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秘线联络站旧址（海鹤庵）
位于慈溪市龙山镇，是慈溪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1942 年 7 月，中共浙东区委书
记谭启龙在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
大会议上提出：“我军的活动地区，
党的组织亦需保留一部分秘密党
员，建立秘密系统，以便适应情况
之变化。”同年 12 月 15 日，浙东区
党委再次强调：“加强党内的秘密工
作，区党委决定的双重组织，应迅
速划分。”1943 年初，三北地委设
立党的地、县、区秘密系统 （简称

“秘系”），并设特派员。1944 年 7
月，浙东区党委流动到三北，王文
祥因肺病加剧住海鹤庵养病，向谭
启龙自荐做秘密工作，海鹤庵即成
为秘线联络站。跟王文祥一起住海
鹤庵的有其妻陈明华，为秘书，还

有勤务员杨佐耕。当时，三东地区
副特派员王起，慈镇秘线特派员赵
平，三北秘线特派员周明，慈姚秘
线特派员胡章生，庄桥、镇北秘线特
派员陈刚，宁波秘密工作者乐群，政
治交通员贺思真等经常来海鹤庵向
王文祥汇报工作。同年 11月，浙东区
党委杭甬沿线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
由王文祥任城工委书记，一部分秘密
党员划归城工委领导。王文祥移住慈
南山区梅岭下，对外称“大陆商场”。

2006 年，为纪念秘线联络站这
段历史，重建海鹤庵时，特辟了

“红色秘线联络站旧址”纪念室，由
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薛驹题写室
名，将搜集到的曾经在这里工作和
到过这里联络的部分秘线人员照片
也一并陈列，以志纪念。

（张伟杰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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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1 月 25 至 26 日，市委党史研究
室召开全市党史地方志主任会议。
会上，各地交流了 2017年党史地方
志工作和2018年工作思路。

2017 年，全市史志事业有新气
象，主业有新的突破，党史三卷编
研进度全省第一，方志编修实现预
期目标，年鉴编撰向高品质迈进，
史志宣教覆盖和影响扩大。

根据部署，全市史志系统要深
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围绕市委市政府“名城名
都”战略部署，按照“一突出两跟

进”和“两全目标”要求，坚持抓
牢“四大主业”和“一项工程”，重
点抓好“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把握资政育人政治方向”“以党史三
卷为龙头，扎实推进地方党史研究和
资政研究”“以《宁波市志》为重点，继
续推进二轮修志提速扩面延伸”“以
打造优质年鉴为目标，努力拓展年鉴
工作领域”“以宣教阵地和纪念活动
为抓手，扩大史志宣传影响辐射”“以
干部队伍建设为着力点，压紧压实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等六方面工作，充
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为“名
城 名 都 ” 建 设 作 出 新 的 贡 献 。

（毛利丹 王佳）

今年我市党史地方志工作重点确定

为进一步加强对革命遗址的保护
修缮和开发利用，近日，市委党史
研究室和市财政局联合下达了 2017
年度全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补
助资金。

2017年8月，市财政设立党史资
料征集和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资
金。9 月，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开展
全市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资金申报工
作，经筛选、审查，提出 2017 年宁波
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资金分配
方案，报市财政局复审并公示后正式

下达专项资金200万元，补助全市10
个重要革命遗址的维修、维护和利用
等费用。

为加强对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专
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市委党史研究
室和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下发了 《宁
波市党史资料征集和革命遗址保护
利用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
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使用程序、
监管责任和绩效管理的要求等，以
确保专项资金分配使用落到实处。

（张伟杰 王佳）

2017年度宁波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
专项资金正式下拨

不忘初心，传承使命。1 月 24
日上午，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部
旧址纪念馆在慈溪市坎墩街道坎东
村举行开馆仪式。

1930 年，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
成立，设师部于坎东六灶庵。坎墩籍
烈士费德昭作为师长，率部开展武装
斗争，活动遍及宁波市郊及余姚、慈
溪、镇海3县的北部地区，狠狠打击
了反动武装的气焰，是我省最有影

响的党史事件之一。
纪念馆位于坎东村六灶庵红一

师师部旧址，以历史图片和实物展
览呈现红一师成立、战斗及最后疏
散隐蔽的史实，展示费德昭、史济
勋、洪传扃等红军将士毁家纾难、
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该馆将成为
浙东工农红军纪念、展示、保护和
研究中心。

（方湘敏 王佳）

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部旧址纪念馆开馆

近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
《时代华章：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
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料征集面
向历届在甬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共 110 余名，课题研究从
中选取了 88名劳动模范进行口述访
谈，研究成果分两本书结集出版。
上一批全国劳模研究成果 《火红岁
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 选取了
43名劳模进行访谈，他们当选的时
间从1956年至2000年。

《时代华章：宁波全国劳模口述
史》 是在 《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
模口述史》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开展
的第二批在甬全国劳模口述历史资料
征集研究的转化成果，共收录 45位
劳动模范的访谈实录，他们当选的时
间从1995年至2015年。

劳模的口述实录，折射出时代
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的生动记录，也为宁波地方党史编
研提供了鲜活的基础史料。

（魏苏 王佳）

《时代华章：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出版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党要管党，首先是党委要
管、党委书记要管。”

1942 年浙东区党委成立后，
区党委书记谭启龙“一把手”抓
党建党风，在区党委召开的会
议、做出的决定中，都涉及了党
的作风建设。

从1942年7月到1944年10月
的三年间，浙东区党委的文件和
谭启龙的会议讲话中，至少有 8
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内容涉及
改造党员的思想意识，加强与群
众联系，反对个人主义、形式主
义、教条主义，注重调查研究，
反对浪费，整风肃干，批评与自
我批评等。浙东区党委召开的每
次会议，几乎都研究党风廉政问
题，制发的每个文件，几乎都强
调党风廉政建设。

各级地方党委，各级部队党
委，也都是“一把手”亲自抓党
风廉政建设。

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正式
成立后，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在部
队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包括支
部、分总支、总支委、党务委员
会，加强部队党员的教育和管
理，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三大法
宝”教育、“整顿三风”教育和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学习，在
全纵队开展“模范中队、模范支
部、模范干部、模范党员、模范
战士”的创建活动。

在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领
导党内同志健全基层组织建设，
清理了一批不合格党员，组织县
以上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学习整
风文件，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党性
教育、革命气节教育、执行统一
战线的政策教育等。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
敢不正。”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带
了头，一般党员、一般干部就会
紧紧跟上。

艰苦朴素是我们党的优良作
风，根据地的各级领导以身作
则，率先示范。区党委书记谭启
龙为应对粮食困难问题，经常吃
毛笋充饥，吃到胃出血。纵队司
令员何克希严于律己，在浙东时

期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
风，坚决反对特殊化。

在各类工作的反思、检讨会
议上，领导干部就自己的工作带
头做检讨。1944年 11月，余上县
召开了一次全县积极分子整风工
作会议，检讨的领导同志反省自己
的问题和错误，当发言一游离于主
题，便会遭到会议主持人的打断。
1945年2月，浙东行政公署全体干
部举行拥军思想检讨会，主要领导
干部都做了深刻的反省报告。

由 于 在 工 作 、 战 斗 、 生 活
中，各级党员干部都能以身作
则，浙东根据地的党员干部清正
廉洁，蔚然成风。

人以神立，党以魂兴。纵观
中国共产党 97年奋斗史，创造奇
迹的方式有千百种，但铸就伟业
的根基只在一处——以信仰之光
照亮前进之路。

思想建党，突出理想信念教
育，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
个突出特点，也是浙东党的建设
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
会议上，谭启龙就强调党的思想
建设的重要性。为此，1942年 12
月宣教工作制度出台，规定了

“三课”制：政治课，干部每周一
次，战士每周三次。文化课，每
周三次。党课，干部学习 《整顿
党 的 作 风》《论 共 产 党 员 的 修
养》，战士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
党员”；施行“三会”制：营的教
育准备会，干部学习讨论会，学
习组长会；践行“三报”制：墙
报、读报、干部小报。政治部编
印了阶级教育、时事政策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重大节日的讲话
材料等教材。

激浊扬清，起于毫末之间、
成于驰而不息。组织党员教育培
训，也是改进党的作风、提高党
员先进性纯洁性的有效途径。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各类
党组织结合实际，纷纷开办学
校，举办党训班，有计划地开展
党员教育培训。

1944 年 9 月，浙东敌后临时
行政委员会创办了浙东鲁迅学
院，为根据地输送了 700 余名具
有较高政治觉悟和专业知识的基

层干部。
在部队，1941 年 9 月浦东部

队 900 余人全部南渡到达三北地
区后，即抽调部分骨干成立教导
队。从 1942 年夏至 1944 年 7 月，
共举办了 5 期教导队，为部队培
养基层骨干 744 名；在地方，如
三北地委慈镇县在 1944年利用农
闲办了两期基层党员训练班，每
期 30人左右，训练七八天，培训
内容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
中国共产党、如何做一个好党员
等。

1945 年，浙东抗日军政干校
成立，教育培训根据地基层排以
上党政军干部。在当时极其艰
苦、简陋的战争环境中，同样具
有十分规范的招生简章。干校的
基本课程有政治、常识、社会发
展史、革命传统和政策纪律教育
等。同时还进行我党、我军的性
质、宗旨及任务教育。

其 他 还 开 办 民 运 工 作 培 训
班、政工干部培训班、医务干部训
练班等，教育培训党的各类专业干
部；地方上通过开办普通学校，宣
传党的政策，培养和教育党员干部
及其他抗日战士，三北有凤湖中
学，鄞州有古林补习中学。

一系列党内政治思想教育环
环相扣、层层深入，从“关键少
数”向全体党员扩展，塑造全党
本色初心，党员的党性意识更加
坚强，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据 1945年统计，部队中各连
党员占总人数的 20%左右，而战
斗中党员伤亡数占 34.9%，班长
以上伤亡数占40%。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
合，一柔一刚，方能同向发力、
同时发力。浙东区党委在根据地
的党风廉政建设中，注重建章立
制，从制度上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1945 年 1 月召开的浙东敌后
各界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浙东地
区施政纲领》，作为一部区域性的
根本大法，对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
根据地军民的行为做出了原则性
规定。如“厉行廉洁政府，严惩公务
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
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
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1945 年 1 月出台的 《浙东行

政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贪
污”规定了“侵吞公款财物者”“买
卖公用品从中舞弊渔利者”“强占
或强征、强募财物者”等 8 项判断
标准，规定了“满一千斤食米之总
值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未满一百斤食米之总值者处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等 5 项处断办法，
另外还对贪污的适用对象、审理贪
污案件注意事项等做出规定。

各种财务制度建立，以堵塞
财政工作中漏洞，防止贪污浪费
行为发生。谭启龙等区委领导指
出要“确定经常的预决算制度。
要在部队中建立审计工作”，确定

“严格按月审计的制度”，“反对任
何贪污浪费”，先后有《公粮田赋
并征办法》《浙东行政区抗币条
例》《浙东银行条例》等财经类制
度出台。

部队也出台了一些有益于党
风廉政建设制度。1945 年初，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颁布了

《新四军浙东纵队供给制度》，对
部队经费开支、实物领取等做出
细致而明确的规定。1944 年，纵
队政治部发布了 《关于严格部队
群众纪律的指示》，重申了“三大
纪律，十项注意”，教育部队减轻
人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

瞄准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个
关键，浙东抗日根据地构建起监
督制约机制并有效运作。

设立浙东根据地最高权力机
构——参议会，各县也设有同级
参议会，参议会对同级行政机关
领导人和司法部门负责人有选
举、罢免、弹劾的权力。按照

“三三制”原则，民主选举产生各
级基层政府，县级以上政府执行
同级参议会决议并对其负责。

赋予人民监督的权利，《施政
纲领》第七条规定，“人民有用法
律程序与手续以及其他方式控告
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同时，实施舆论监督。《新浙东
报》 是浙东区党委的机关报，报
上经常刊登一些批评、揭露党内
存在问题的文章。

1945 年 3 月 19 日，报纸刊登
了一篇 《我打错了》 的检讨文
章，作者对自己群众工作方式简
单粗暴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检讨；
1945 年 5 月 10 日，报纸发表了一
篇署名为爱国青年的检举信 《大
后方兵站机关的黑幕——一封检
举贪污站长胡仲民的公开信》。同
年报纸上，《梁弄各界对新四军某
部提出批评和建议》《贯彻干部拥
爱思想，我某部讨论反省群众观
点》等新闻报道，不时见于报端。

文艺创作亦助力党风廉政建
设。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以改造

“的笃戏”（越剧）、改编浙东地区
的民歌民谣等方式，开展社会宣
传与教育工作。当时，文教处动
员文艺青年创作和改编了许多新
的剧目，如《文天祥闯关》《义薄
云 天》《桥 头 烽 火》《生 死 路》
等，其中，《义薄云天》是依据鄞
江区委书记李敏烈士的感人事迹
写成的。这些都是进行抗日宣传
的好戏，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好
戏。剧团每到一处演出，深受根
据地军民的欢迎。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党风廉政
建设，是在对敌斗争极为复杂严
酷，大部分时间我党还处于“灰
色隐蔽”状态下开展的，这使根
据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更加难
能可贵。

改革攻坚期、发展转
型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入决战决胜……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
一个坚强有力的党至关重
要。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用自我革命的勇
气来推进从严治党历来是
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
格。

70 多年前，中共浙东
区委在组织领导浙东军民
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和反
顽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
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尤其
是党风廉政建设。

栉风沐雨，淬火成钢。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那
个历史时期，了解作为全
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
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如
何抓党风廉政建设的。

黄信良 王佳 罗捷

红色秘线联络站旧址红色秘线联络站旧址

铁纪铁流
浙东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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