双投入了战斗……

战斗中，罗忠毅振臂呼喊：“共产

党员站出来！革命同志站出来！同志

们，跟敌人拼啦！”一场血腥的白刃战

开始了。罗忠毅身边的战士越来越少，

他端起牺牲战士手中的机枪向日军横

扫，一个个日军倒了下去。突然，两颗

罪恶的子弹击中了罗忠毅的头部，他

连人带枪倒在血泊中。

罗忠毅的壮烈牺牲，更激起了新

四军将士的满腔怒火。政委廖海涛正

全力指挥部队作战，当获悉罗忠毅牺

牲的噩耗时，廖海涛悲痛填膺，高声疾

呼：“同志们，为罗忠毅司令报仇！”率

领部队与敌人继续进行激战。廖海涛

端起机枪，向日军横扫过去，把一颗颗

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敌人被打退了，

可是廖海涛腹部中弹，倒在阵地上。悲

痛万分的战士将身负重伤的廖海涛抬

下阵地，在一户农舍的草垛旁，廖海涛

叮嘱二营长黄兰弟：“不要管我，赶快

去指挥战斗！”农舍主人将廖海涛隐藏

起来，等日军离开后赶紧前去救治，这

才发现，廖海涛早已停止了呼吸，不禁

泪如雨下。黄兰弟接过指挥部队的重

任，率部继续与敌人顽强作战，直至壮

烈牺牲。

中午
##

时左右，从塘马突围出来

的十六旅旅部、中共苏皖区委、中共溧

阳县委机关
#,,,

余人转移到金坛南部

的清水渎圩区。五连指导员陈浩从另

一路带着小鬼班突围到戴家桥。十六

旅突围干部王直当即布置坚守戴家桥

的任务，重心在桥头。战士们立即修筑

工事，破坏道路，拆毁桥梁，准备狠狠

打击敌人。工事尚未修好，敌人就出现

了。日军先用炮火轰击桥头阵地和戴

家桥，接着发起进攻。王直带领战士们

先后三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阻止日

军渡河，守住了戴家桥。

!!

时左右，外出侦察的溧阳县抗日

民主政府县长陈练升和侦察员回来了。

他们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查明了敌

情，为突围作好了准备。
!'

时，旅部机关

开始突围，廖 金率队担任后卫掩护，

陈浩率小鬼班为前卫。借着夜色的掩

护，
#,,,

余人的队伍，悄悄离开戴家桥，

穿过敌重兵包围，进入大荡圩，从九里

湾的背面奔社头，天亮前全部安全地突

出重围，胜利到达罗村的上阮、下阮村

和后周的黄金山、横山岗地区。

这就是震惊大江南北的塘马战

斗。

新四军十六旅以大无畏的革命英

雄气概，与装备精良、兵力数倍于我的

敌人殊死血战，毙伤敌
',,

余人，重创

了敌人，粉碎了敌人的疯狂“扫荡”。此

役，新四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六

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四十八团

二营营长黄兰弟等
!,,

余名新四军指

战员壮烈牺牲，但他们用生命和鲜血

成功掩护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

转移，筑起了保卫苏南敌后根据地的

钢铁长城。

#&(#

年
##

月，溧阳县西山烈士陵

园建成。罗忠毅、廖海涛烈士遗骨迁至

陵园安葬，前来祭扫者络绎不绝。为寄

托哀思，常州人民在烈士墓前献上一

副副挽联，其中一副写道：“忠勇为国，

毅然丈夫，一朝杀身成仁，气凛沙场寒

敌胆；海崖生波，涛震环宇，异日流芳

百世，节届纪念慰忠魂。”第十六旅指战员在塘马进行训练

萃昌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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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出席江苏省人代会的小红妈（左）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亲切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