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人亚故居位于北仑区
霞浦街道霞南村霞东南路 19
号，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宁波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张人亚（1898—1932），原
名守和，字静泉，宁波霞浦
人。1921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
产党，是最早的宁波籍中共
党员。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上海地委书记、中共浦
东部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
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中共
中 央 组 织 局 交 通 科 内 交 主
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埠交
通科主任、中国革命互济会
全国总会主任、中共芜湖中
心县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工农
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印刷

局代局长、中央出版局局长
兼总发行部部长等职。

1932 年 12 月 23 日，在从
瑞金前往福建长汀检查工作
的途中，突然发病，经抢救无
效，因公殉职。临时中央政府
为纪念他，特地在其机关报《红
色中华》第46期上发表悼文——

《追悼张人亚同志》，称赞他“对于
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
劳”，“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
决斗争使他的身体日弱”，是“一
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张人亚故居当地人称“祠
堂后”，是一座建于清中期的
三合院。该院落坐北朝南，院内
现有正房一进，东西厢房各一
进。除西厢房部分改建外，大部
分保存完整。

（张伟杰）

张人亚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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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8 月 30 日上午，市委党
史研究室召开理论学习中心
组 （扩大） 会，专题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 7 月 26 日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室主任
姚晓东主持学习会并讲话。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
话是党的十九大前夕一次思
想总动员，意义非常重大，
是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行动纲领，为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奠定了重要政治、思
想和理论基础。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
彻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
大政治任务，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要始终保持忠诚坚定，切实拥
护核心、忠诚核心、维护核
心；要始终坚守清醒自觉，切
实提高观大势、谋大局、抓大
事的能力水平。

（王 莹）

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8 月中旬，全市党史研
究 室 主 任 读 书 会 在 象 山 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办
公厅 《关于加强地方党史工
作的意见》 文件精神。10 个
区县 （市） 汇报了学习 《习
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的
体会。

会议强调，《习近平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 为做好党史
工作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工作
指南，全市史志系统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史和党的工作的重要论述精
神，确保党史研究的正确方
向。要充分认识学习中国共产
党历史的现实意义，准确把握
中国共产党 96年的历史，正
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
入了解中共党史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此
指导和推动全市史志事业发
展。

（毛利丹）

全市党史研究室主任读书会召开

宁波全市的党史三卷撰
写全面启动。日前，全市地方
党史第三卷编写工作培训班
在镇海举办。来自全市 10 个
区县（市）的 50多名地方党史
三卷编写人员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主要采取专家
授课、经验介绍、小组讨论
等形式进行。专家围绕“党
史专题的写作”“写好党史三

卷需要注意和把握的六个问
题”“宁波改革开放以来的基
本历程与启示”“地方党史三
卷的写作规范”“地方党史三
卷 的 纲 目 拟 定 ” 等 主 题 展
开。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从
10 个方面介绍了党史三卷编
写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学员
们表示，受益匪浅。

（张水利）

全市地方党史第三卷
编写工作培训班举办

日前，第四届全国地方志
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结果
揭晓，《宁波年鉴 2016》《鄞州
年鉴 2016》分获地市级综合
年鉴一等奖和县区级综合年
鉴二等奖，两部年鉴同时受到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
方志学会通报表扬。

此次评选是在全国地方
志系统 2015—2016 年编纂并
公开出版的 3512 部年鉴中，
由各省（区、市）推选出 384
部，再经专家小组评审、评审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审，最
后由评审活动领导小组终审
确定获奖名单。 （高曙明）

我市两部年鉴在全国地方志
优秀成果评审中获奖

前 言

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命名为“洪山乡”
他的弟弟、妹妹和妻子，都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了新四军战士
他的一首快板诗，至今传唱，荡气回肠

宁波好儿女朱洪山

伟 大
的 国 家 不
会 丢 弃 过
去的历史，
挺 立 的 民

族不会忘记自己的英雄。共和国68岁
华诞来临之际，第四个烈士纪念日也
向我们走来。

“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
知。”饮水当思源，今天，沐浴在和平的
阳光下，享受越来越好的生活，我们更
加怀念“愿拼热血卫吾华”的烈士们，怀
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们。

在浙东，尤其是近代以来，无数英
雄儿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不畏艰难，英勇牺牲。是他
们，用鲜血和生命为这片热土奠基。

今年，是从慈溪县庄桥更楼村（今
属江北区）走出的英雄人物朱洪山烈士
诞辰100周年。今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
烈士，让英雄丰碑矗立心中，让英雄精神
薪火相传，让美好梦想绽放浙东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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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山，乳名兆祺，又名树春，

1917年生于庄桥更楼村。11岁那年，母
亲病故，他被寄养在上海叔父家。

他是一位性格倔强、颇有主见的孩
子。在小学毕业后，他没有服从叔父让
他经商的意愿，而是跑到上海虹口栈业
公会办的一所学校半工半读。就是在这
所学校里，他接触到一些宣传马列主义
的小册子，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

因为目睹了列强侵略的卑劣行
径，以及社会当局的腐败，他愤然离开
上海，回到鄞县南乡小学教书。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
国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
挠，不远万里奔向延安。当时的朱洪山
热血沸腾，早已渴望奔赴革命圣地。他
和陈亨炯、王孝丰一起，在途经武汉
时，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来到
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学习。

学习期间，朱洪山学到了游击战
争的军事知识，领悟了共产党是抗日
救国的核心力量，懂得了抗日战争是
全民战争，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
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自此，朱
洪山从一个单有抗日热情的青年，成
长为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1937 年 12
月，朱洪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 年 3 月，学兵队结业，朱洪
山、邵明、金如山、傅志评等80余人，由
陈克寒带队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这
时，浙江正需要大批干部，朱洪山由徐
介带领来到浙江丽水新四军办事处，
此处当时实为省委机关。不久，朱洪山
和邵明等分配到慈溪县。

同年 5 月，中共慈溪县工委成立，
朱洪山任县工委委员。他以县民众教育
馆、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县政府兵役科等
处的公开职务为掩护，执行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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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朱洪山调到奉化壶潭，以

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
当时，壶潭是个只有100多户人家

的穷山村。朱洪山到壶潭后，深入体察
群众的疾苦，竭尽所能帮助他们。他用
自己微薄的薪水给贫苦学生代缴学
费，还曾把一件夹袍剪下一半，给衣不
蔽体的穷孩子做棉衣御寒。

那时，小学教师的餐饭是在学生
家里挨户轮着吃。有一次，他到一个学

生家吃饭，家长端出一碗白米饭，亲热
地招呼先生先吃。朱洪山心感疑惑，故
意说饭太冷，要到锅里换一碗，他揭开
锅盖一看，是一锅糠菜饭。朱洪山坚持
不肯吃米饭，说服了家长，和他们一家
人同吃糠菜饭。

不久，朱洪山又在村里办起了文
化夜校，把村里的青年男女组织起来，
教他们读书认字，教唱抗日歌曲，宣传
抗日救国思想，并在时任保长的共产
党员周乐天的支持下，成立壶潭抗日
自卫队，自任指导员，积极开展锄奸除
特活动。一时间，这个小山村的抗日救
亡运动搞得热气腾腾。

朱洪山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拥戴，
时人都说：“我们壶潭从来没有请到过
这样好的先生。”这引起了村上王长辛
等顽固势力的反对和仇视。王长辛是
壶潭一带的地头蛇，仗势欺人，横行山
乡。他纠集一伙人威胁村民，“朱洪山
是共产党，跟着他要倒霉。”村民们反
驳，“朱先生如果真是共产党，那没有
共产党真要倒霉哩！”

一个晚上，朱洪山和自卫队员们
在学校与王长辛谈判。一开始，王长辛
便蛮不讲理，一言不合拔出手枪“砰
砰”就打，幸好在场的自卫队员早有提
防。当王长辛拔腿想逃时，被自卫队员
当场击毙。王长辛毙命后，朱洪山明知
顽固派不会放过他，但为了使当地群
众免遭牵连，他没有离开壶潭。

5 月 11 日清晨，驻在奉化的国民
党顽军逮捕了朱洪山，关入俞家坑的
破庙。面对顽军的严刑拷打，遍体鳞伤
的朱洪山不屈不挠。在敌人决定枪杀
朱洪山的最后一刻，顽军的一位大队
长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朱洪山
向敌人索来纸和笔，写下了“朱洪山永
远和壶潭人民在一起”。

壶潭村的村民得悉朱先生被抓，
纷纷赶到俞家坑，正遇上顽军押着朱
洪山去行刑。村民们团团围住，责问：

“朱先生犯了什么罪？我们可用全村人
性命担保。”朱洪山大义凛然，激情满
怀，奋力高喊：“父老乡亲们，永别了。
我死后，希望把我埋葬在学校后面的
山坡上，让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朱洪山的一席话，激起了村民们对顽
军的无比憎恨。在村民的压力下，顽军
退却了，答应将朱洪山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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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0 月，应抗日战争形势发

展的需要，中共宁属特委调朱洪山到
定海，同陈子方一起搞武装斗争，在共
产党控制下的一支抗日自卫大队任大
队附兼指导员。他经常头戴笠帽，赤着
脚出没在海滩，从事武装斗争活动。

次年 10 月，朱洪山又被调回四明
山，在鄞慈地区工作。

1944 年 5 月，为了加强对慈南、武
陵等地区的领导，鄞慈县办事处成立，
朱洪山任办事处主任。他亲自拟写布告，

宣告县办事处成立；组织武装袭击沿途
伪军据点；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工作，鼓励支持抗日的国民党乡、保长，
教育、争取站在中间立场的乡、保长，对
那些反动的乡、保长采取警告和打击，使
县办事处的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1945 年春，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动
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朱洪山在鄞慈地区
发动群众，开垦荒地，扩种杂粮。他带头
参加劳动，样样农活干在前头，使大生
产运动在全县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
起来。1945年 5月，朱洪山奉调任嵊新
奉县办主任。7月，调任新四军浙东游击
纵队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

1945 年 8 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然而，内战的阴霾再起。为了
全国的和平大局，这一年 9 月，新四军
浙东游击纵队 1 万余人和党政机关及
地方工作人员5000余人，奉命北撤。撤
离前夕，浙东区党委对主力部队撤离
后浙东工作作了具体布置，成立“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留守处”，任命朱洪山
为留守处副主任，坚持隐蔽斗争。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
刚刚签订，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加紧部
署“剿共”。瞬间，浙东根据地阴霾密
布，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陈沛奉命
率部迅捷从天台赶到四明山，占领了浙
东主要城镇。曾被我军打得落荒而逃的
田胡子（挺四田岫山部），又被国民党封
为剿共司令，进驻梁弄镇。

当时，尚有一批不能随主力部队
北撤的伤病员滞留在陆埠晓岭后方医
院，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对这批抗日的
新四军伤病员进行种种刁难和迫害。
为了公开留守和伤病员的安全撤离，
朱洪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毅然
提出亲自赴宁波与国民党军谈判的意
见，后经刘清扬、黄明等同志集体商
讨，决定由黄明去宁波谈判。10 月 19
日晚，朱洪山和黄明一起候船，他对黄
明说：“我们要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争取公开留守和伤病员合法撤离。但
也要作好坏的准备，若谈判不成就有
被扣留、坐牢，甚至会有杀头的危险。”
并一再勉励黄明“一定要为党争光”。
两人一直谈到红日东升、轮船到埠，才
忍痛惜别。时隔不久，朱洪山得悉黄明
和部分伤病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扣押，
心如刀割，怒气难平。根据上级党组织
的指示，从此以后转入了秘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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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1 月，国民党反动派调

集 2 万多正规军和大批地方部队，分
多路向四明山区发动疯狂“围剿”。
晓岭后方医院被抢，许多伤员被惨
杀。他们以烧山、砍竹、并村、拆房
等毒辣手段，妄图一网打尽革命力
量，一举扑灭革命火种。

坚持在四明山的同志采取了“留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方针，隐蔽
在艰苦的山区坚持斗争。朱洪山选中
了群众基础较好、党员较多的孔岙作
为立足点，同当地党员林山一起，在比
较隐蔽的芦鸡岙，用竹木柴草搭了一
间茅舍，戏称为“公馆”，他还为“公馆”
写了一首快板诗：

深山密林小“公馆”，
金毯铺顶金条围四边。
不动椅子自动桌，
滑轮眠床沙发垫。
长年不断自来水，
烧饭做菜不冒烟。
不是无聊享清福，
只为革命做“神仙”。
一间深山密林里的小茅舍经朱洪

山一描绘，大家觉得比住高楼大厦还
要舒坦，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

在这段时间里，朱洪山经常写日

记。有一次，林山问他：“朱部长，你在
写什么？”“我在写日记，将来写本书，
好给大家看看反动派是怎样反共反人
民的，我们党是怎样领导人民群众进
行斗争的。”林山又问：“书名呢？”“叫

《地下之火》好不好？”周围人齐声说：
“好！好！好！”

敌人的清乡扫荡，使土顽、地头蛇
也嚣张起来。他们威胁群众，散布谣
言，说共产党已经撤光了，还不断打听
朱洪山的行踪。朱洪山一面严厉警告
土顽劣绅，说共产党还在，不许乱说乱
动；一面深入到各村落宣传抗日胜利
后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
内战的罪恶阴谋，号召群众组织起来，
同敌人斗争。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对
敌斗争，他们镇压了“浙保”二大队二
中队杨柏年的一个爪牙，大大地鼓舞
了群众的士气。“只要你们在，我们总
有出头日。”群众的胆气壮了。

在险恶环境下，朱洪山带领大家
克服生活上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同
敌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粉碎了敌
人多次“清剿”，并在斗争中恢复了党
的工作，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5
随着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四明

山的形势一天天好起来。
1946 年 10 月，朱洪山被任命为鄞

慈县特派员。12月，中共浙东地区党组
织划归上海党组织领导。此时，上海党
组织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
争，逐步建立红色据点群。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朱洪山
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鄞西罂湖乡潘岙
村搞试点。

12 月 29 日夜，朱洪山带领金声、
包纯和从芝林出发，30 日凌晨三四点
钟到达潘岙村，住在胡阿华家。不料，
被特务告密。31日下午，敌人分三路包
围了潘岙，当时朱洪山正在帮助胡阿
华的娘劈柴，金声和包纯和在屋内擦
枪、抄机密资料。朱洪山首先发现敌人
进村，立即鸣枪报警，把敌人引向自
己。金声和包纯和闻枪声后，迅速转
移。为掩护同志脱险，朱洪山一面奋勇
还击，一面向村后丛林突围，不幸腿部
中弹负伤。朱洪山忍着剧痛，坚持向敌
人还击，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残暴的敌人把朱洪山的头颅割下，到
陆埠、袁马、梁弄悬挂示众，威吓群众。

朱洪山牺牲时，年仅29岁。虽然他
的一生短暂，但他的精神永存。

他的弟弟、妹妹和妻子对他感情
至深，受朱洪山影响，他们先后参加了
新四军。

他的弟弟朱毅，1943 年参加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卫生队工作。

他的妹妹朱虹，1938年参加革命，
在姚南、奉西担任区委书记，后随新四
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编入华野一纵
队，参加过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
渡口等战役，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他的妹妹朱明溪，1939 年参加革
命，在根据地工作，离休前是浙江省文
联副主席。

还有朱洪山的妻子徐健，也是朱
洪山把她动员出来到党办的晋群小学
读书，并参加了新四军。

人民没有忘记他。新中国成立后，
朱洪山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被命名为

“洪山乡”；他教过书的小学，被命名为
“洪山小学”。

薛驹同志对朱洪山评价甚高，曾
亲自为他题写了“洪山精神，山高水
长”8个大字。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每当
杜鹃花开、柳丝吐烟，慈湖之畔的朱洪
山烈士之墓前，人们祭扫凭吊，对历史
深情回望，向未来坚定出发。

撰文 王佳 徐翎 李维昶

1944年5月朱洪山(前排左三） 在慈南与战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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