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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辑要 ■红色传承

“抗大精神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海复镇党委书记张丹认为，立足新发展阶
段，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政治本
色、一往无前的政治勇气，奋力谱写现代化建设新
篇章。

作为“红色摇篮”的发祥地，垦牧故地海复镇
是一方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如何
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是历届海复镇党委政府的一
个永恒课题。“在抗大精神的指引下，近年来，海
复人民弘扬开拓创新争先奋进的新时代海复精神，
坚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
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新突破。”

张丹介绍，近年来，海复镇牢牢盯住重特大项
目，发扬抗大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历
史文化、产业集聚等比较优势，以镇区为中心，构
筑集镇的综合服务及商贸居发展片区；以靠近长泰
海滨城的滨海、四堤村落为副中心，构筑滨海新城
区。同时打造“垦牧故土、渔家风情、抗大文化”文化
品牌，探索“园区+景区”新模式，让村庄景区化、园区
观光化，把现代农业产业园、东南中学红色教育基

地、农事体验、林果采摘等特色景点串珠成链，将
市民引入田园，为农民创造福祉。

虽然不是双休日，但在海复镇滨海村渔家乐
内，来自上海的游客依然一波接着一波，采摘、垂
钓等项目受到热捧，独栋、高品质的乡村民宿更是需
要提前一周甚至半个月才能订到。“来了之后感觉心
里蛮开心的，这里水好、环境好、农副产品好！”上海
游客说。

2017年起，海复镇把“治污攻坚”与宅院整治、
垃圾处置、污水治理、沟河保洁等有机结合，统
筹推进村容村貌大整治。焕然一新的面貌立刻引
来了上海客商，在当地投资发展渔家乐项目，带
动部分村民发展旅游产业，也解决了300多位村民
的农副产品出路问题，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达到 3
万多元。

滨海村紧靠黄海，过去当地老百姓守着好资源
过着苦日子。村党总支书记葛祥辉告诉记者，作为
传统的农业乡镇，近年来滨海村传承抗大精神，依托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农业，走出
了一条生态优、百姓富、环境美的绿色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黄 海

抗大九分校旧址，现位于启东市海复镇东南中学内，是座
古色古香的建筑，为“三进两场心”四合院建筑风格，占地面积
4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350平方米的四合院。

该校前身为清末状元张謇于1920年所建的垦牧高等小学。
抗日战争爆发，南通沦陷后为了坚持抗日教育，通州师范学校
（即今南通师范）于1938年8月迁于此，故又称“通师侨校”。

1942年春天，粟裕大将率新四军一师师部进驻海复。当年
5月，新四军一师根据华中局的决定，将抗大苏中大队正式改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粟裕亲自担任校长。

学校设军事队、政治队、参谋训练队、青年学生队、地方武
装队、电台训练队、会计培训队等7个队，另附设一个医务干部
训练队，全校教职员共600余人。九分校对学生集中进行军事、
政治、文化教育，讲授游击战术是军事教育的重点，许多启海青
年和垦牧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抗大九分校共举办5期，在近3年的时间里培训了3300名
军政干部，这批干部成为党和军队的栋梁之材，为夺取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2002 年，抗大九分校纪念馆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
位。目前，已成为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重要纪念场馆、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启东市党性教育基地。自2014年开放以
来，广大群众踊跃参观，纪念馆参观人数达10多万人。

抗大九分校旧址 垦牧故地闪耀抗大精神

坐落于启东市海复镇东南中学校园
深处的一处四合院，因其承载着中国抗日
军政教育史上的一段烽火岁月，成为无数
后人前来瞻仰的革命教育基地。

3月29日，春和景明。上午9点半，记
者随“南通红色记忆”融媒体新闻行动采
访组一行，来到这座建筑面积达 2350平
方米的抗大九分校纪念馆，映入眼帘的粉
墙黛瓦、树木葱茏，平添庄严肃穆之气。
随着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启东市抗大九分校纪念馆特约讲解员黄
一彬的深情介绍，抗大九分校那段“一面
学习 一面战斗”的光辉历史，徐徐展现在
大家眼前。

在极其艰苦条件下
“一面学习 一面战斗”

抗大九分校前身为清末实业家、教育
家张謇于 1920年所建的垦牧高等小学，
简称垦牧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南通沦
陷，为了坚持抗日教育，通州师范学校（即
今南通师范）于 1938年 8月迁于此，又称

“通师侨校”。
1942年2月，粟裕率新四军一师师部

进驻海复镇，教导大队便驻扎在这个四合
院。粟裕在这里领导和指挥了反“扫荡”、
反“清剿”斗争，先后粉碎日伪军两次“扫
荡”，开辟、建设、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民主
根据地。

1942年5月，抗大九分校在四合院成
立，粟裕师长亲自担任校长，刘季平担任
副校长，张日清担任教育长，谢云晖担任
政治部主任。

当时，全校有学员 600余人，共编为
七个队：连级军事队、连级政治队、参谋训
练队、青年学生队、地方武装队、电台训练
队、会计训练队，另设一个医务干部训练
队。九分校对学生集中进行军事、政治、
文化教育，其中，讲授游击战术是军事教
育的重点，许多启海青年和垦牧学生由此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面对严酷的
斗争形势，抗大九分校的学员坚持一面学
习，一面作战。1942年 5月 15日，配合兄
弟部队拔除了启东县向阳村、南阳村两个
伪军据点。6月 3日晚，抗大三中队袭击
汇龙镇伪军成功后，又冒雨奔袭吴仓巷，
在其他 7个连队的配合下，激战 40分钟，
将勾结日、汪，一心反共，破坏抗战的国民
党军 200余人生俘。这一仗为开辟启东
东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年 6月 15日，日伪军 3500余人分
九路“清剿”我苏中四分区，形势十分严
峻，抗大九分校奉命突破封锁线，撤离启
东。全体师生从吕四港附近的三甲镇入
海乘船北上。他们在船上度过了十多天
艰苦的海上生活，淡水喝完了喝海水，粮
食吃完了就地取材。

此后，他们辗转数地，在极其艰苦残
酷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和战斗。1944年，
抗战胜利前夜，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抗
大九分校的机构和人员转入苏中公学，从
而完成光荣的历史使命。

抗大九分校共举办5期，培训了3300
余名干部。这批干部大多数成为党和军
队的栋梁之材，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在纪念馆里，黄一彬指着其中的两张
老照片告诉记者，抗大九分校在启东的这
段历史，只留下了这两个影像资料，分别
记录了 1942年 5月 1日抗大九分校在通
师侨校操场举行五一检阅大会的场景，以
及同年 6月抗大九分校学员在海上坚持
学习和斗争的画面，弥足珍贵。

粟裕将军担任校长
亲自给学员“作检查作报告”

提起抗大九分校，有一个人不能不
提。那就是亲手培育了抗大九分校、并担
任校长的粟裕将军。在抗大九分校纪念
馆内，粟裕大将的半身铜像巍然屹立。

粟裕将军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在担
任九分校校长期间，还亲自为学员们作报
告，亲自上课。记者在《东南烽火——抗
大九分校史料专辑》一书中看到，部分抗
大老兵在对那段岁月的回忆中都提到了
他们的校长。

“首长很重视抗大，平常都和师部一
起行动，粟司令经常作检查作报告”——
抗大九分校校队列股长、油印股长徐充。

“粟司令讲话深入浅出，就连我们小
孩子也听得津津有味，他从国际形势、国
内形势、我们根据地的形势，最后讲到准
备反‘清剿’……”——抗大九分校电讯队
学员季凌。

抗大九分校驻海复镇期间，还通过多
种形式与通师侨校、通师二附的师生联合
举行活动，传播真理，宣传抗日。粟裕将
军曾亲临这些活动的现场。

1942年 5月 4日，新四军一师师部与
启海行署在四合院操场举行纪念五四运

动 23 周年活动，粟裕在纪念大会上讲
话。为配合纪念活动，通师侨校开展了作
文、数学、演讲、歌咏、球类比赛，粟裕亲自
为获奖师生颁发纪念品。5月17日，通师
侨校在四合院庆祝通州师范学校建校 40
周年，粟裕在庆祝会上致词。会后，还参
观了通师校史展览。

一直以来，粟裕对当年战斗过的启
东、对他亲手培育的抗大九分校都怀有深
厚的感情。1979年 6月，阔别 37年后，粟
裕与陈丕显、刘瑞龙来到南通，他曾提出
要到启东海复垦牧校四合院看一看，但终
因临时急事返京而未能成行。

这个未了的夙愿，最后是由他的长
子、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戎生实现的。

2013年 11月，在抗大九分校纪念馆
筹备阶段，粟戎生欣然接受采访，为史料
收集及展陈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为纪
念馆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书籍，其中他提
供的粟裕大将征战图尤为珍贵。2014年
8月，粟戎生亲自来到启东视察抗大九分
校旧址修缮工作。2015年3月，他应邀出
席抗大九分校纪念馆开馆座谈会。

抗大九分校的历史
是一部战斗的历史

“黄海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
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责任，全靠我们自
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
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时至今日，这首雄壮豪迈的抗大九分
校校歌，依然在启东这片土地上传唱不息。

采访中，黄一彬现场为大家高歌了一
曲。他介绍说，“抗大九分校诞生于黄海
之滨启东，所以九分校学员们把抗大校歌
中‘黄河之滨’改为‘黄海之滨’，就变成了
抗大九分校校歌。校歌与抗大精神是一
脉相承的。而抗大精神，其实就是为崇高
的理想英勇奋斗的精神。”

1936年，中国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向
抗日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有计划地培养
大批军政干部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一
环。1936年 6月 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
大学（简称“红大”）在陕北瓦窑堡成立。
1937年 1月，红大跟随党中央迁至延安，
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
称“抗大”）。

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
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
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
校风。在黄一彬看来，这是对抗大精神的
最好诠释。

随着革命形势的需要，抗大陆续在
各抗日根据地建起分校，抗大的旗帜插
遍全国。

抗大九分校是在抗大苏中大队的基
础上扩建的。1941年7月、8月间，日军对
苏北、苏中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9月，
盐城抗大五分校的一部分干部与新四军
第一师苏中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
抗大苏中大队。

1942年5月，进驻海复镇的新四军一
师师部，根据华中局的决定，将抗大苏中
大队正式改名为抗大九分校。

“……那年我十七岁，是抗大九分校
的学员，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走路。在
启东海复镇，住在通海垦牧公司，住了
二三个月，那是抗大九分校比较安定的
时期……”这是抗大九分校老学员唐景
雄的一段回忆。

2013年，抗大九分校纪念馆史料编写
组启动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黄一彬就是
史料编写组成员之一。他们奔赴全国多
地，寻访抗大九分校的老首长、老战士，将
老人们的记忆化为翔实的文字和影像资
料。这项抢救性的工作，对于还原抗大历
史，传承抗大精神意义重大。

抗大九分校政治部主任谢云晖曾经概
括，九分校的历史是一部战斗的历史，是理
论联系实际的历史，是艰苦奋斗的历史。

岁月不居。如今，这个充满红色基因
的四合院，已成为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
重要纪念场馆之一、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省党员教育实景课堂示范点及启东市
党性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明娴 王虹蔚

本版摄影 朱昊晨

书写抗日军政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抗大九分校：黄海之滨的红色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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