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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11 月初，顾民元被委任为启东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他日夜操劳、广泛活
动，为我党在启东的抗日政权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一朵奔竞不息的
“红色浪花”

融媒体记者 陆玲琳 袁 竞
朱碧石 朱丹娟

庭教育，加上天资聪颖，学识超越同龄人，
被称为“神童”，小学时就创办纯文学半月
刊《月潮》。同时阅读大量进步书籍的顾民
暮春时节，启中校园内芳草萋萋，绿荫
元，早早就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
掩映下的图书馆楼呈现岁月静好模样。在
1927 年，顾民元和通州师范学校学生
校史馆负责人徐兴涛老师的带领下，我们
刘瑞龙等，在当时著名革命活动家恽代英
走进图书馆底楼的顾民元烈士史料陈列
之弟恽子强的帮助下，组织了革命青年社，
馆。
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顾民元加入中国
打开陈列馆厚重的大门，一张年轻人
共产党，并担任南通城共产主义青年团负
的照片印入眼帘，面容俊朗，透着几分沉着
责人。当时，他只有 15 岁，引领当时考上南
和刚毅，这就是启东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
通中学的江上青（江泽民养父）加入共青
县长顾民元。跟随顾民元烈士史料研究者、
团。
市委党校原副校长陈思品的回忆，我们穿
1928 年夏，中共南通县委遭到国民党
越时空，寻访这朵“红色浪花”短暂而奔腾
反动派的破坏，顾民元随后辗转上海、成都
的一生。
等地。1932 年秋，他开始了从教生涯，先后
在淮阴师范、济南师范、镇江中学、南通中
“神童”走上革命道路
学任教，以“韧性的战斗”反对当局提出的
1912 年 11 月，正是民国元年，南通著
名教育家顾怡生添得一子，取名为“民元”。 “读书便是救国”的荒谬口号。他和于在春、
江上青等合编《写作与阅读》月刊，作为一
顾老先生为人正直，是张謇先生深为器重
个传播语文知识、宣传革命道理的阵地，也
的门徒之一。顾民元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

成就了一段志同道合创办革命文艺刊物的
佳话。
出任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
1938 年“三一七”战斗，南通城沦陷，顾
民元转移至乡下，创办抗敌学校，并不顾危
险，主动去上海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地下
机关。同年 8 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江北特
区委员会，到南通一带开辟抗日救亡工作，
从此南通地区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了新的
阶段。
1939 年 2 月，时任国民党如皋县政府
动员委员会秘书的顾民元受邀到启东任县
政府第一科科长，同时负责启东动员委员
会的工作，并成为“华东人民武装抗日委员
会”南通地区的领导核心。
顾民元担任科长期间，大力动员团结
启东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把启东
汇龙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为后
来在这一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
1940 年 11 月初，新四军三纵进入通如
海启。著名爱国人士季方接受陈毅的建议，
召集通如海启各阶层代表在掘港开会，共
商抗日大计。会上，顾民元被委任为启东县
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启东县抗日民
主政权的诞生，让顾民元诗兴勃发，他起草
了长诗《新土》讴歌新生的启东。
“ 启东,你
是中国的新土，在朝霞的晨曦里,露珠沾染
犁头。苦难勤劳的人民，怀着争取未来的生
活,开拓出中国的新土！……”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顾民元发布公告，
郑重宣布十条施政方针：
“实现民主”
“厉行
廉洁政治”
“改善民生”
“切实启迪民智”
“组
织民众”
“坚持抗战到底”……他日夜操劳，
广泛活动，为我党在启东的抗日政权建设
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 时至今日，顾民元
当年的施政方针依然有着现实意义。”在陈
思品的言语中充满了敬意。
天光常照浪之花
1941 年 1 月 29 日，顾民元奉命去掘港
开会，路上遭遇俞福基匪部劫持。在被羁押
期间，他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留下了 3000 字
绝命书。他安慰并鼓励同志、战友和亲人，
写下“莫为江流悲永逝，天光常照浪之花”
的诗句，将自己比作一朵浪花，表述了他视
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相信革命一定
能成功的坚定信心。
2 月 24 日，新四军追剿俞福基匪部时，
顾民元被我方误杀。后来清理战场时，从俘
虏口中才获知顾民元牺牲的消息。新四军
军部十分震惊，当年 4 月 2 日，苏中四分区
党政军机关在掘港召开追悼大会，追认顾
民元为烈士。1989 年 6 月，时任上海市委书
记的江泽民为顾民元纪念文集《天光常照
浪之花》一书题诗：
“春翁讲述曾亲近，俊老
诗篇我读之。今日元公遗著印，缅怀写读出
刊时。
”
1991 年，启东市政府在当时的人民公
园内建立启东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碑。

把生让给战友 把死留给自己
——惠萍镇黄毛村村名的由来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
惠萍区域内的黄毛村，
可谓家喻户晓，
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村名，
人们出于好奇，
格
外关注，
这个村名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记忆。
那么这个村名究竟是何来历呢？这要从革命烈士朱
黄毛的传奇经历说起。
朱黄毛，又名朱锦生，1918 年出生于南通乡下的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从小头发很黄，家人、邻居就都叫
他黄毛，
从此就以朱黄毛出名。
朱黄毛三四岁时，由于生活所迫，随父母一路讨饭
来到启东，随后落脚在当时的大兴区同北乡，即今惠萍
镇鸿西村。刚满 13 岁，朱黄毛就去上海一家皮鞋厂当学
徒。当他刚刚结束了既苦又累，还不拿工钱的徒工生活，
满师拿工钱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上海。
由于战乱，朱黄毛所在的皮鞋厂关门倒闭了。朱黄毛流
落街头，衣食无着，无奈又回到了启东。但是自己家无一
寸土地，只好给大户人家打短工度日。后经人介绍到惠
安镇附近一黄姓粮户家当长工。
1943 年，启东地区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正如火如
荼开展，农民子弟踊跃加入抗日武装。朱黄毛得悉后，也

毅然加入了当时的启东区队。在革命队伍里，朱黄毛如
鱼得水，刻苦学习文化，积极参加训练，不久就加入中国
共产党，
后又提升为班长。
朱黄毛机智灵活，又见过大世面，因而每次战斗任
务，他都带领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1948 年农历正月十六日，
我启东区游击营两个排和
区政府干部驻扎在郁家村东北方向四滧河弯头东面埭上
（原郁北村 14 组），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密报给惠安镇据
点张海清部队。
下午 2 点钟左右，
敌人从西、北、南三面包
抄过来。朱黄毛与全体战友一起，在贾副排长指挥下，火
速掩护区政府人员撤退，
以最快的速度扑到北横河，
以横
河为掩体，阻击敌人的追击。敌人用机枪、掷弹筒等武器
向我方猛烈射击，
朱黄毛带领全班战士奋勇还击，
把敌人
压制在宅垅里，
不能前进一步。
阻击战持续了 10 多分钟，
区政府工作人员已安全远离，
战士们开始交替阻击、掩护
撤退。
朱黄毛高声向贾副排长请战：
“你们先撤，
我们几个
最后撤！
”
敌人乘我火力减弱，
便疯狂地发起了冲锋，
子弹
雨点般地射过来，
朱黄毛不幸中弹，
壮烈牺牲。
朱黄毛牺牲后不久，即 1948 年 3、4 月间，同北乡政
府将朱黄毛生前居住地命名为黄毛村。初级社、高级社
时仍叫黄毛社。1958 年政社合一时，黄毛村及邻近的胜
利村、陈家村合并为惠萍公社 13 大队。1981 年政社分设
时，更名为鸿西村。
（李茂松 整理）
（二十四）

2012 年，启东市政府在纪念顾民元诞辰一
百周年之际，在启东中学内建顾民元烈士
史料陈列馆，以永远纪念这位启东人民政
府历史上的第一位县长。
沉浸在先烈激动人心的英勇过往中，
耳畔传来启中学子“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雄
壮歌声，这是革命精神在学生中的的一种
浸润与传承。
据启东中学团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参
观顾民元烈士史料陈列馆，学习先烈事迹
是启东中学每一届新生的“入学第一课”，
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已成常态。清明前
夕，学校 80 名优秀团员在陈列馆内重温入

启东市供电公司 2021 年
5 月上旬计划停电通知
5 月 6 日 7:00~11:30 停电范围：10kV 海源 161 线#
2041601 杆分段开关至 2 号环网柜 121 开关间线路 停电
用户：
信安真空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5 月 7 日 5:30~8:00 停电范围：10kV 市中 194 线#
2056022 杆分段开关至#2056038 杆分段开关间线路 停
电用户：江海中路、启东市劳务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启
东市肝癌研究所、江阴精亚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华康大
厦、启东市通盛五金有限公司、南通兴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5 月 7 日 8:00~12:30 停电范围：10kV 市中 194 线#
2056022 杆分段开关至#2056038 杆分段开关间线路（#
2056037 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除外） 停电用户：江海中
路、启东市劳务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启东市肝癌研究
所
5 月 8 日 7:00~11:30 停电范围：10kV 水厂 184 线 1
号环网柜 112 开关后段线路 停电用户：启东市地面水厂
5 月 8 日 7:00~12:30 停电范围：10kV 永阳 182 线#
2051007 杆分段开关至#2051021 杆分段开关间线路（#
2051017 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除外） 停电用户：紫微三
村、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市政园林
5 月 10 日 7:00~13:30 停电范围：10kV 景都 191 线
3 号环网柜 134 开关至#205A018 杆分段开关间线路（8 号
环网柜 181 开关后段线路除外） 停电用户：港西路、启东
中邦幼儿园、启东华武物业、启东电视台
5 月 10 日 8:30~14:30 停电范围：10kV 东珠 183 线
#2231002+1 杆分路开关支接线路 停电用户：
台湾风情街

团誓词，表达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不忘
初心奉献青春力量的决心。
“传承发扬先烈
伟大精神，从中汲取‘信仰、忠诚、为民、担
当’的力量，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的时代要求，是我们团员青年应担
的责任，也是创造未来必备！”高二（6）班班
长程涛涛坚定地表示。
顾 民 元 烈 士 ，这 朵 革
命洪流中的“浪花”，虽然
已经消逝，但他的精神已
化作新的“浪花”，奔竞在
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扫码看更多）
国家的新征程上。

通 告
为尽快解决因市区建新路污水管道破损，影响
污水排放不畅等民生问题，决定自 2021 年 5 月 3 日
至 2021 年 7 月 25 日对建新路（公园路--团结街）
南侧实施局部道路封闭，进行污水管网维修施工，为
确保行人、车辆的安全，施工路段实行交叉口局部区
域封闭施工。敬请过往车辆和行人严格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疏通。因施工给您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
特此通告
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江苏省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4 月 25 日

遗失启事
▲黄雪芹（身份证号：320626********3045）遗
失启东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
通发票 1 份，发票号码：00248126，金额：4028888
元，项目名称：碧桂园-中邦上海城 659 号售房款。
声明作废。
▲蒋升华遗失启东仁德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号码：71976400，金
额为 104 万元，项目名称：龙玺花苑 2 号楼 2104 室
贷款发票。声明作废。
▲李亮亮遗失启东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号码：20104543，
金额为 853068 元，项目名称：碧桂园-中邦上海城
802 幢 1801 室首付款。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