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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兴东泰地委为

纪念爱国士绅韩国钧（字紫石）逝世一周年，决定

成立以其字命名的紫石县政府。薪火相传八十

载，今天，我们迎来了紫石县成立 80周年纪念

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百万海安儿女无比

怀念韩紫石先生，怀念他勤政为民、扶贫济困、支

持抗日、报效桑梓的传奇经历，从他的身上我们

能感受到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坚毅的民族气节，更

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习

近平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今年是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恰逢紫石县

成立80周年，我们要从80年的风雨兼程中传承

历史的基因和血脉，从 80年的沧桑巨变中汲取

发展的自信和力量，全力以赴奋进现代化新征

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安新实践。

海安之古，并不亚于诸邻邑。境内挖掘的

青墩文化是江海平原最早的文化曙光，把南通

地区的文明史上溯到6000年以前。海安一带古

称“海阳”，东晋义熙七年（411）置宁海县，为海

安地区建县之始。南朝泰始七年（471）析宁海

县西境置海安县，为海安得县名、治所设今海安

镇之始。其后，海安县兴废频仍，境域与行政区

划不断调整。今海安市境域，在成立紫石县之

前，分属泰县、如皋、东台。

1940年夏，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执行中共中

央指示，渡江东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10
月，取得黄桥战役胜利后，移师海安，与八路军

南下部队胜利会师。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

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

部第三纵队司令部”，代号“联抗”在曲塘镇成

立，其后成立曲塘、白米两个区的民众抗日动员

委员会，代行地方政府职权。10月中旬，中共泰

县县委迁驻海安，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海安镇

成立，全县辖海安、李堡、栟茶、雅周、蒋垛、立发

6个区。11月 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

开，刘少奇、陈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选举韩

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会议决定成

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为主任，标志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三三制政权在苏北

的建设更加广泛和深入。11月17日，经刘少奇、

陈毅、黄克诚、粟裕等同志积极筹备，华中新四

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海安镇西寺举

行。“华指”的成立统一了华中军事指挥，为其后

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奠定了基础，也使海安在

中共党史上拥有一席之地。1941年4月，中共泰

县县委决定成立曲白区工委，统一领导“联抗”

地区党的工作。8月，中共泰县县委建立海（安）

曲（塘）白（米）河北工委和海曲白河北办事处

（简称泰北办事处），统一领导这一地区党的工

作和地方政权。10月，根据华中局决定，苏中行

署将海曲白河北地区划给“联抗”，泰北办事处

成为“联抗”行使县级权利的机构。11月，苏中

区党委决定，成立兴（化）东（台）泰（县）特区委

员会，统一领导“联抗”活动区域。1942年 1月
23日，韩国钧在日军威胁迫害下，在忧愤中溘然

辞世。1942年 11月，苏中区党委将兴东泰特区

委改为兴东泰地方委员会，管辖区域进一步扩

大。1943年1月23日，经苏中行署批准，为纪念

爱国士绅韩国钧逝世一周年，决定成立以其字

命名的紫石县政府，将东台县所属李堡区及富

安区部分乡划给紫石县管辖。紫石县成为全国

唯一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爱国民主人

士命名的县级政府。1944年 10月，建立紫石县

委。1948年3月7日，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专员

公署训令，紫石县改名为海安县。1949年 1月
20日，海安全境解放。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几

次与周边的区域调整和其后几次滩涂围垦，最

终形成了目前海安市的市域区划。

紫石县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

政权。重温这段历史，一张脉络清晰的海安发

展史徐徐铺展开来——没有新四军东进，就没

有“联抗”部队；没有以“联抗”防区为基础的抗

日民主政权，就没有紫石县；没有紫石县就没有

今天的海安市。中国共产党和“联抗”部队在紫

石县从成立到发展的过程，充分说明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

和建设中战胜一切困难和挫折的三大法宝。海

安发展史上这段荡气回肠的红色历史中所蕴含

的鲜明政治主场、崇高价值取向、深厚群众基

础、不屈奋斗精神，体现出海安在党的发展史上

独特的贡献和意义，也是海安人民宝贵的精神

财富和勇毅前行的不竭动力。

紫石县以韩国钧先生的字命名，是中国共

产党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体现。韩国

钧先生（1857年—1942年），字紫石，亦字止石，

晚号止叟，生于海安镇一个破落酒商兼地主家

庭。晚清时中举，官至吉林民政司。辛亥革命

后，历任北洋政府江苏民政长、安徽省巡按使、

江苏省省长并一度兼督军。“五卅”运动前夕，辞

官归隐故里，读书编纂，兴办学校、实业、水利

等。“卢沟桥事变”后，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一致

抗日”的政治主张，呼吁国共合作，支持新四军

东进抗战，拒绝出任伪省长。1942年1月23日，

在忧愤中辞世。先生漫长的一生，从清末到中

华民国、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经历了旧民主主

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晚清的衰落、

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韩国钧先生

从清末的破落家庭中举而成文人，又从文人升

任封疆大吏，成为政治人物，再从封建官僚变成

爱国士绅。陈毅元帅曾高度赞扬韩国钧先生的

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誉之为民族抗战的楷

模。2015年入选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 600
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韩国钧先生是海

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海安光彩夺目的

文化名片。紫石县以先生之字命名，写下了一

段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佳话，也是对韩国

钧先生高风亮节的嘉许。

日征月迈，80年光阴弹指一挥。当今天的海

安，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声名远播海内外之

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来自紫石县。解读紫石

县的历史，我们能深刻了解海安从哪里来；纪念

紫石县的成立，我们能从丰厚的历史财富中找到

前行的方向。8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海安历届党委、政府带领

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发展奇迹，把贫穷落后的紫石县建设成为繁荣富

强的新海安。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安人民意气风

发、斗志昂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各行各业

呈现蓬勃生机，角斜“红旗民兵团”、北凌农民体

育等闻名全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安汇

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迈上高速发展的快车

道，农牧结合、发展工业、综合经营，“海安之路”

享誉四海；从“百万雄鸡下江南”到“名特优新进

超市”，再到“种养加出”，“海安之路”不断赋予时

代意义而愈加宽广；从全面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

革，到彻底甩掉“小六子”落后帽子，海安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海安人民大

力发扬“海纳百川、创新争先”的新时期海安精

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拼搏奋斗、务实奋进，经

济社会高歌猛进，成果辉煌，成功撤县设市，掀开

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在南通市综合考核中

实现“十连冠”，连续三年被表彰为全省推进高质

量发展先进县（市），先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市）”，以

生动县域实践成功改写区域经济版图。

刚刚过去的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海安改革发展史上

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疫情的反复冲击、

叠加交织的困难挑战和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迎接党的二十大、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全面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认真贯

彻中央、省委和南通市委决策部署，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

信心、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奋发有为，在赶考中

书写答卷，在磨砺中收获喜悦，在奋斗中感受幸

福，经济社会保持难中求进，难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各项事业在高质量发展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

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学习党史，就是要通

过回望紫石县成立历程，充分展现海安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奋发进取的光

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激发全市上下爱党爱国、建

设家乡的热情，在海安大地充分展现“干部敢

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生动局

面，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今天，我们

重温历史、学习党史，就是要持续深化党史学习

教育，充分挖掘和弘扬海安红色文化的历史底

蕴和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对海安红色文化的

自信和认同，让红色文化成为海安城市文化建

设的力量根基。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学习党

史，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毫不

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三个务必”的谆谆教导，在党的旗帜下团结

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以奋斗姿态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出发。身为新时

代的海安人，我们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既感到无

比光荣，也倍感责任重大。今年是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海安新实践的起步之年。开局关乎全

局，起步决定后程。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

落实中央、省委和南通市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枢纽海安、

科技创城”战略定位，牢固树立机遇意识、发展

意识、争先意识，大力度改革开放、宽领域融入

苏南、深层次接轨上海，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

民生各项工作，能快则快做大总量，好上加好提

升质量，致力打造“五个海安”、奋力建设“五个

强市”，力争在南通“七虎争雄”格局中扛旗夺

杯、脱颖而出，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海安新实

践开好局起好步。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春天的气息扑

面而来，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以纪念

紫石县成立80周年为新的起点，团结奋斗、砥砺

前行，同舟共济、奋楫笃行，以斗争精神迎接新

挑战，以奋进拼搏开辟新领域，在中国式现代化

海安新实践中创造更加美好辉煌的未来。

评论员文章紫石县的成立及其沿革情况
以史为荣铸初心 砥砺前行创辉煌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安新实践
——纪念紫石县成立80周年

■ 中共海安市委书记 于立忠

1943年1月23日，苏中行政公署批准建立以抗日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的字（紫石）
命名的紫石县抗日民主政府。

历任

名录

市
（
县
）
委
书
记

市
（
县
）
长

黄云祥
1944.10~1946.10

莫 珊
1946.10~1948.02

谢浩荣
1948.03~1948.04

盛坚夫（代理）
1948.04~1948.05

周伯藩
1948.05~1948.11

朱剑明
1948.11~1949.04

戴 盟
1949.04~1951.秋

景文光
1951.秋~1954.06

张 旭
1954.06~1957.07

袁广文
1957.07~1957.10

邢 白
1957.10~1961.11

刁守坦
1961.11~1967.03

陈秉伦
1969.08~1975.02

周日信
1975.02~1978.02

袁广文
1978.02~1980.08

杨振东
1980.08~1984.07

季 康
1984.07~1987.04

冯邦才
1987.04~1992.11

冯祖祥
1992.11~1996.01

洪锦华
1996.01~1998.12

秦厚德
1998.12~2001.11

张爱军
2001.11~2006.08

章树山
2006.12~2011.06

单晓鸣
2011.06~2013.12

陆卫东
2013.12~2017.09

顾国标
2017.09~2018.06

顾国标
2018.06~2021.01

于立忠
2021.01~

李俊民
1943.01~1944.04

魏翘南
1944.04~1944.10（代理）
1944.10~1946.10

朱剑明
1946.10~1948.03

朱剑明
1948.03~1948.10

邢 白
1948.11~1950.12

景文光
1950.12~1951.08

张 旭
1951.08~1954.09

王家乐
1954.09~1955.12

章荣甫
1955.12~1956.10

张智英
1956.10~1958.05

袁广文
1958.05~1960.07
1961.06~1965.09

陈尚庆
1965.09~1967.03

陈秉伦
1967.03~1975.02

周日信
1975.02~1978.02

袁广文
1978.02~1980.08

杨振东
1980.08~1982.01

陈 官
1982.01~1984.03

王恒生
1984.03~1987.03

卢玉林
1989.05~1995.04

洪锦华
1995.04~1996.02

秦厚德
1996.02~1998.12

蔡树东
1998.12~2001.11

章树山
2001.11~2006.12

单晓鸣
2006.12~2011.06

陆卫东
2011.06~2012.03（代理）
2012.03~2014.06

顾国标
2014.06~2015.01（代理）
2015.01~2017.09

于立忠
2017.09~2018.01（代理）
2018.01~2018.06

于立忠
2018.06~2021.01

谭 真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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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0~1948.03

中共紫石县委、县政府

2018.06~

中共海安市委、市政府

1948.03~2018.06

中共海安县委、县政府

扫码进入“悦海安”APP专栏

苏北第一届参政会会址

1948年3月9日出版的《海安大众》，刊登了紫石县更名

为海安县的公告

2023年，适逢紫石县成立80周年。站在2023年的

年初，回望80年的来路，仿佛历史赋予了我们一面神奇

的长镜——1943年1月，为纪念爱国士绅韩国钧逝世一

周年，兴东泰地委决定成立以其字命名的紫石县政府。

1948年3月，紫石县改名为海安县。2018年5月，江苏省

人民政府批准撤销海安县，设立县级海安市，撤县设市

是海安发展史上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经历过岁月激荡，看得见茁壮成长。翻开海安的发

展史册，是一幅厚重而深远的篇章，把视野拉开，更能感

知海安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没有新四军东进，就没有

“联抗”部队，没有以“联抗”防区为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

就没有紫石县，没有紫石县就没有今天的海安市。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届海安

县委、县政府带领海安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发展奇迹。改革开放后，海安积极探索适合本地

发展的新路子，走出了一条“农牧结合、发展工业、综合

经营”响誉全国的“海安之路”，从“百万雄鸡下江南”到

“名特优先进超市”再到“种养加出”，“海安之路”越走越

宽广。进入新时代，海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充分发扬“海纳百川、创新争先”的新

时期海安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经济社会发展持续

走强，“枢纽海安、科创新城”美好画卷逐步成为现实。

与国家风雨同路，与时代命运与共。挖掘紫石县

的红色底蕴，让我们更加坚信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

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

宝；把握当代，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

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一切奋

斗、一切创造的精神动力。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党的领导是

海安这座城市发展的“密码”。海安多年来投身时代浪

潮，紧随国家发展战略，工业经济、科技创新、农业农村

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坚持用政府“紧日子”保障百姓

“好日子”，努力将事关民生的“烦心事”做成群众满意

的事，呈现出可持续化发展生活生态图景，城市与人民

共生长、同幸福。

城市的发展，既需要不时聚焦当下，走好走稳脚下

的每一步，也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把目光投向深邃

的历史和灿烂的未来，把对发展的审视，放在足够辽阔的

时空下。只有当选择与国家的命运同步同行时，我们才能

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才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

地。

永不停歇再出征，永不懈怠再创造。时间的足迹，

汇聚着前行的力量，回首过去，一代又一代海安人激情

燃烧着热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走得更

远。放眼今朝，全市上下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和南通市决

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部署要求，致力

打造“五个海安”、奋力建设“五个强市”，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海安新实践开好局起好步。

九万里风鹏正举。处在新时代发展关键期的海

安，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铭记 80年的发

展史，敬仰那些历史长河中做出的探索和奋斗，重温那

些历史长河中创造的辉煌和成绩，既是对海安 80年历

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光明未来的擘画。此时此刻，此

情此景，我们回望，我们祈愿，我们憧憬。 （李仁霞）

一提到海安，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抗战期间分别由泰县、

如皋、东台划出部分地方新成立的县，殊不知，海安的历史

很悠久，设县治也很早。东晋义熙七年（411），分广陵界置

海陵郡（即泰州），领属建陵（泰州）、宁海（海安）、如皋、临江

（石庄）、蒲涛（白蒲）等五县。海安以宁海命名设县始于

此。南北朝宋泰始于七年（471），将海陵县东境分出，置海

安县，治所为今海安镇。以海安命名为县始于此。不久海

安县废，辖区仍归属宁海县。从南北朝至隋朝近200年的时

间，宁海县建置一直存续未断。唐初，宁海县省入海陵县。

唐景龙二年（708），又将海陵县分为海陵、海安两县，海安县

治所亦在今海安镇。至唐开元十年（722），又裁去海安县。

海安县现在的境域，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市旧制泰县的

第五区、第六区（部分）、第七区、第八区，如皋县的第十四

区、第十五区，东台县的第四区（部分）、第五区和第六区（部

分）。其隶属情况大致如下：南莫镇东部和南部（原南莫镇

南部，邓庄乡），墩头镇南部（原吉庆镇），曲塘镇（原李庄乡，

曲塘镇，花庄乡，章郭乡，双楼镇），雅周镇大部（原雅周镇，

张垛乡，王垛乡大部），高新区大部（原海安镇，隆政镇，胡集

镇，青萍乡，营溪乡，田庄乡，海北乡，仁桥镇大部，海南乡北

部），城东镇西北部（原南屏乡西北部，立发乡北部，韩洋乡

西北部），大公镇西部和南部（原大公镇南部，古贲乡大部）

隶属泰县。雅周镇东南部（原王垛乡东南部），高新区南部

（原仁桥镇西南部，海南乡南部），城东镇东部和南部（原南

屏乡南部，立发乡南部，韩洋乡南部，新生乡，西场镇，壮志

乡），李堡镇（原曹园乡大部，丁所乡大部，李堡镇西南部）隶

属如皋县。南莫镇北部（原沙岗乡，南莫镇北部），白甸镇

（原白甸乡，瓦甸乡），墩头镇（原双溪乡，墩头镇，仇湖乡），

大公镇北部（原古贲乡西北部，大公镇北部，海安农场，种畜

场，北凌乡），李堡镇大部（原曹园乡北部，李堡镇大部，丁所

乡东部），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乡，旧场乡，老坝港

乡）隶属东台县。

1940 年 10 月，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

利，开辟了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10月 10日，

“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

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简称“联抗”）

在曲塘正式成立。划出曲塘、白米两个区作为

“联抗”防区。10月下旬，“联抗”接收和改组国

民党曲塘、白米两个区公所，成立这两个区的民

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代行地方政府职权。11月
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成立苏北

临时行政委员会，标志着新四军在苏北的政权

建设更加广泛和深入。11月17日，经刘少奇、

陈毅、黄克诚、粟裕等同志积极筹备，华中新

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海安镇西

寺举行。斯时，风云际会，群雄毕至，海安一

时成为华中抗战的军政中心。“华指”的成立

统一了华中军事指挥，为其后在盐城重新建

立新四军军部奠定了基础。

1941 年 4 月，泰县县委

决定成立曲白区工委，由李

进任书记，以统一“联抗”地

下秘密党的工作。华中局

还划定了“联抗”活动地

区为泰县、兴化、东台、海

安四角地区。5月底，“联

抗”部队奉新四军一师师

部命令，暂离海、

曲、白地区，开

赴东台横河休

整。“联抗”部队东开后，“联抗”地区组成了曲（塘）白（米）军政

委员会，主任王尚文、副主任李进（未到职）。后被顽保安三

旅搞垮。为坚持海曲白阵地，泰县县委于6月将曲白区工委

改组为曲白中心区委，仍由李进任书记，领导曲塘、白米两个

区委。8月，泰县县委又撤销曲白中心区委，成立海曲白河北

工作委员会（简称河北工委），书记为孙佩（后为盛坚夫），组

织科长李进，宣传科长汤池，统一领导海（安）北、曲（塘）北、

白（米）北党的工作。同时，泰县县政府决定成立泰县海曲白

河办事处，简称泰北办事处，接管这个地区的政权工作，任命

魏翘南为主任。

“联抗”在军部整训结束后，即将返回苏中时，陈毅、刘

少奇决定，“划姜、曲、海以北地区，东台、兴化、海安、泰县四

角地区为‘联抗’工作地区，作为‘联抗’根据地。‘联抗’根据

地的党政军民工作，均归‘联抗’党的委员会指挥之。一师

及苏中党即行移交逸峰、冰山同志。”10月，“联抗”部队返回

曲北地区。华中局决定，划姜堰、海安运盐河以北，东台、溱

潼大河以南，串场河以西地区为“联抗”部队活动地区。苏

中区军政党委员会即将海曲白河北地区全部划为“联抗”防

区，并将原属泰县的海曲白河北办事处及海北区公所机构

人员一并移交“联抗”领导。这样，“联抗”地区的政权就成

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为加强“联抗”地区党的领导，

1941年11月，在“联抗”防区及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

挥部李明扬部和国民党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陈泰运部

友军地区成立中共兴东泰特区委员会（简称特区委），统一

领导这一地区的党群工作，并将原属泰县县委的海北区委

划归兴东泰特区委领导。特区委成立后，对外用“联抗”政

治部民运科的名义建立工作机关，特区委书记张敬人对外

称“联抗”司令部参议，组织部长盛坚夫对外称“联抗”政治

部民运科长宣传部长张建民、社会部长徐律（徐盼秋）均以

“联抗”身份对外开展工作。

1942年4月，泰县秘密县委撤销，白米区以西至里下河

地区所有秘密党组织，全部移交给兴东泰特区委领导。原

海北、曲北两区的地方党群工作亦归其领导。特区委设立

秘工部，部长王向明。此时，整个兴东泰地区范围内的地方

党的工作（公开的和秘密的）完全统一于特区委。是年夏

天，苏中区党委派储江到兴东泰地区帮助总结夏收减租斗

争经验，检查民兵工作，并到里下河地区检查秘密交通线工

作，曾代理兴东泰特区委书记（张敬人此时在苏中区党

委）。同年 9月，储江、张敬人相继调走，戴为然调任兴东泰

特区委书记。是年底，中心区各乡普遍建立了党支部，计有

22个党支部、40多个党小组，党员100多人。随着党组织的

建立与发展，农村中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农抗会、贫农团、妇

抗会、儿童团纷纷建立，地方抗日武装民兵队、武装区小队

和基干队、游击连也先后建立起来。随着“联抗”地区内党

群组织的发展壮大，1942年11月，苏中区党委决定：撤销兴

东泰特区委，改为兴东泰地委。黄逸峰任书记，戴为然任副

书记，彭冰山任组织部长，盛坚夫任组织部副部长，李俊民

任宣传部长。贺敏学为地委委员，分管军事。至此，兴东泰

地区实现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党的组织公开。

中共兴东泰地委建立后，立即在“联抗”地区开始改造

旧政权，实行新乡制，按照“三三制”原则安排和选举了一定

数量的非党干部和开明士绅任职，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

至1943年1月，“联抗”地区建立了区级政权6个。

1943年1月23日，苏中行政公署批准撤销泰北办事处，

建立以抗日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的字命名的紫石县抗日民

主政府。“联抗”副司令李俊民兼紫石县县长、魏翘南任副县

长，下设秘书、民政、教育、司法科和财经局。为便于“联抗”

部队的迂回作战，苏中行署和苏中军区将通榆公路以东的

李堡、海富两区划为“联抗”防区。是时，紫石县下辖海北、

曲北、李堡、海富4个区。紫石县政府建立后，按照“三三制”

原则建立乡政权，实行新乡制，废除保甲制，乡村民主政权

普遍建立起来。1944年10月，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和苏中

军区决定：泰州、溱潼线东南地区划归紫石县管辖，增设城

东、姜北、沙岗、白米4区。撤销兴东泰地委，成立紫石县委，

黄云祥任县委书记。1948年3月7日，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

专员公署训令，紫石县改名为海安县。同时，将曲胡区的邓

高、朱群、万庄、周胡和白米区的双严、林庙、翻身、崔母、马

庄东半个乡成立曲塘区。原来的曲胡区改称胡集区。此

时，海安县下辖台南、时堰、溱东、沙岗、仇湖、城东、姜北、白

米、曲塘、胡集、海安11个区，118个乡，48.5万人。

1949年 1月 20日，驻海安县的国民党军队撤逃。海安

县全境解放。2月，泰县将雅周、曲南、海南三区划给海安

县；海安县将城东、姜北、白米三区划给泰县。5月，东台县

将西场、噇口区划给海安县；海安县将台南、时堰、溱东区划

给东台县。6月 22日，东台县撤销角斜区，建立李堡区，划

给海安县。李堡镇从唐洋区划归李堡区。这时，海安县下

辖李堡、西场、噇口、海安、雅周、曲南、海南、曲塘、胡集、沙

岗、仇湖11个区，172个乡，6个镇，1个行政办事处。1956年
5月，如东县景安区陈庄乡划给海安县。1959年 4月，如东

县旧场人民公社划给海安县，县境东延至黄海。此后对沿

海滩涂三次围垦：1959年春至 1960年春，围垦建海安盐场；

1979年 12月至 1980年 1月，围垦建北凌新闸；1984年 11月
至12月，北凌闸下游滩涂围垦，累计围垦总面积3.4万亩。

2018年2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民政部发出

《民政部关于同意江苏省撤销海安县设立县级海安市的批

复》（民函〔2018〕49号），正式批准海安撤县设市。5月11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撤销海安县，设立县级海安市。5
月14日，江苏省政府正式印发《省政府关于撤销海安县设立

县级海安市的通知》（苏政发〔2018〕63号）。6月 8日，海安

召开撤县设市大会，海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挂牌成立。

深情回望历史
擘画光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