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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3月18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
室召开第五次理论中心组学习会
议，学习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会议指出，这次全国两会是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召
开的重要会议，对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
判断、对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
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史志干部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全国两
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
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浙江和宁波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学习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部署和重点工
作，结合史志工作实际，抓好落
地落实，更好地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

市委党史研究室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3月13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召
开全体干部会议，部署 2019 年党
建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任务。

2019 年，室机关将以机关党
支部为主体，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
设，引导党员不忘初心使命、勇于
奉献担当，积极做到温故知新、知
行合一，全面提升机关党建的质量
和水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以清廉机关建设为主线，强化
党的政治建设，加强廉政提醒教
育，持续加强正风肃纪，抓好关键
人事物，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

史志干部队伍，为宁波史志事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纪律
保障。

紧扣实际推进落实，坚定不移
做到在强化政治建设上不放松，在
学懂弄通新思想上不放松，在抓好
责任落实上不放松，在推进主责主
业上不放松。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党建争强带动主业增强，圆满顺
利完成党史三卷终审稿、《宁波市
志 （1991—2010）》 复审和终审、
宁波年鉴“一年两卷”任务，不断
提升史志文化影响力。

市委党史研究室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百梁桥战斗旧址位于海曙区
洞桥镇百梁桥村百梁自然村西
街。百梁桥于2005年3月被浙江
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
护单位。

百梁桥始建于北宋元丰元年
（1078 年），1145 年重建。现为
清代建筑。桥长 77.4 米，宽 8
米，南北向横跨鄞江。百梁桥建
筑科学，结构牢固，用长方形巨
石叠成六墩，墩尖成角菱形，起
剖水作用，减少急流冲击力。桥

边木栏板可以起合，平时合而便
于行人安全，当洪峰高于桥梁
时，活动护栏可以开启，以便洪
峰顺利通过，减少阻力，起到保
护桥梁的作用。1944年 4月，鄞
奉县大队一部奔袭顽军郭青白驻
百梁桥的一个大队。战斗半小
时，伤其多人，俘 20 余人，缴
获长短枪20余支。

西街是整个百梁桥老街的重
要组成部分，至今古貌依旧，老
宅众多。

百梁桥战斗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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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的危急、民族的苦难，使

人痛苦，也催人奋进。
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继续瓜分中国的
消息传到国内，1919 年 5 月 4 日，一
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在北
京拉开帷幕，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
四运动。这个运动很快席卷全国。

5 月 7 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
息传到宁波，全城各中等学校的学
生义愤填膺，首先奋起响应。一些
学生开始相互联络，筹建爱国团
体。5 月 9 日，私立效实中学、省
立第四中学等校学生举行集会，通
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会
上，学生代表登台发表讲演，抗议
军阀政府的投降外交，要求收回山
东主权，严惩卖国贼，释放被捕学
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台下，

“废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
“还我青岛”“同胞速醒”的口号此
起彼伏。会后，游行示威，钟灵、
星荫等许多学校的小学生也加入游
行行列。

5月10日，效实中学、省立四
中分别组织“学生自助会”“殖群
社”，发出声援北京学生的宣言和
通电。5 月 19 日，由效实、四中两校
学生发起，宁波 10余所中等以上学
校各派代表，在后乐园（今中山广场
西北隅）成立“宁波中等以上学生联
合会”（后改称“宁波学生联合会”，
简称“宁波学联”），决定通力从事

“宣传演讲与抵制日货两事”。为便
于开展工作，宁波学联设立评议、执
行两部，并公推效实中学学生袁敦
襄为总代表。宁波学联的建立，使
宁波 2000 余名中学生有了自己的
组织者和领导者。

宁波学联组织宣传队上街演
讲，宣讲五四运动起因和斗争经
过，激励群众的爱国热忱。一些宁
波籍北京学生回甬后，以亲身经历
讲述北京学生反帝斗争的情形，听
者无不为之动容；宁波女子师范学
校学生串门走户，向家庭妇女宣传
青岛事件真相，痛述做亡国奴之苦
难。城区学生到郊区、镇海乡村等
地演讲和演出。学生们自编自演，
内容有反映爱国题材的《痛打卖国
贼》《东洋乌龟爬不动》 等，也有
反抗旧礼教揭露社会黑暗的。演唱
的曲调有民间流传的孟姜女调、四
季调、马灯调等，群众一听就懂，
学了能回家演唱。

宁波地区各县也开展了声援北
京爱国学生的活动。奉化、慈溪、
象山、余姚等县城以及庵东、浒山
等乡镇师生，纷纷集会上街游行，
仅余姚保德一乡，就有八九所学校
参加，人数千余人。

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命令出席巴
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
北京 26 所大中学校学生于 5 月 19
日实行总罢课。5 月下旬，杭州、
上海学联先后派代表来宁波联络，
以求一致行动。继沪、杭两地先后
罢课后，5月31日起，宁波学生在
宁波学联的领导下，实行总罢课，
要求“政府完满之答复”。在罢课
宣言中庄重声明“国危矣！学生不
忍数万方里土地人民之见奴于异
族，竭力图救，死且不避，何有于
操劳，何有于辍学”，表达了宁波
爱国学生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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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引起帝国主

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慌。
他们勾结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
动，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强
烈反抗，全国各地先后自发掀起了抵
制日货、倡用国货的热潮。宁波各界
人民亦积极投入这场斗争。

宁波各界仿效北京、上海等地
做法，纷纷组织“救国十人团”。
宁波的救国十人团最初由几名《四
明日报》记者、小学教师及和丰纱
厂职工组成，很快发展到 126 个
团，有团员1260人。6月初，救国
十人团召开团员大会，成立“宁波
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公推金臻庠
为会长。随后，由宁波救国十人团
联合会和宁波学联共同发动查抄日
货、倡用国货的斗争。

由于洋货充塞市场，使脆弱的
宁波民族工商业一蹶不振，所以抵

制日货的斗争很快得到爱国工商业
者的拥护和响应。5月17日，宁波
总商会作出决定，设法解除洋行与
日本 10 余万元的定货协议，嗣后
不再进货。6月14日，沪杭甬转运
工会作出决定，从次日起一律禁运
日货，如有贪利私运者，查出从重
处罚。宁波专门成立“抵制日货
会”，组织讲演团、宣传队，走上
街头向群众宣传。宁波学联和宁波
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经常组织人员到
车站、码头、商店等处查抄日货，
先后查获新章、余樊、大丰昶等商
店的大批日货，并予以焚毁。据报
载，五四期间，宁波焚烧日货达 7
次之多。

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宁波学联
积极提倡购用国货，青年学生在信
封、商品包装纸上盖上“毋忘国
耻”的字样，提醒市民，劝用国
货；四中学生在暑假轮流下乡，推
销国货。效实学生自制墨水、粉
笔、糨糊等文化用品，上街出售。
在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慈溪洪塘镇
店铺无一卖日货；宁波大有恒经理
有感于国货产品寥寥无几，创办大
丰厂于江东，生产雨伞、草帽、软
席等产品，欲与日货比高低；奉化
成立“国货维持团”，倡导民间使
用国货。

在五四运动中，宁波工人阶级较
早起来投入这场反帝爱国斗争。

5 月中旬末，宁波杠帮 （搬运
工人）、船夫举行罢工，拒绝替日
商卸煤、运煤，这是中国工人阶级
声援五四学生运动的最早罢工之
一，举国瞩目。5月23日，北京学
生联合会在《晨报》刊出致宁波工
界的信中称颂：“近闻工界同胞亦
投袂奋起，同仇敌忾，宁波工人之
代日商运煤者，今日坚决表示不为
再运”，“热忱爱国，海内同钦，深
望始终坚持，毅力进行，中国前途
实利赖之！”

6月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
继续大规模逮捕北京爱国学生，全
国人民更加愤怒。6 月 5 日，上海六
七万工人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镇压
反帝爱国运动，营救被捕学生，举行
政治罢工，宁波工人奋起响应。

6月7日，杭甬铁路工人为营救
北京被捕学生一律停业。继而，杭甬
铁路总机厂宣布正式罢工。尽管当
局执事洋员一再劝谕工人复工，但

“各工匠坚心国事，率不允从，相率
离站，不肯开车”。6 月 9 日，行驶于
沪甬航线的新宁绍号、新北京号、江
天号等轮船的水手、伙夫同全上海
海员一道罢工。6月10日，沪杭甬铁
路甬曹段全体员工参加全路罢工，
致使沪杭甬水陆交通中断。与此同
时，和丰纱厂、正大火柴厂及一些洋
行中的中国职员、汽车司机均纷纷
响应，加入罢工行列。

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宁波商
界也投入这场反帝运动。6 月 6 日，
宁波总商会决定罢市三天。当天午
后，宁波商人、学生手执纸旗到江北
岸新民舞台集合后举行示威。宁波
城厢内外各店铺纷纷关门停业。

在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北
洋军阀政府在6月间被迫释放被捕学
生，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
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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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传统

的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
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
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在当

时，像宁波这样的小城市，由于知识
分子人数相对较少，加上军阀当局
和封建势力的封锁、限制，思想文化
界的空气异常沉闷。直到五四运动
之后，这场运动才得以广泛开展。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宁波学联
和宁波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中的进步
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新文化团体，创
办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报
刊。1921年6月，原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学生谢传茂、潘念之 （潘枫
涂）、蒋本菁、干书稼等 7 人组建
进步青年团体“雪花社”，陆续在
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发展社员，
采取读书、通信、出版刊物等方式
学习和研讨新文化、新思想，主张
自身的修养和社会的改造。

尤其是1923年8月，原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校长、民主主义教育家
经亨颐来宁波任省立四中校长，朱
自清、丰子恺等相继来校任教后，
省立四中很快成为宁波开展新文化
运动的主要阵地。他们积极实行教
育改革，大力提倡白话文，主张解
放学生思想。鼎新革故、激浊扬清
的新思想、新举措，受到广大学生
和进步教师的热烈拥护，但为封建
军阀统治者所竭力反对，由此发生
了“拥经”（亨颐） 和“反经”新
旧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
断断续续持续两年。在斗争中，培
养和锻炼了李宪仲、华岗、陈洪、
裘古怀等一批革命骨干。

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有
个突出特点，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
在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
国人民的实质后，从研究和宣传民
主主义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进而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 年八九月间，雪花社社
员谢传茂、潘念之等人，在宁波

《时事公报》 副刊“问题讨论”专
栏上，发表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现社会不安之原因》《两条路》等
10 余篇文章，这是宁波最早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一批文章。

在新文化运动中，宁波知识界
的进步分子开始意识到，要把新思
想、新思潮普及到工人、农民和平民
中去，以启发他们的觉悟。1920 年
春，宁波学联倡导普及平民教育。至
6 月上旬，着手发动中等以上学校
学生创办 10所平民义务学校。同年
12月26日，鄞县东乡小学教师竺清
旦在《时事公报》上刊发主张普及农

民教育的文章。
不宁唯是，宁波的先进分子在

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中，一开始就比较注意它与宁波工
人运动的结合，进行了很多的努力
和有益的尝试。

1920 年 5 月 9 日，宁波学生和
知识分子发动宁波民醒砂皮厂等厂
的工人停工参加“五九”国耻纪念
大会。同年冬，宁波进步知识分子
组织动员店员群众建立宁波伙友联
合会，这是浙江最早的店员工会组
织，向店员推荐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图书杂志。

1921 年 5 月 1 日，由宁波中等
工业学校等单位发起，举行宁波劳
工纪念会，分发传单，游行演讲，
这是宁波人民首次举行五一国际劳
动节纪念活动。在劳工团结口号的
鼓舞下，全市工人开展了各种经济
斗争。8月至11月，宁波织绸、米
业、金银、染色、制烟等行业工人
为增加工资相继举行罢工，均获得
不同程度的胜利。1922年5月，宁
波 工 人 和 学 生 1000 余 人 举 行 集
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提出

“劳工神圣”“八小时工作”“八小
时教育”等口号。宁波 《时事公
报》 刊出“劳工纪念专号”，发表

《宁波劳工状况之调查》等文章。
1922年 9月起，上海各行业工

人罢工掀起高潮，金银业资本家为
破坏罢工，将货件寄往宁波制作。
宁波金银业工人为支援上海工人斗
争，议决自 10 月 20 日始拒绝为上
海金银业资方代做工件，同时取消
所谓“官夜作”，提出增加工资和
实行 9 小时工作等要求。在此前
后，宁波华泰织绸厂、美球袜厂，
以及余姚城区的铁锅业、竹木业工
人和店员相继开展要求加薪和改善
生活待遇的斗争。

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后，宁波工人阶级开始接受革
命新思想的启蒙教育，不断提高自
己的阶级觉悟，开始了宁波工人运
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从
而为中共宁波地方组织的建立创造
了条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中共宁
波地方组织在 1925 年二三月间建
立，犹如漫漫长夜亮起了指路明
灯，为宁波人民翻身求解放带来了
希望，也揭开了宁波历史发展的全
新篇章。

镇海区历时一年搜集和整理的
《浙江海防文献集成》 第一辑，日
前出版发行。

全书采用原书影印的方式，以
时间为序，共收录《日本考略》《使
琉球录》和《海寇议》3 部文献。《日
本考略》由明代宁波定海县城（今镇
海城区）人薛俊所著，是明代民间最

早关于防倭抗倭的著作，也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日本的专著。《使
琉球录》由明代鄞县人陈侃所著，是
迄今已知最早的一部琉球册封使实
录。《海寇议》由明代浙江宁波卫（今
海曙城区）人万表（万斯同的高祖
父）所著，是最早由抗倭高级官员

（总兵）编写的海防书。

《浙江海防文献集成》第一辑出版

近日，由前童镇党委编著的
《前童星火——宁海前童革命史迹
汇编》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
版。

前童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红色土地，众多英勇的前童儿
女，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舍
生忘死、前赴后继，用生命铺就了
通往胜利的道路。在抗战低潮时
期，前童一度成为中共台属和宁海
地下党领导和活动的中心，成为浙
东台属武装斗争的革命根据地。

该书是前童镇第一部地方党史
专著，共三编八章、15 万余字，
记述了从 1927 年至 1949 年间，前
童地方党组织创立、发展、壮大和
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并
以前童为中心，衍射归纳了宁海、
台属乃至浙江的党的历史，反映了
前童镇老区人民长期坚持革命斗争
的光辉历史，反映了革命先辈和先
烈的卓越功绩，是一部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艰苦奋斗
教育和县情县史教育的好教材。

《前童星火》出版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虽已百年，正是青春。因为这里有历史，有热血，有无论到了什么年龄都会感受到的青春基因和民族记忆。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五四运动为中国的前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拉开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对宁波的影响，同样深远。
100年，听起来很漫长，但100年后的今天，胸怀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我们，一样能感受到100年前

那历史脉搏的跳动。

五四运动在宁波

1919年 5月中旬末，宁波码头工人和船员自发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拒绝替日商运卸煤炭，这是全国
最早为响应五四运动而举行的政治罢工之一。图为北京《晨报》的图片报道。

上海 《民国日报》 对宁波学生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发动群
众抵制日货、倡用国货事件的报道。

屠恒培 王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