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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70 号袁是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
所在地遥穿过庄严气派的主楼袁
西南角一片绿林修竹中掩映着
一幢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袁门
头上野陇海公寓冶四个字格外显
眼遥 这是新浦渊今海州冤最早的
公寓袁 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张文海尧谷牧尧万毅早期在
连云港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重
要基地遥

野这座 公寓 始 建 于 1925
年袁 原址坐落在当时新浦最为
繁华的民主路上袁 是当时较高
级的宾馆之一袁 公寓主人雷鹤
亭因陇海铁路这一年修到新
浦袁 故为之起名 耶陇海公寓爷遥
1987 年 6 月 6 日袁陇海公寓改
为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遥冶连云
港市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时慧介
绍袁 原陇海公寓由于年久失修
已是危房袁而且地方太小袁连云
港市委市政府于 2003 年 5 月
作出新建革命纪念馆和复原陇
海公寓的决定遥

重建后的陇海公寓基本保
持原来的历史风貌袁 室内陈设
也按照当年复原遥 二楼西北角
的套间客房内袁 摆放着一张长
桌尧几条长凳袁墙上挂着一幅油
画遥 野就是在这间客房袁张文海尧
谷牧为万毅举行了庄严的入党
宣誓仪式袁 正式发展万毅同志
为中共特别党员遥 冶时慧说遥

1938 年 3 月袁 中共长江分
局将从高密撤出的抗日游击队
80 余人以新兵身份安排到万毅
时任团长的东北军第 112 师
334 旅 667 团袁直接参与抗击日
军的连云港保卫战袁并在陇海公
寓成立中共第 112 师地下工委遥
工委成立后第一件事袁就是讨论
万毅的入党问题遥 1938 年 3 月
11 日袁经张文海尧谷牧介绍袁万
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成为一
名特别党员袁 不参加组织生活袁
只和工委书记保持联系遥他的人
生袁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遥

野连云港保卫战中袁中共第
112 师地下工委发挥了重要的

领导作用袁万毅入党袁加上大批
党员进入 667 团对军队进行改
造袁 部队士气和战斗力大大提
高袁 日伪军中流传着 耶不怕一
万袁就怕万一渊万毅冤爷之说遥 冶在
革命纪念馆新馆内的连云港保
卫战半景画前袁 时慧向记者详
细讲述了那段历史袁野连云港保
卫战历时 289 天袁 挫败了日军
从海上增兵的企图袁 有力支持
了第五战区在徐州战场的对日
作战遥 中国军队坚守一个地方
这么长时间袁 这在中国的抗战
史上是不多见的遥 冶

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整合
这些红色资源袁以革命文物尧历
史图片袁辅以油画尧雕塑等展示
手段袁向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尧
青少年学生等讲述那段波澜壮
阔的革命斗争史曰 并以此为素
材制作纪录片 叶连云港保卫
战曳袁作为党员干部固定学习日
学习党史的教材袁 让红色文化
得到弘扬袁 让革命事业薪火相
传遥 刘慧洋 刘梦迪 房阳

海风阵阵袁红旗猎猎遥位于
海安的角斜红旗民兵团史绩陈
列馆袁始建于 1969 年袁1991 年
8 月重建袁 占地面积 11 亩袁内
设 6 个展室共 976 平方米遥 陈
列馆内一座巨石浮雕尤为引人
注目袁 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支
民兵队伍自 1941 年以来千里
支前尧参与三大改造尧接受命名
以及适应信息化建设四个阶段
的历史遥

一支乡镇民兵团袁 何以赢
得全国唯一 野红旗民兵团冶殊
荣钥

1940 年袁新四军民运工作
队来到角斜袁 向当地贫苦百姓
宣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根据
地尧 组织人民自卫军的指示精
神遥 1941 年 3 月袁角斜抗日自
卫队组建袁民众纷纷加入袁当年
就形成了一支 500 多人的民兵
队遥 1941 年至 1943 年袁这支训
练有素的民兵队伍参与战斗上
百次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野腰灶
港战斗冶遥陈列馆展示当年战斗
所用土兵器袁 无声讲述着民兵
团在腰灶港设下埋伏尧 全歼敌
伪军和小股增援敌人 200 多人
的光辉历史遥

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袁
角斜民兵迅速组织 500 多人的
长备民工队袁 随三野十兵团二
十九军行动袁渡江支前遥 历时 9
个多月袁行程数千里袁民工队中
涌现出一批 野华东支前模范冶
要要要符永芝尧郭文秀尧崔伯勤尧
王玉富噎噎他们的事迹被载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名
录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
抗美援朝尧三大改造
噎噎哪里有需要袁哪
里就有角斜民兵的
身影遥 1958 年袁角斜
公社民兵团在老坝
港水利工地上宣布
成 立 袁1964 年 7 月
和 1966 年 3 月袁角
斜民兵团分别被江
苏省人民委员会尧江
苏省军区尧中共中央
华东局尧南京军区命
名为野红旗民兵团冶遥

改革开放后袁角
斜民兵勇当野经济开
发排头兵冶尧勇做野应
急维稳生力军冶尧勇
为 野文明创建践行
者冶袁 走出了一条具
有海安特色的新时
期民兵发展之路遥

近年来袁角斜民
兵团科学定位沿海
一线袁全力打造海防
尖兵遥 民兵亦兵袁当
地不少海上作业渔
船成为一个个移动
的哨所袁角斜野红旗
民兵团冶海防民兵每
年参与海上应急救
援 30 多次尧为上级提供有价值
军事情报线索 20 多条遥民兵亦
民袁 在市场需求日益多元化的
今天袁 当地居民走出一条跨越
式发展之路遥 原来的角斜镇更
名为滨海新区袁 成为闻名全国
的野紫菜之乡冶野河豚之乡冶遥

粟裕尧许世友尧张爱萍尧陈

丕显噎噎不少老一辈革命家在
角斜留下足迹袁 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角斜民兵前赴后继尧 继往
开来遥时至今日袁角斜红旗民兵
团依然会在每年 4 月组织为期
一周的民兵训练袁每月 9 日尧19
日尧29 日开展多样的民兵团活
动遥 严磊

野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袁十八岁的哥哥呀
坐在河边遥 冶一曲叶九九艳阳天曳深情婉转袁将
人们的记忆带回 50 多年前的红色经典电影
叶柳堡的故事曳遥 如今袁 夏日里的宝应县柳堡
镇袁曲折葱茏的湖荡风景依旧醉人袁红色文化
在这里扎根生长遥 因为影片而闻名的柳堡团
庄村尧野二妹子冶模范民兵活动中心袁现已成为
人们缅怀先烈功勋尧 铭记百年党史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遥

凤山园袁位于柳堡镇团庄村南侧袁这是团
庄村村民自发筹资新建的一处纪念地袁 用来
纪念宝应县第一位共产党员夏凤山遥 夏凤山
1928 年入党袁 是中共宝应县党组织早期创始
人之一遥 1930 年袁从事地下工作的夏凤山不幸
被捕袁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袁大义凛然遥 次年 11
月袁年仅 24 岁的夏凤山壮烈牺牲遥 2015 年袁当
地村民筹资建起了凤山园袁 内设夏凤山烈士
纪念馆袁 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夏凤山的英
雄事迹遥

70 岁的葛国政老人是土生土长的柳堡团
庄村人袁年轻时当过村干部遥 从 2014 年开始袁
他牵头和其他几位村民开始筹建凤山园袁如
今他还担任着凤山园的管理员遥 野夏凤山烈士
很了不起遥 冶葛国政说袁他被捕入狱后袁敌人只
知道这个人来头很大袁 但具体在共产党里是
什么身份尧做什么事袁尽管严刑拷打袁却始终
没能获得半点信息遥

抗战时期袁 柳堡镇团庄村曾驻扎过新四
军袁当年电影叶柳堡的故事曳把拍摄地定在这
里袁也是原地取材袁再现新四军与老百姓的鱼
水之情遥 谈到当年在这里拍摄电影时的场景袁
团庄村很多老人还记忆犹新袁 他们说袁 那时
候袁每天都有不少年轻人去拍摄现场袁一起唱歌尧一起欢笑遥

叶柳堡的故事曳里野二妹子冶的形象深入人心遥现在袁柳堡野二
妹子冶模范民兵连这个群体更是家喻户晓袁她们爱军习武尧拥军
爱民的故事到处流传遥柳堡野二妹子冶模范民兵活动中心目前是
江苏省党员教育实景课堂示范点袁也是宝应县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袁每年接待来自国内外的参观团体约 500 余次遥

近年来袁柳堡镇借助叶柳堡的故事曳带来的影响力袁以打造
野柳堡的故事冶特色风情小镇尧传承革命历史尧弘扬优秀文化为
着力点袁谋划红色旅游景区遥 如今的柳堡袁水清岸绿与红色经
典已成为小镇的最鲜明特色遥 张晨

角斜红旗民兵团史绩陈列馆院

亦兵亦民，“红旗”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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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院

小公寓里走出中共特别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