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俊民（1905—1993），原名李守

章，通州西亭镇人。1925年春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

组织部干事、秘书，武昌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团中央宣传部秘书；主编湖

北省共青团刊物《湖北青年》，参与

编辑湖北省委地下报纸《楚光日

报》。1929年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后到河南、北平、山东等地任教。抗

战爆发后回到家乡从事抗日救亡工

作，后任国民政府江苏省秘书厅秘

书。1939年10月任鲁苏皖边区游击

总指挥部主任秘书。1940年 10月任“联抗”副司令兼《联抗报》社

长，11月底兼任“联抗”东南办事处主任。1941年2月再次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任苏中第四专员公署主任秘书。1942年 12月兼任中共

兴东泰地委宣传部长，1943年1月兼任紫石县县长。1944年上半年

去华中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0月调任苏中四地委宣传部长。其后历

任华中一地委宣传部长兼文联主席、华中九分区副专员兼地委宣传

部长、华中行政委员会民政教育处副处长、苏北行署文教处长、苏北

行署支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苏北行署文化局局长。1953年任江苏

省文化局局长，同年 10月调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1956年 11
月创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并任社长。1958年任中华书局上海编

辑所副主任、总编辑。同年，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后改任副

主任、副主编兼古典文学分科主编。1978年1月建立上海古籍出版

社并任社长，1984年担任名誉社长。1980年当选上海市文联副主

席、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93年6月29日在上海病逝。

1940年新四军东进，苏中地区先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0月
“联抗”建立以后，政权建设上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收和改组国民党

曲塘、白米两个区公所，11月成立这两个区的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

（简称动委会），代行地方政府职权。副司令李俊民兼任曲塘区动委

会主任，一大队大队长姚琼兼任白米区动委会主任，其后，“联抗”又

委任黄伯言（先是申朗轩）、朱寿荪分别担任这两个区的区长。1941
年 5月底，“联抗”部队开赴东台横河休整，“联抗”地区组成曲（塘）

白（米）军政委员会，主任王尚文、副主任李进，后被顽固派张星炳的

保安三旅搞垮。7月，泰县县政府决定，在其所属海安、曲塘、白米一

带的通扬运河以北地区成立海（安）曲（塘）白（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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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

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将海曲白河北地区全部划为“联抗”防区，苏中

区军政党委员会将海曲白河北办事处从泰县析出移交给“联抗”，这

样，海曲白河北办事处就成为“联抗”地区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

并按县级政权的设置建立了工作机构，直属苏中行署领导，下辖海

北区、曲北区、白米区。1943年1月23日，为纪念一年前抗敌不屈而

死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字紫石），苏中区党委、苏中区党委、

苏中行署决定撤销泰北办事处，建立紫石县政府，直属苏中行署领

导，李俊民任县长、魏翘南任副县长，并将通榆公路以东的李堡、海

富两区划为“联抗”防区。当时，紫石县下辖海北、曲北、李堡、海富4
个区。3月，“联抗”又开辟了仇时地区，建立了仇湖、时堰两个区公

所。1944年 10月，泰州、溱潼线东南的地区获得解放，划归紫石县

管辖，设城东、姜北、沙岗、白米4个区。此时，紫石县划归苏中第三

行政专员公署领导。

紫石县政府成立后，对边区乡保长进行了调整，选用了一些能

为民主政府办事，保持民族气节的人，结束了边区两面派政权状况，

使边区政权为民主政府掌握。是年秋，紫石县政府在中心地区改造

基层政权，废除保甲制，实行新乡制，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乡政权，

民主选举乡领导机构。实行新乡制，民主产生基层政权，农民有了

当家做主的权利，更加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从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

开展。11月11日，紫石县召开了首届参政会，选举了出席苏中解放

区人民代表大会的紫石县代表，选举黄云祥为紫石县参政会议长，

王伯康为副议长。

1946年 9月，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华中一地委对行政区做了调

整：紫石县的雅周、曲南、海南三区划归泰县，泰县的白米、姜北、城

东区和东台县的时堰、城南、廉贻区划给紫石县（廉贻区因不便领

导，不久改划给溱潼县）。紫石县的西场、噇口、李堡、角斜、柴湾区

和东台县的栟北区划出，建立泰东县。11月曲塘区与邓高区合并为

曲胡区，12月时堰区与城南区合并为台南区。新的紫石县境是一个

以海安镇、东台城、泰州城为顶点的三角形水网地区，共辖海北、曲

胡、白米、姜北、城东、仇湖、台南、沙岗8个区。

1948年3月7日，经华中行政办事处批准，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

专员公署将紫石县改名为海安县。县政府决定，划曲胡区的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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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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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良整理）

李俊民与紫石县的成立

1946年10月29日，《紫石大众》报创刊。

《紫石大众》报8开4版，3日刊，也出过日刊，是当时华中一分

区几个县中唯一铅印出版的县报。

报纸创办之初，紫石县委规定其任务是“配合（原地坚持）斗

争，指导工作，反映情况，提高工农文化水平。”明确提出，要坚定

不移地大众化、通俗化，让初识字的能够看懂，不识字的能够听

懂，以使《紫石大众》变成大众自己的报纸。

《紫石大众》报问世以后，即站在斗争第一线，紧密配合坚持

斗争，发表议论，介绍经验，报道情况，成为全党战斗的重要武器。

《紫石大众》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乡村干部及工农大众，同

时，它也是区级干部进行各项工作的有力助手。在指导工作方

面，把着眼点放在最基层。其做法：一是发表县委、县政府召开的

重要会议的新闻，刊登县政府文告、县团命令、各种动员口号和动

员提纲，发表县级党政军负责人个人署名文章。这些文稿，或是

分析形势，确定任务，或是交代政策，推行政令，或是交流实际工作

经验，开展表扬与批评。有的只讲一两个问题内容比较单一，有的

多项内容兼而有之，总的特点是：直接向乡村干部和群众传达领导

机关的意图，尽量使乡村干部和群众能够听得懂，看得懂，懂了就

能用、能够办，适应了通俗报纸指导工作的需要。二是反映干部群

众响应领导机关的号召，开展各项斗争的实际行动。大力表扬先

进人物，宣传群众的斗争业绩，传播开展各项斗争的好办法、好经

验。三是运用社论、大家谈等形式，发表文章，教育群众，指导工

作。社论大多几百字一篇，少数也有千字上下，文字比较质朴，道

理讲得实在，深受读者欢迎。

为使报纸的宣传大众化、通俗化，《紫石大众》报大量采用群

众的口头语，并且运用各种民间文艺形式进行宣传。

为了更好地依靠群众办报，报社大力开展了工农通讯工作。

除了经常地印发报道提纲，向通讯员个别提示报道要求之外，特

别注意指导通讯员写作。由于工作热情，指导具体，通讯员不断

增加，最多时有 600 余人。读者不断增加，最高发行量 2100 多
份。不仅本县境内比较普及，还发行到邻近县份的有些地方。在

创刊一周年之际，发动工农通讯员评报，为进一步办好报纸献计

献策，编辑部将来稿来信分类摘编，公开发表，借用了《江海导报》

社的印刷机出了一张4开版的报纸，县委负责人写文章评介，几位

编辑著文纪念、汇报，围绕办报这个总题目进行讨论，也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总结了《紫石大众》报一年来的工作。

县委对报社的领导，除了确定办报方针，明确办报任务外，还

选配了得力干部，调文字功底强的仇湖区区长卢敬任报社副社长

兼主编。县委几位负责人带头积极写稿，发新闻、写评论、个人署

名文章、民歌、民谣、墙头诗以及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所用传单，大

大充实了报纸的内容，活跃了报纸的版面。

《紫石大众》报的四五位同志，在敌情严重的环境中一直坚持

工作。他们与印刷厂的同志生活在一起，遇到有敌情，就出来“打

游击”、跑反。有时同乘报社自备的小船，穿行于河网之中，各人

都带着稿件、稿纸，找到可以隐蔽的地方，就蹲下来编稿、写稿。

至于记者，更是终年奔波战斗在第一线，他们克服各种各样的困

难，经历了不少的艰险，努力完成采访报道任务。

1948年 3月 8日，紫石县改名为海安县，《紫石大众》报也从

179期起，改名为《海安大众》报。同年5月，上级决定集中力量办

好地委的《江海导报》，《海安大众》报停刊。5月6日，《海安大众》

报第203期发表《停刊的话》，向众多的通讯员和广大读者依依告

别，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不久，《海安报》《海安新闻》《海安时报》相继问世。如今，已

发展成为《海安日报》。

紫石老人与紫石县

《紫石大众》报

苏中“七战七捷”，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在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演出的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也是

苏中地区人民群众用鲜血谱成的一曲壮歌。在苏中战役中，紫石县

人民为保卫解放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

献。全县共组织了近30万民工，1万多条船，10万担以上粮食，有力

地支援了前线，并配合主力部队修筑工事，救护伤员、袭扰敌军、破

路、警戒以及打扫战场。100多名紫石儿女在支前中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

1945年下半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

抢占战略要地，苏中地区内战危机日趋严重。紫石县委、县政府根

据上级部署，从9月起，开展了检惩汉奸、清算逆产、查租减租运动。

1946年元月，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挑起战端，侵犯我苏中解放

区，紫石县召开参政员扩大会议，在“一切为了自卫战争胜利”的共

同意愿下，成立了“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反内战通电。

1946年初，华中一地委把惩奸列入八大任务之一。在一地委的

部署下，紫石县进一步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惩奸运动。据统计，

1946年 4月，海安、西场、噇口、李堡、沙岗，曲塘、海南等区统计，投

入惩奸运动的群众8万多人。检惩汉奸73名，清算出粮食590余石，

得实惠者2194人。这期间，除各乡普遍组织农会，初步改造政权和

发展民兵外，部分地区青年、妇女、儿童、工人也建立了组织。

1946年 5月，一地委为了贯彻中央“五四”土改指示精神，派莫

珊同志带领工作队，来紫石县西场区进行土改试点。同时，紫石县

委在海安区丹凤乡搞土改试点，让农民尽快分到田地，为支前参军

打开局面。试点地区的工作为全县土改创造了可贵的经验，有力地

推动了紫石县土改运动的蓬勃开展。6月，县委组织全县各区普遍

进行土改。

6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大举进攻解放区，苏中

地区形势日趋紧张。6月 10日，一地委发出《立即进行自卫战争动

员的通知》，县委迅速进行了贯彻，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做好自卫战

争的准备，对支前，参战等工作作了部署。7月上旬，县政府在海安

镇设立支前办事处，县长魏翘南、副县长王北苑

负责全县支前工作。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分

赴各区乡，动员各方力量，迅速进行土改、支前、

发展武装等工作。

7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向我苏中解放区的大

举进攻开始了，紫石县军民全力以赴，参战支

前。海安区委召开各乡镇党员干部会，县委书

记黄云祥到会作了紧急动员，明确布置各单位

的任务。

“七战七捷”的首战——攻打宣家堡、泰兴城战

斗前夕，我华中野战军卫生部迁至仇湖，为了随时

准备抢救、安置和转移伤员，仇湖区委连夜紧急动

员，积极准备。

7月中下旬，如南战斗期间，我紫石县

部分区乡组织民工远赴如城南边的扬花桥、

宋家桥等火线支前。隆政乡、自由乡、丹凤

乡、景里乡共组织近700多民工、200多副担

架，各由乡指导员带队，日夜奔赴前线。当

时敌人的飞机非常猖狂。低空盘旋扫射，民

工们冒着危险在火线上抢救伤员。自由乡

民工杨三就是在抢救伤员时牺牲的。经民工抢救下来的伤员火速

抬回海安镇东寺、西寺、城隍庙等处医治。已经疲劳不堪的民工，再

负重奔跑 60多华里，太阳又火一般烤晒，其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

的。噇口区组织 800多副担架，每副配备四五人，由区委组织委员

王友海带队，开赴如南，将伤员运往后方，又将后方物资运往前线。

7月 24日，国民党军侵占蒋垛。25日，由大埨区向曲南区土山

一带侵犯，企图侵犯曲塘、海安一带。紫石县独立团配合一分区部

队，在土山河东阻击敌军，激战数夜。待我后方机关安全转移后，方

主动撤退。

7月30日，第七纵队指战员面对20倍于我的强敌，浴血鏖战，敌

军大炮飞机交替轰炸我阵地和城区。紫石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不

论前线后方，见我军伤员就救，天气炎热，军民联合抗敌的赤诚之心

更热。妇女协会组织 100多名青年妇女到支前办事处和部队驻镇

前方包扎所，帮助护理伤员。工人纠察队积极协助公安机关维护地

方治安。尤其突出的是码头工会中坝武装纠察队，200多人，100多
支枪，100多张大刀，分布各重要场所，站岗放哨，捉拿坏人。

在华野主力部队休整期间，紫石县独立团、各区民兵和群众，配

合一分区部队，侦察敌情，严密封锁消息，从仇湖至孙家庄和海安至

丁所一线，我们天天派出便衣侦察，监视敌人动静，缉拿敌探，教育群

众为部队保密。

李堡战斗前后，我紫石县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全力配合，攻克

后，区委书记江毅、区长张建新率队随主力部队进镇。搜索残敌，打

扫战场。西场区队由区队副仲跻山率领，配合七纵队。在洋蛮河一

带伏击由海安东行的新七旅，担负监视敌军行动、阻击牵制敌军和

战场搜索任务。李堡、西场两区的民兵组织联防队、阻击组和游击

队，就地坚持，保卫家乡。西场、李堡四面原野到处是散枪、榴弹声

和高亢的口号声，老百姓一看到穿黄色衣服的就振臂喊捉，国民党

军走投无路。李堡战斗中侥幸逃脱的敌新七旅旅长黄伯光，在向上

司所作的《如皋县北李堡镇、西场镇战役战斗详报》中说：“地方民众

不问男女老幼皆为匪之民军，到处袭击、截杀国军”“最惊人者，即周

围50里内，所有军民全体动员，致我突围官兵处处受击，人人被俘，

除少数外，无一漏网。”黄伯光的这段自供，充分说明我紫石县及附

近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苏中战役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华野主力围攻李堡、伏击洋蛮河时，紫石县独立团和全县几万民

兵群众，四面八方汇集围攻海安城，阻击海安敌军出城东援。仇湖区

1000多名民兵分乘百十来条船开往海北。县独立团战士和民兵轮流

到海安城下打击敌人。白天打，深夜打，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不敢越

海安城一步。当李堡守敌被歼，敌新七旅的一个团在洋蛮河一带遇伏

时，驻海安城的敌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伙灭亡。

为了支援李堡战斗，我紫石县东部李堡、西场、噇口等区和东台

县唐洋区人民担负了供给粮食、救护伤员等任务。西场、噇口两区

共组织了1200多副担架，近5000人，支援李堡战斗。

苏中战役后，紫石县人民进入艰苦的敌后坚持阶段，广大人民

群众又踊跃将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军。1946年 10月，县长魏翘南带

领 1400多名青年参加了人民的军队。为了供给北撤部队军粮，紫

石县成立以副县长王北苑为主任的运粮委员会，将靖江、如皋、泰

兴、紫石等县公粮突击北运，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崔平整理）

1941年2月，日军再度侵占海安，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

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日军，海安地区日伪活动

日益加剧，韩紫石亦避居海安镇北十余里的徐家庄。1941
年9月，日伪军闻新四军欲安排韩紫石举家迁往香港，重兵

围困韩紫石避难处，软硬兼施，企图逼迫老人放弃团结抗战

的主张并出任伪江苏省省长。但紫石老人志若磐石，坚贞

不屈，日伪遂绑架其孙至伪满洲，更派部队监视老人的日常

起居。由于日伪胁迫，老人忧愤成疾，病中老人不忘教导亲

友“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党，人才济济，你们应该和他们合

作”，叮嘱家人、亲友北向追随新四军。

1942年1月，老人在重病之中亲笔致函陈毅、黄逸峰、

李明扬，要求各方坚持联合，共同抗战。23日上午，老人自

知不起，口授家人拟文电致重庆国民党参政会：“誓死殉

国，命垂旦夕，年逾八旬，死何足惜，惟愿两党团结，共御外

辱，恢复大业。”弥留之际，老人告诫家人：“抗日胜利之日，

移家海安，始为予开吊，违此者不孝。”言毕愤然辞世，享年

85岁。

韩紫石逝世后，各界人士莫不同声哀恸。1942年5月
5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及地方政府代表、名

流士绅在阜宁县举行韩紫石先生追悼大会，参加者逾千

人。国民党迫于舆论，也不得不对紫石老人表示钦佩，蒋

介石电唁：紫石先生高年矍铄，盖世贤耆，斥寇氛于海隅，

伸大节于暮齿，腾霄正气，举国钦崇。1942年5月28日，中

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亦在头版报道了韩紫石追悼大

会的消息，题为《抗敌不屈 气节可风——新四军暨苏北各

界追悼韩紫石先生》。

201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经中共中

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颁布的第二批全国土地革命、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600名英模人物名单，韩紫石名列其中。

二、抗敌不屈、气节可风

海安，地处江苏省中南部，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大市交界处。历史上，作为江淮东部重要的战略物资通道和枢纽，南接通如海启、北连盐阜、西

承扬泰的海安自古即有“三十六盐场咽喉，数十州县要道”之称。革命战争年代，海安是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苏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海安一度成为苏北地区的抗日军政中心，这一时期，地区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力量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曾两次主政江苏的

韩国钧（字紫石）以耄耋之躯再次走上历史舞台。1943年1月23日，韩国钧逝世一周年，中共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批准建立以抗日爱国民主人士韩紫

石命名的紫石县抗日民主政府，而这也成为海安建立县级新民主主义政权之始。

1938年 3月，日军兵分三路，自南通、镇江、芜湖三地

登陆北上入侵苏北，策应徐州会战。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

府代理主席的韩德勤虽独揽苏中苏北军政大权，但其军队

内部派系复杂，对日作战无法形成战斗力。苏北军界，除

顽固反共的韩德勤外，备受韩德勤挤压的李明扬、李长江

和陈泰运则各自拥兵自重，政治态度以自保为上，在亲共

和反共之间不断反复。

抗日是苏北民众的普遍意愿，但对于由谁来抗日的问

题，在新四军渡江之前民众普遍比较迷茫。以韩紫石为代

表的苏北中上层人士对支持抗日不遗余力。韩紫石是晚

清举人，历任江苏省民政长、省长、督军等职，1925年退居

故里，与黄炎培、江问渔等上层民主人士以及江浙沪绅商

各界均有密切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韩紫石对国民党抗

战国策虽表示合作，但对韩德勤手握重兵却不思抗战、虐

待民众甚为不满。1937年 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

韩紫石亲力亲为，募集补给物资慰劳对日作战中负伤的将

士。在沪空战殉难烈士陈锡纯棺柩回归故里路过海安时，

韩紫石率领苏北各界人士路祭。新四军北上东进后，韩紫

石与陈毅常有书信往来。

1939年 9月至次年 4月，新四军挺进纵队陆续渡江北

上。一路积极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让国民党省

韩政府如鲠入喉，韩德勤连续在郭村、营溪等地挑起事端，

制造摩擦。为团结苏北各方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的新四军在取得郭村、黄

桥、营溪等战斗胜利后，及时释还俘获的李长江、陈泰运、

薛承宗等部的人枪，新四军的满腔赤诚、襟怀坦荡逐步为

苏北爱国军民所理解和支持，其所坚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也得到了韩紫石在内的苏北各阶层民众的积

极响应。

对于韩德勤一再挑起事端导致地区局势不断激化，

1940年 9月，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先后至海安等地，拜访

韩紫石等耆绅名宿，并通过他们向韩德勤传递团结抗战的

呼声。韩紫石赞同陈毅关于召开苏北各方代表会议、力求

苏北各方团结一致对外的建议，并赠“注述六家胸有甲，立

功万里胆包身”予陈毅，陈毅亦复“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

居问政，华夏有人”，盛赞紫石老人的爱国精神。

面对不断恶化的态势，韩紫石不顾耄耋之躯，积极奔

走呼吁。9月，韩紫石在其家中主持召开苏北各方代表团

结抗战协商会议，新四军、李明扬、陈泰运等部代表均参加

了会议。会后，苏北政商各界黄逸峰、朱履先等15名耆绅

名宿联名致信韩德勤、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陈毅，呼吁

各方“停战息争，一致抗敌”。在韩德勤不断出尔反尔，对

新四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韩紫石与黄逸峰等 30余位苏

北绅商学各界代表联名致电黄炎培、江问渔等重庆名流，

并请由黄炎培等“仰恳中央疾电江苏省府停战息争或派要

员莅苏，挽救危局”，控诉韩德勤贩粮资敌和实施的粮食禁

运等恶行。

在获悉韩德勤纠集26个团3万余人直扑黄桥后，韩紫

石联名苏北绅商各界245人急电蒋介石，要求令韩德勤停

战息争，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御敌，然而种种努力并未奏效，

1940年 10月 6日，一意孤行、志在必得的韩德勤在黄桥决

战中溃败，困守兴化，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海安。

韩紫石为代表的广大中间人士发出的团结抗战的强

烈呼吁使顽固反共的韩德勤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同时也为

新四军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基础。10
月31日，韩紫石响应新四军倡议，召集苏北地区爱国军民

代表在曲塘召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曲塘和会）。会后，韩

紫石、李明扬将曲塘和会情况电达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

等，要求建立党政军统一机构，主持苏北抗敌合作大计。

曲塘和会的召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苏北抗战

中的政治地位，其影响之大，不亚于黄桥决战，为当时各方

所关切。

1940年 10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海安后即联合

苏北地区各方抗日力量，在曲塘镇建立“联抗”部队（苏鲁

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

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并以曲塘、白米为“联抗”

防区。

1940年10月中旬，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海安镇成立，

下辖雅周、海安、立发、李堡、栟茶、蒋垛6个已建立抗日民

主政权的区，中共泰县县委还领导曲塘、白米、姜北、塘湾、

叶甸等未建立政权的秘密区委。11月 15日，江都、高邮、

泰州等 14个县 200多名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参加的苏北临

时参政会在海安镇召开，会议通过了不承认国民党反共顽

固派韩德勤的省政府的议案，并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

会，至此，曾经的“淮左名邑”泰县脱胎换骨。

1941年 7月，泰县县委、县政府决定海（安）曲（塘）白

（米）河北办事处（简称泰北办事处），党内建工委，领导该

地区革命工作。10月，海（安）曲（塘）白（米）河北地区划给

“联抗”，泰北办事处成为“联抗”地区行使县级政权的机

构，工委撤销，成立泰县秘密县委。

1943年 1月，日军计划抽调 3个特种师团到苏中地区

“清乡”，伪军日益猖獗。为适应斗争形势变化，纪念拒任

伪职、抗日不屈的韩紫石，1月23日，苏中区党委决定将通

榆公路、通榆河以东的李堡、海富两个区划为业已发展壮

大的“联抗”部队防区，并以曲北、海北、李堡、海富 4个区

建立县级民主政权——紫石县，将原泰北办事处的机构改

为紫石县政府机构。

此后，根据各时期对敌斗争和交通的实际情况，紫石

县行政区划与周边东台、泰县（今泰州市姜堰区）、如东进

行过多次调整。1948年 3月 7日，紫石县更名为海安县。

2018年 5月 14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撤销海安县

设立县级海安市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海安县设立

县级海安市。

长久以来，海安人民通过各种形式来缅怀和纪念这

位家乡的爱国老人。1991 年，海安县委、县政府和南通

电视台联合摄制了反映爱国老人韩紫石的历史题材电

视剧《千钧一石》，该剧曾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1996年6月18日，南通首家全日制民办普通中学——海安

县紫石中学成立；2013年 3月，紫石老人的故居——韩公

馆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9
年由韩紫石募款兴办的紫石中学，如今已发展成为领跑

江苏第一教育方阵、连续多年高考成绩骄人的江苏省海

安高级中学。

（赵海群整理）

三、紫石为名、风骨长存

一、杖国抗敌、乡居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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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云祥忆苏中战役中紫石县的支前工作
陈毅等拜访韩紫石

《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韩紫石离世消息

苏中战役后，华野一师一旅三团召开庆功会。图为英模功臣

合影。

苏中七战七捷示意图

《紫石大众》先后更名为《海安大众》《海安报》

《海安新闻》《海安时报》《海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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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韩紫石追悼大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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