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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6 月 7 日，也就是上海解放

后的第十天。这天晚上 10 点半光景，

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汉强号客货轮，

满载着三千吨煤炭，乘着夜色掩护，从

雨溪口出发，准时赶到上海沪淞口。

船长孙瑞璈一声令下，轮船稳稳当当

地抛锚在江中心。

孙瑞璈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夜光

表，指针清晰地显示现在是 10 点 32
分，心里微微地松了口气，转身对身边

的军代表说：“王代表，轮船准时到达

锚地，再过半个小时，潮水涨足，我们

就可以进黄浦江了。”

军管委的军代表姓王，是出身北

方的“旱鸭子”，从来也没有在水上航

行过，但他深知这次汉强轮担任的运

煤首航任务，有着惊天的风险，他放心

不下，坚持要和船员一起执行这趟危

险而光荣的任务。刚才船过“三峡

水”，船只颠簸得他脸色煞白，人也站

立不稳，现在他接过孙瑞璈递过来的

水，呷了一口，看着指挥若定的年轻船

长，说：“好！”

汉强轮这次夜航运煤事关重大，

市军管委首长三天前找他谈话，告诉

他，上海最主要的发电厂，杨树浦电厂

的存煤量已不足用十五天了，如不能

及时运到，电厂发不了电，这对刚刚回

到人民手里的大上海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要求进驻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军管

委，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冲破敌

人空中飞机轰炸，江里水雷拦截的立

体封锁，坚决完成为电厂抢运煤炭的

任务。

接受任务之后，王代表当即召集

轮船公司职工开会。会上，刚刚获得

翻身解放的公司职工，群情激昂，纷纷

表示：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保卫大上海

的安全，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

务。大家要求船长孙瑞璈说说意见，

孙瑞璈站了起来，手一挥说：“这电厂

的煤，我们一定得运！我是在想怎样

运送……”

接着，他分析说，白天敌人的飞机

在天上轰炸、扫射，肯定不行；夜航虽

然没了空袭，但难过敌人溃逃前布下

的水雷区。不过，这水雷连着链条铁

锚抛在江底，这高度是不变的，潮水涨

足时，这水雷会落在水面的下方，形成

一定的空间，只要这落差超过我们船

吃水线的高度，那么我们的船在它的

上面通过，应该是安全的。

王代表听了孙瑞璈一席有理有据

的分析，频频点头，当即决定由他和孙

瑞璈带几个老船工乘一只汽艇到雷区

实地察看，测量了半天，连夜制定了由

孙瑞璈驾驶汉强轮执行运煤的首航任

务。

此时，已是晚上 11时，锚区沉浸在

黑夜中，离汉强轮不远处，几艘菲律宾、

马来西亚外轮亮着星星灯火，也在锚区

等候进港。孙瑞璈走向船舷，用一支强

光手电在江面上仔细照看，发现江面上

的漂浮物已几乎静止，确认潮水已经涨

停，他接过船员递来测量水深的标线，

缓缓将线端的重锤放入江中，待重锤达

到江底后，再小心地提起，然后用手电

照着标志说：“王代表，你看，现在潮水

已经涨足，江面比落潮时升高了5米96，
我们的船可以进港了！”军代表踏上一

步，握了握孙瑞璈的手说：“行，孙船长，

你是指挥员，一切听你指挥！”孙瑞璈从

军代表满是手汗的手掌中感觉到对方

的重托，他坚毅地对甲板上的船员喊了

一声：“起锚，进港！”说着和军代表转身

进入驾驶室。

“呜——”一声低沉的汽笛声划破

夜空，轮机房里的马达轰鸣起来，“轰

隆、轰隆，轰隆、轰隆。”随着有节奏的轮

机声，汉强轮缓缓地驶离锚地。十五分

钟后，孙瑞璈心里清楚，轮船马上要进

入敌人布下的水雷阵了！要知道，这水

雷有栲栳那么大，四周布满装着引信的

触角，像一只只特大号的刺猬在水下游

荡，只要撞击到它任何一个触角，顷刻

就会威力无比的爆炸……他告诫自己：

小心、谨慎，谨慎、小心。他轻轻地吁了

一口气，用平静却又坚毅的语气发出命

令：“注意，观察两舷水面，缓速前进！”

甲板上船员回答：“左舷明白！”“右

舷明白！”四支强光手电顿时在江面上

扫来扫去，轮机的轰鸣声也降了下来，

“哗——”船首撞开的水花声也小了起

来。汉强轮似乎悄然无声地在这段危

机四伏的江面上平稳地行进。

孙瑞璈双手紧把着驾驶盘，两眼

直盯着江面。一直紧紧地站在船长边

上的军代表，两手支着操作台的边沿，

不时地看着台上的时钟，一分钟、两分

钟、三分钟……

难熬的十分钟过去了，孙瑞璈猛

地举手拉响了清脆的汽笛，宣告汉强

轮安全闯过水雷阵，对着传话筒发出

口令：“提速前进！”他拿起面前的水

杯，猛地灌了一大口：“王代表，我们闯

过水雷阵了！再过二十分钟，船就到

达杨树浦电厂煤码头。”

就在这时，船后三、四百米处的江

面上猛地传来“轰隆”一声巨响，顿时

爆炸的火球照亮了夜空。孙瑞璈举起

望远镜向船后望去，失口而出：“一条

菲律宾货轮触雷了！”

原来，汉强轮在锚地起锚进港后，

不远处的菲律宾轮认为：你能进港，我

跟在你后面也能进港。哪里知道自己

的吃水线超过汉强轮足足两米，刚进

水雷区就碰触了水雷。

孙瑞璈怀着对同行不幸遇难的沉

痛心情对军代表说：“王代表，我们必

须把我们掌握的水文数据通报给港务

局，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对。”

军代表点点头，随手拿起了船用电话。

“呜——”汽笛一声长鸣，汉强轮

靠上了煤码头，早已在码头上等候卸

煤的码头工人齐声欢呼，庆祝由孙瑞

璈驾驶的汉强轮夜闯水雷阵成功，打

通了运煤的航道。

在金山县革命史册上载有“枫

泾暴动”和“新街暴动”的事迹。而

人们对北张乡农民暴动之事却鲜为

人知。

北张乡，东靠横浦乡，西邻浙界，

南连扶王乡，北至存养乡和八字乡

（现为八一、张桥村域）。伪乡府设在

张家桥镇。1943 年春，天旱地裂，庄

稼枯萎。历任伪乡长徐士文、邵爱

莲、邵立生等依仗日军势力，向当地

农民横征暴敛。农民孙进余被逼得先

后卖掉三个孩子交军粮，房子被强

占，家破人亡。

这年农历六月十一，新接任的姓

金伪乡长硬要农民金仁明垫交几家农

民欠税，许愿让他当保长，但遭到拒

绝。金乡长恼羞成怒，派人去捆绑金

仁明，被金仁明挥拳打回。金仁明自

知伪乡长不会罢休，就找陆继根、陆

书补、单补根等兄弟策划，秘密串联

鼓动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抗争拒税，并

与保正高阿六等人联合，决定第三天

晚上举行农民暴动，血洗北张乡伪政

府。

农历六月十三日夜，数百名农民

手拿锄头与木棍扁担，分东西两路集

中在高家桥，张家桥茶馆及其周围，

以吃茶、打牌为掩护。有的农民在河

边佯装推水车，路边聊天乘凉等，准

备接应。晚上 8 时许，数百名“武装”

农民将伪乡公所周围的路口全部截

封。金仁明、柳阿照、姚火生等带领

众人冲进了乡公所，高喊：“金乡长，

我们缴捐米来了！”金某同邵立生见

势不妙，急忙从乡公所后门溜走，爬

河逃命。但刚爬上岸，就被东南方奔

来的数十个农民拳打脚踢立时丧命；

邵立生过河躲在高粱地里，被农民用

锄头砸死；邵爱莲钻在乱草丛中，被

当场勒死；仗势欺人的 3 名乡丁也在

农民的铁搭锄头下丧命。参加暴动的

农民约两三百人，一共打死伪乡长、

乡丁共十多人。暴动的农民连夜将这

些尸体拖到九连坟空地上，随后人们

外出避风头去了。

第二天上午，徐士文带着十多个

日本兵和一个姓纪的翻译到张家桥追

查，只抓住几个孩子，查不出线索，草

率收场。

这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同时也震

撼了伪北张乡乃至周边的日伪政权。

当地群众对此守口如瓶，严守秘密。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透露暴动

的真相。

1949 年 5 月，金山兴塔地区解放，但残余

的土匪武装仍在作崇。地处二省四县交界处

的兴塔五星地区匪情尤为猖獗。

其中有支袁银法、金玉为首的土匪武装，

常出没于蒋浜、寒泾一带，当地农民不时受到

欺压骚扰，苦不堪言。

人民解放军为铲除祸害，巩固新生政权，

组织剿匪部队分别驻在二省交界的北墙门和

大通桥，两地相距 2.5公里，部队南北呼应，合

力围剿。

农历 7 月初三这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雨，

两名解放军战士冒着恶劣的天气到大通桥去

传达命令。在返回途中，赶到新村里渡口。

这新村里渡口是个没有渡工的渡口，江

面有两三丈宽，常年停着一只渡船，渡船的船头和船尾各系条粗绳

索，分别固定两岸的桩头上。要过河摆渡的人上船后不用橹也不

用桨，只要扯着绳索就能到达对岸，所以人们称为扯渡口。

两人正想上船时，先上船的战士突然发现原先对岸江边上那

个稻草车棚已覆倒在地上，他心里一惊，这车棚是被风雨刮倒的，

还是人为推倒的？如果人为弄到，那就很有可能是土匪所为，他们

弄倒车棚是为埋伏在里面好伏击，打我们个出其不意……想到这

里，就将后面的战士一拦，说了声：“我先过去看看。”说着把船扯向

对岸。

这战士估计得一点也不错，这覆倒的车棚里藏着五、六个匪

徒，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江中的渡船。渡船刚到江心，随着匪

徒头目的一声令下，隐藏在车棚下的匪徒同时开枪，船上的战士身

中数枪，被击倒在船舱里。他挣扎着撑起身子，一边回击，一边向

岸上战友叫道：“快，快，回去报告……”中弹的战士终因流血过多，

光荣牺牲。烈士的姓名、籍贯至今不明。

作恶的匪徒被剿灭后，当地群众安葬烈士，购买了棺木安放在

陆方庵东面高基上。1962年春，五星生产大队党支部为烈士重建

坟墓，并立碑纪念。碑文是“革命烈士永垂不朽！”1979年，因高地

平整，生产大队又把烈士墓移到陆方桥堍。

近日，区民政部门经反复求证，了解到此处埋葬的的确是一位

烈士。村中长者介绍，该烈士是一位排长，剿匪过程中，他为掩护

战士而不幸中弹牺牲。现已将这位烈士墓移到金山烈士陵园。

松隐镇有个晚清秀才叫朱乐天，道德、文章、书法名重一时。

辛亥革命以后，科举废了，朱乐天就设馆授徒，几十年来学生出了

不少，可惜良莠不齐。良者如徐乐同，立志组织抗日；莠者像彭健

行，甘当敌寇奴才，充当日寇宣抚班的“嘱托”（特务）。

朱乐天富有民族气节，对日寇入侵和汉奸助纣为虐，深为愤

慨。他与坚持抗日的徐乐同经常联系。有一次，地下抗日县政府

所属第九支队征得军衣一批，徐乐同让人把这批军用物资暂时寄

存在朱乐天家。

朱家坐落在松隐镇东刷帚埭上。门前小桥河南有房屋六间，原

来是朱乐天教学生读书之处，现不用空关着，军衣就暂放在那儿。

汉奸彭健行似乎有所风闻，一天，他突然带领便衣日寇和宪

特二十余人来朱乐天家登门“拜谒”。朱乐天知道黄鼠狼给鸡拜

年——不怀好意，便命长子朱德明与之周旋。

彭健行一进朱家，装得春风得意，紧紧握住朱德明的手不放。

一面向朱乐天“问安”寒暄，一面对手下以目示意。跟随者立刻蜂

拥进入内室，不一会，一个个又回到外间，对他微微摇头，示意一无

所获。

朱乐天怕彭健行带人去河南小屋查看，决定来个先发制人。

他面不改色，站起身来，冷冷地说：“彭健行，今天你这个学生带了

人来搜我的家，这样看得起我，真使我蓬荜生辉！也足以说明你是

我学生中最有‘出息’的一个。怎么样，要不要到河南你当年读书

的课堂里也去看一看？”说罢，把手一摆，让彭先行。

彭健行见先生如此泰然自若，还主动挑战，谅来到河南也将一

无所获，弄得更加下不了台，便讪讪地连连说了几个“不敢”，涨红

了脸，带着他那一伙人，夹起尾巴灰溜溜地走了。

北张乡农民暴动
□宋伯仁

夜闯水雷阵
□毛一昌

牺牲在扯渡口的烈士
□沈纪龙

老秀才智斗小汉奸
《松隐志》编写组

朱乐天手迹朱乐天手迹

孙瑞孙瑞璈璈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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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艺术馆
张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底蕴

深厚，文风蔚然，名人辈出。生于斯

长于斯的白蕉既是气质如兰德艺双

馨的一流艺术家，更是一位关心桑梓

忧国忧民的终生爱国者。

张堰镇花贤路 29 号是白蕉艺术

馆，以白蕉先生生平事迹与艺术成就

为主线，着重展现其在诗文、书法、绘

画、篆刻等方面的艺术成就，通过展

示版面、人物雕塑、多媒体投影等多

种形式予以生动呈现。“白蕉艺术馆”

匾额，为著名书法家陈振濂先生所题

写。在这里，将感受到一位“滚滚才

情，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白蕉，一位

“笔底留香，学术不着一字空”的白

蕉，一位“心怀天下，悲悯苍生爱无

疆”的白蕉。

据悉，自 2001 年起，金山博物馆

先后历时 20 年，征集到白蕉书画作

品 80 余件套，另有白蕉家属、学生捐

赠物品若干。

白蕉艺术馆实行实名预约制参

观，开放时间为 9:00 至 16:00（周一闭

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刘氏史料陈列室（景霞堂）
在亭林镇和平东路 55 弄 12 号，

一间小小的私人陈列室里藏着不少

老物件。这间陈列室就是亭林刘氏

史料陈列室（景霞堂）。据创办人刘

晖桢介绍，景霞堂原为其曾祖父购下

的宅院，一家人居住于此，后来子女

因工作关系大多迁居异地，如今的亭

林刘氏史料陈列室就是在景霞堂的

原址范围内进行修建的。

刘晖桢、刘晧桢姐弟在整理父母

刘之光和钟圆芝遗物时，发现了许多

保存完好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不仅

可以为故乡编修地方志提供帮助，还

能为创办景霞堂提供内容。2019 年

12月中旬，刘晖桢专程从北京回到亭

林，与刘厚桢、上海顾野王文化研究

院薛毓纯等商议修建景霞堂事宜。

景霞堂由刘晖桢、刘晧桢姐弟出资修

建，上海南社研究会学者丁军、紫研

斋主任收藏家孙国强等参与策划、设

计，景霞堂的牌匾则是由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闻毅

敏题字。

景霞堂室内分为图文展示区和

实物陈列区。图文为景霞堂、刘家、

夏家、钟家等相关介绍，实物多为收

集整理的荣誉证书、译著书籍报刊、

七十五年前购买的手提箱、1985年购

置的打字机等。

目前，景霞堂实行预约参观制

度。

文艺加小众 周末好去处

本报讯 近日，金山非遗灯彩荟

闪耀归来，就在不久前新开园的汇龙

湖公园内。华灯闪耀、霓虹万里、流

光溢彩，共同谱写上海湾区的不夜繁

华。

夜晚降临，来自金山 11 个街镇、

工业区，造型各异的特色主题灯组，

点亮了汇龙湖公园的夜空，与不远处

的音乐喷泉相映成趣。此次非遗灯

彩荟，在延续各街镇、工业区特色的

基础上，又对主题灯组做了完善，同

时增加了“上海湾区”主题灯组。

相关链接：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 18:00—

20:00；周五至周日 18:00—20:30

地址：新城区汇龙湖

友情提醒：如遇特殊天气，灯彩

将会暂停亮灯。

非遗灯彩荟 闪耀新城区

本报讯 （记者 熊雪寒 封健
炜）近期正是番茄成熟的季节，走进

禾希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基地，

大棚里一个个成人拳头大小的桃太

郎番茄挂满藤蔓。番茄红中透青，

外观虽然与普通番茄相比没有太大

差别，但是掰开一个，只见番茄里满

是沙瓤，肉质饱满、香味浓郁。最让

人惊喜的是，番茄酸甜可口，十分开

胃，咬上一口，让人食欲大开。

日常用来炒菜凉拌的大番茄，

如今却搬上市民的果盘。这一改

变源于几年前，当时禾希果蔬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卫亮还是蔬菜加

工企业白领，偶然接触到从日本

引进的桃太郎番茄。这种儿时酸

甜的番茄味道，让卫亮迅速嗅到

商 机 ，萌 生 辞 职 返 乡 创 业 的 想

法。首次试种 5 亩，便迅速走红，

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近年来，虽然市面水果众多，但

是鲜食番茄热量低，维生素含量高，

成为不少市民“新宠”。该番茄定位

走高端路线，12个礼盒装在 120元，

每个售价达到 10 元。基地种植面

积也从 5 亩到 30 亩，日产量在 3000

斤左右。

目前，金山桃太郎番茄种植面

积达到近 600 亩左右。下一步，卫

亮在区农业部门的帮助下，组建金

山番茄产业联盟，通过抱团闯市场

的方式，打响金山番茄品牌。

“桃太郎”番茄成鲜食新宠
肉质饱满香味浓

本报讯 （记者 勾瑞 通讯员

唐杰峰 车健）近日，枫泾镇的“蜜天

下”甜瓜采摘上市了。

走进枫泾沈氏合作社的瓜棚，

乳白色的甜瓜映入眼帘。瓜农们正

娴熟地剪断瓜藤，将一个个圆滚饱

满的甜瓜装入箩筐。据介绍，3月下

旬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所以今年

甜瓜的个头都比较小，但皮薄肉厚

甜度高。今年该合作社一共种植了

60 多亩甜瓜，每亩产量预计在 2000
斤左右。

这批甜瓜的品种为“蜜天下”，

香气郁人、且果肉呈淡绿色、肉质细

腻、鲜甜多汁。价格方面，今年零售

价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每斤在 6
到8元左右。

甜瓜的采摘期从 4 月初将一直

持续至 6 月底，市民可到合作社基

地直接购买或采摘，体验最新鲜的

甜瓜滋味。市民在挑选甜瓜时要注

意，瓜形圆整、瓜蒂新鲜饱满的甜瓜

口感更好。

“蜜天下”甜瓜首批上市
皮薄肉厚甜度高本报讯 为配合港监桥桥梁改造

施工，自 4 月 18 日起至工程结束（预

计 2021年 7月底），对山阳二路（沪杭

公路）部分走向进行临时调整。

线路原走向
自山阳小学始发，经体育路、工

大路、港监桥、朱山路、沪杭公路、亭

卫南路、隆安东路、隆安路、沪杭公路

至石化汽车站；返程相同。

临时调整后走向
自山阳小学始发，经山南路、朱

山路、沪杭公路、亭卫南路、隆安东

路、隆安路、沪杭公路至石化汽车站；

返程相同。

临时调整站点
施工期间临时取消：工大路港监

桥、洙山路粮仓桥、洙山路铁店浜桥。

为配合高桥路提档升级改造施

工，自 4 月 17 日起至工程结束（预计

2021 年 7 月底），对公交张堰二路部

分走向进行临时调整。

线路原走向
自新沼泾始发，经高桥路、石水

路、金张公路、松金公路、德贤路、康

和路、东贤路、新华路、张溪路、漕廊

公路、秦阳路（东）、秦阳路、秦廊路至

俞家站；返程相同。

临时调整后走向
自新沼泾始发，经松金公路、德

贤路、康和路后循原线行驶至俞家

站；返程相同。

临时调整站点
施工期间临时取消：松卫南路、

高桥老村、高家宅、张堰石化水厂、张

堰自来水厂、张堰二路招呼站、农业

银行。

山阳二路、张堰二路将作临时调整

本报讯 近日，石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

区卫生服务站增加门

诊时间。同时，为方便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就

诊，石化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又推出优化诊疗

服务。

据了解，各服务站

能为周边居民提供一站

式社区卫生服务，主要

服务内容：全科诊疗、血

尿常规检查、测血糖、快

速糖化、快速血脂、肌肉

注射、测血压、换药、出

诊等。同时，石化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全

科医生定期下服务站进

行中医适宜技术、中医

诊疗等服务。

开 诊 时 间 为 上 午

8:00 至 11:00，下 午 13:
00 至 16:00，所 有 开 诊

时 间 除 法 定 节 假 日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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