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瑞鸿

� � � �在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

莲塘岗的共产党员前仆后继、

奋不顾身。 今年 85 岁的何瑞

鸿， 是莲塘岗村唯一健在的金

萧支队队员。 1949年 5月 1 日，

未满 18 岁的何瑞鸿， 经何土

生、 何海坤推荐参加了金萧支

队， 转战浙西， 后正式编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 为解放战争作

出贡献。

老人看上去身体硬朗， 回

忆起从前的事情思路清晰 。

“兰溪是 5 月 6 日解放的， 我参

军的时候是 5 月 1 日， 差不多

快解放了。 那时是到寿昌， 基

本都没打过仗， 但参与过剿

匪。” 何瑞鸿说， 当时他担任通

讯员。

何瑞鸿还记得第一次参加

剿匪时， 心里有些害怕。 “我

们都是晚上出去剿匪， 土匪在

暗处， 我们在明处。” 何瑞鸿

说， 当时一个区中队一百多人

一起去剿匪。 土匪有些狡猾，

利用地形藏身， 很难发现， 好

多次都没有成功。 只记得有次

剿匪， 缴到了 7 支三八步枪和

一支冲锋枪。

在何瑞鸿之前， 不少莲塘

岗人参与革命工作。

1942 年 7 月 7 日， 驻兰日

寇 100 余人到厚仁、 上戴一带

劫掠。 情报被莲塘岗中共党员

何聚源侦知， 遂由莲塘岗共产

党员当向导， 向日寇发动袭击。

经激战， 击毙日寇 10 余名， 但

何聚源身中 3 弹受重伤， 另一

名地下共产党员何彩洪不幸中

弹身亡。

曾担任莲塘岗村第二党支

部书记的何福根， 奉金衢特委陈

雨笠的命令， 前往皖南新四军教

导队工作。 在皖南， 何福根的公

开身份是小学教师， 在十分艰

苦的环境中从事革命工作。 皖

南事变发生， 蒋介石掉转枪口，

残杀同胞。 11 月， 何福根在安

徽省泾县张家渡与顽敌英勇搏

斗， 壮烈牺牲， 时年 33岁。

莲塘岗地下党员姚启农是

中共兰溪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1942 年 6 月， 国民党政府急需

扩充队伍。 7 月， 受中共兰溪

县委特派员马丁委派， 到汪山

的兰溪县自卫大队商谈， 获准

新建第三中队。 8 月初， 莲塘

岗等村的党员和群众 90 余人参

加。 10 月中旬， 根据斗争形

势， 崔洪生和 60 多名党员群众

陆续撤离三中队， 加入共产党

领导的义乌第八大队。

早期地下党组织领导来莲

塘岗开展活动， 乔装成商人，

晚上秘密活动， 一般由何卸坤

家提供食宿。 根据地下党组织

领导的安排， 晚上张贴宣传单

和革命标语。 1942 年 8 月， 兰

溪 党 领 导 的 第 一 支 抗 日 武

装———麻坪坞游击队成立之初，

武器十分缺乏， 何卸坤就把莲

塘岗地下党组织保存下来的 3

支步枪交给了游击队， 极大地

鼓舞了游击队的斗志。 何卸坤

更是游击队的活跃分子， 抗战

至解放战争时期， 党组织和他

单线联系， 他每次都圆满完成

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莲塘岗村共产党员众多，

除了参加本地的革命活动外，

还有不少参加了中共浙东区党

委为牵制日寇兵力发展的抗日

武装金萧支队。 何绍棠就是其

中之一。 他以教书为掩护职业，

在兰溪女埠、 永昌、 香溪等地

的小学教书。 通过教书， 了解

当地地主一些情况， 将这些情

况汇报给组织。

解放战争期间， 中共金华

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应飞、

中共路西工委书记兼抗暴司令

部副政委蒋明达、 严衢办事处

主任钱方等领导到莲塘岗指导

工作， 特别在白山殿召集党员

骨干研讨开会， 留下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事迹。

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 但

莲塘岗的红色记忆， 在党史教

育基地熠熠生辉。 在这里， 革

命的火种变成燎原的星火； 在

这里， 革命的精神成就指路的

明灯； 在这里， 革命的传承挺

起了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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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白山殿 一段革命史

莲塘岗村党史教育基地的红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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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兰溪市兰江街道莲

塘岗村的红色莲塘党史教育基地

建成开馆。

85

岁的金萧支队老战

士何瑞鸿参与了基地揭牌， 他是

莲塘岗村唯一健在的金萧支队队

员。

69

年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放兰溪， 许多地下共产党员为兰

溪的解放抛头颅、 洒热血。 莲塘

岗村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热土， 有着不能忘却的厚重记忆。

莲塘岗村是原厚仁 、 永昌 、

华南 “三乡” 边的中心地带， 早

期的地下共产党员在这里开辟了

兰溪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后方

基地， 留下许多红色记忆， 白山

殿更是早期党组织革命活动的重

要场所。

� � � �一走进红色莲塘党史教育

基地，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莲

塘岗人何品珍、 何土生、 何福

根等革命志士的雕像， 神情庄

重， 俨然是随时为革命事业奉

献的神态。

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

近代史，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

兰溪人民也曾付出了鲜血， 开

展了艰苦卓绝、 不屈不挠的斗

争。 兰溪光辉灿烂的革命历史，

在浙江全省党的历史中， 有着

较大的影响。

据莲塘岗村村委会主任何

文忠介绍， 红色莲塘党史教育

基地建筑面积 360 平方米， 是

原来白山殿的所在地。 白山殿

始建于明代， 曾经是地下党组

织活动的重要场所， 解放后为

莲塘岗第十二生产队用房， 上

世纪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 一直闲置。 未修缮前，

白山殿已经破旧， 有些农户还

把农具存放在里面。 新修的场

馆以图文与实物相结合的方式

呈现大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四个时期，

莲塘岗村先烈带领群众开展革

命斗争的光辉历史。

1925 年开始， 一批兰溪青

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2 月， 中共兰溪临时特支建

立。 同年 3 月， 兰溪县柱阳

（厚仁） 区的莲塘岗等村农民协

会先后建立， 点燃农运火种，

随后在莲塘岗村秘密制造土枪，

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进行反封

建压迫的斗争。 同年 8 月建立

中共莲塘岗支部。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兰溪第一批成立的地下基层党

组织。 在党的领导下， 组织群

众开展 “二五减租”、 雇农加薪

罢工、 集会游行、 打倒贪官污

吏、 镇压恶霸地主等斗争， 取

得了重大的胜利， 有力地反击

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压迫， 极

大地鼓舞了兰溪农民的斗志。

抗日战争时期， 金衢特委

机关迁驻兰溪， 全省第一个战

时政治工作队在兰溪建立， 中

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兰溪成立事

务所， 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兰溪

建立联络站。

1939 年上半年， 经兰溪中

心县委批准， 建立莲塘岗分区

委； 1940 年初， 建立莲塘岗区

委， 何土生为区委负责人， 下

辖莲塘岗、 金山头、 胡塘、 上

戴、 塔下张、 胜岗、 沈家、 麻

坪坞、 新桥、 两头门等支部，

直属兰溪中心县委领导， 是兰

溪最早恢复重建的农村党支部

之一。

上海精神研究大学毕业的

进步知识分子何品珍， 由邵溥

慈、 胡如登介绍， 成长为莲塘

岗第一个共产党人， 正是他发

展了何土生、 何如富等志同道

合的同志入党。

经过组织动员和广泛吸收，

莲塘岗支部先后发展地下共产

党员 87名， 是兰溪农村党员人

数最多、 活动时间最长、 开展

活动最活跃的农村地下党组织

之一。 随着党员队伍不断发展

壮大， 该村成为全县党员人数

最多的村。 有了党组织， 莲塘

岗一带打土豪、 斗恶霸， 农民

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何文忠对于这段历史烂熟

于心， 每次向前来参观的人们

说起莲塘岗的红色历史， 他都

会热血沸腾， 为革命烈士的贡

献所感动。 “基地建成以来，

许多学校的学生都来参观， 了

解这段红色历史。” 何文忠说。

白山殿见证红色莲塘

莲塘岗党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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