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档案 学党史（二）

中共德清区委的建立
1928 年初，杭州庆成丝厂

德清籍中共党员许斌参加党领

导的红色恐怖团，因阻击工贼孟

禄久、杜正卿失败，而被捕入

狱。不久，保释出狱。是年 4

月，省委常委卓兰芳指派从杭州

保释出狱的许斌任中共德清独

立支部书记，回故乡德清开展党

的工作。

许斌先在县城所在地余不

镇开展活动，因县城白色恐怖

严重，工作难以开展，遂转往雷

甸姜家坝，以教师身份为掩护，

进行革命活动，并在农民中进

行打倒土豪劣绅、抗租抗税的

宣传。

为了扩大党的组织，先后发

展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建

立了中共油车农村支部和菁田

坝农村支部。还在干村等地发

展了多名党员。

随着全县党组织的发展，为

加强统一领导，1928年8月，经

省委批准，德清独支扩建为中

共德清区委员会，许斌任书记，

区委直属省委领导。同年秋，

德清利农丝厂蚕业技术指导

员、进步青年沈文纬(后加入中

国共产党)以制丝研究会名义多

次召开会议，宣传革命，传播马

列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后发

动全厂工人罢工一星期左右，

达到了缩短工时、增加工资之

目的；并发展了在罢工斗争中

表现积极的嵇峨、杨逢生、钟三

和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利农

工厂支部。

人物简介：许斌
许斌 (1906~1994.5)，又名许

文漠，化名许鹤园，浙江德清人。

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初，在雷甸、姜家

坝、干村等地发展党员，相继建

立了姜家坝、干村2个党支部。

4月，担任中共德清县独立

支部书记，在雷甸等地进行革命

活动时，建立了中共油车、菁田

坝两个农村党支部。

8月，任中共德清区委员会

书记。

1929年3至4月，任中共杭

州市委委员。

6月，任中共德清县委员会书记。

1930年1月，许斌和瞿乃臧

接通知赴上海参加中央“干训

班”学习。根据中央“干训班”学

习精神，召开了第一次县委扩大

会议，讨论在德清开展土地革

命，建立苏维埃等内容，决定发

动农民暴动。

4月中，县委召开第二次扩

大会议，具体讨论全县农民暴动

计划，决定建立“浙西红一军”，

许斌任总指挥，因暴动失败，许

斌离开德清。其间曾任杭州市

行动委员会委员。

7月，担任杭州市委候补常

委兼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

9月，在杭州被捕，初押于陆

军监狱，于1935年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在杭州某丝

厂当资方代理人，后住嘉兴东栅

公社红旗大队第三生产队。

1994年病逝于嘉兴敬老院。

德清区委建立后，继续在

农村开展革命工作，积极培养

建党对象，从而德清的党组织

有了新的发展。至1929年春，

随着党员数的增加，相继又建

立了中共士林农村支部、杨墓

渔业支部、新桥渔业支部、西葑

农村支部、西庙桥农村支部、余

不镇城东支部、利农工厂支部

等十多个党支部。

同年6月，中共中央浙北巡

视员、杭州中心市委书记郑馨来

德清视察工作，在听取许斌汇报

了德清建党情况后，认为已具备

建立县委的条件，批准由许斌等

5人组成中共德清县委员会，许

斌任书记，组织委员王仲劬，宣

传委员沈文纬，农运委员瞿乃

臧，工运委员嵇峨。县委下辖中

共城区区委和中共新市区委。

县委成立后，许斌等人积极

准备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党的组

织，曾在新市之西南农村成立了

“村友会”(又名赖债会)，参加群

众达200多人。还以中共杨墓

渔业支部为中心筹建成立了“渔

民工会”，有 5000 多位渔民入

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也与资

本主义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人物简介：瞿乃臧
瞿乃臧，化名余觉、王财福，

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人。

1927 年 5 月，在新市镇由

王仲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6月，任中共德清县

委农运委员。

1930年1月，受中央浙北巡

视员郑馨指派，前往上海参加中

央干训班学习3个月。

同年 4月 3日结业后回德

清，参与发动德清农民暴动，

任暴动副总指挥。德清农民

暴动失败后，参与重组德清

县委，任县委委员。由于白

色恐怖严重，活动难以开展，

不到一个月，县委解体。

6月，离开德清撤往杭州。

8月，浙北总行动委员会调瞿乃

臧主持湖州党的工作，并任中

共吴兴中心县委书记。9月 7

日上午，在志成路天韻楼茶室

等候参加吴兴县赤色总工会成

立大会时，不幸被捕，关押于杭

州陆军监狱，判刑8年，抗日战

争爆发后获释。

1939 年在潜入嘉善县暗

杀伪县长遭日军追捕时溺水

身亡。

中共德清县委的建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

息传到德清后，激起了德清各界

群众的强烈愤慨，纷纷召开群众

大会，号召民众奋力抗日。抗日

救亡运动的出现，对唤醒德清民

众的民族意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

武康、德清后，不时向各村镇进

行扫荡，肆意烧杀、奸淫、掳掠，

无恶不作。血腥暴行激起了武

德地区人民的抗日怒潮，许多热

血青年和爱国志士毅然奋起投

入抗日洪流。

1938年11月，浙江省战时政

治工作队二队来到武康，通过各类

刊物、诗歌散文宣传抗日。12月，

省政工二队李文斌在庾村介绍温

亦段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

争时期武德地区发展的第一个党

员。他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土枪

队，并开办夜校，宣传抗日。

1939年1月，抗日战争时期

武德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庾

村支部成立，温亦段任支部书

记。6月，省政工二队党支部在

庾村支部的协助下，相继组建了

石角岭、劳岭、荫山街、长山郎等

党支部。这些党支部建立后，通

过积极发动群众，在当地掀起了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人物简介：温亦段
温亦段，又名老温，温道

士。1906 年出生于浙江平阳

县。在战乱荒年，来到燎原村荷

花池居住。

1938 年 12 月，在庾村入

党。他先后发展了三十多名党

员，建立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县

第一个党支部——庾村支部，任

支部书记。在上级领导下，温

亦段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开展

各种会议，建立各种群众团

体。曾先后被捕，前几次都凭

他的忠贞不屈和机智灵活，并

经组织营救而脱险。

1943年 4月 5日被捕。在

狱中，他遭到特务们的严刑拷

打，但始终一字不吐，他还教育

一些去看望他的同志“要革命到

底，不要半途而废”。4月18日

英勇就义。

德清的抗日救亡活动和中共庾村支部的建立

1940 年 3 月，为加强党对武

康、德清地区抗日活动的领导，中

共浙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武（康）

德（清）县工作委员会。书记谢勃，

组织部长刘芾亭，宣传部长蔡理

平、肖卡。

为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

有组织地、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在浙西特委领导下，通过合法手

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了“抗

日反汪大同盟”，号召全县人民团

结起来抗日救国，并在洛舍等地农

村组织土枪队，用以反奸防匪，保

卫村庄、保卫人民群众。

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和“八一

三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武德县工

委发动“抗日反汪大同盟”成员和

农村中的土枪队员，先后在洛舍街

上举行了两次抗日集会游行，顽固

派为之惴惴不安。

1940年 8月 24日，国民党德

清县政府派遣特务、军警，制造了

“洛舍事件”，逮捕了谢勃等共产

党员13人，革命青年1人。同时

武德县工委也遭破坏。9月，浙西

特委决定建立中共武 (康)德 (清)

县委员会（简称武德县委），由谢

勃、曾武（李文斌）、何坚白、罗希

明组成，驻武康县高峰村（现属莫

干山镇）。

人物介绍：谢勃(1916~1940)，
浙江宁波镇海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8月参加龙泉战时政治工作队，9月

赴永康方岩参加省战时政治工作

队集训班受训，结束后编入省政工

二队，赴浙西抗日前线。

1939年冬，进驻德清的洛舍、

下舍等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3月，任中共武德县工

委书记。其间，建立了基层党支部

和土枪队，建立了“抗日反汪大同

盟”。8月24日被国民党德清县政

府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后经党

组织营救获释。

1940年 9月 15日，谢勃根据

中共浙西特委指示，与罗希明、曾

武至三桥埠沈家山商议筹建中共

武德县委。次日晨8时左右，突遭

日军便衣队包围，不幸被捕，21日

下午在武康八角井遇难。

1988年4月9日，浙江省人民

政府批准追认谢勃为革命烈士。

他的一生很短促，但他的爱国赤忱

和为抗日救亡所作出的英雄业绩，

将永垂不朽。

武德县工委和县委建立后，积

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在斗争中发现培养建党对象

和发展党员，并随着党员的增多，

陆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自1939年1月抗日时期武德

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庾村支部

建立到1942年2月党组织暂停活

动止，县工委和县委共先后建立了

杨梅岭、劳岭等16个党支部和一个

县委交通站，党员215名。

支部建立情况如下：

中共庾村支部建立于1939年

1月，书记温亦段，组织委员葛杜

乔，宣传委员周文贵。

中共杨梅岭支部建立于1939

年4月，书记卓思孝。

中共长山郎支部建立于1939

年 4 月，书记曾中玉，副书记林

阿德。

中共劳岭支部建立于1939年

6月，书记葛杜乔。

中共莫干山荫山街支部建立

于1939年6月，书记翁大毛。

中共石角岭支部建立于1939

年6月，书记洪阿金。

中共前村支部建立于1939年

6月，书记周文贵。

中共内横支部建立于1939年

6月，书记邱智勇。

中共上曹支部建立于1939年

6月，书记陈年底。

中共杨坟支部建立于1939年

6月，书记张志芳。

中共塘泾支部建立于1940年

春，书记蒋金毛。

中共砂村支部建立于1940年

4月，书记沈文贵。

中共洛舍支部建立于1940年

4月，书记杨志慧、张雨声。

中共丁家角支部建立于1940

年5月，书记章子鸿。

中共锄头门支部建立于1940

年8月，书记嵇阿云。

中共凤凰支部建立于1941年

春，书记钟寿法。

县委交通站建立于1940年 9

月，负责人陈祥林。

武德工委和县委下属
基层组织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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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自（ ）起正式施行。
A.2020年6月20日

B.2020年6月21日

C.2020年7月1日

D.2021年1月1日

2.2020年 6月 20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 ）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A.第十八次 B.第十九次

C.第二十次 D.第二十一次

3.档案工作实行（ ）的原则。

A.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B.统一领导、统一管理

C.分级领导、分级管理

D.分散领导、分散管理

4.县级以上各级档案馆的档
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 ）向
社会开放。
A.10年 B.20年 C.25年 D.30年

5.如果单位或者个人涉及到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行
为的，可以由（ ）依法给予处分。
A.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

B.市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

C.省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

D.国家档案主管部门

6.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
政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
都有( )档案的义务，享有依法
利用档案的权利。
A.保管 B.整理 C.收集 D.保护

7.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是（ ）。
A.方便查阅 B.指导工作

C.便于保管 D.便于社会各方

面的利用

8.《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原6章27条，现（ ），约新增一倍。

A.8章53条 B.8章54条

C.8章55条 D.8章56条

9.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规定档案工作人员应
当具备（ ）。
A.大专学历 B.技术职称

C.专业知识与技能

10.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经过（ ）次修正后，到
2020年6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
次会议修订后颁布。
A.一次 B.两次 C.三次 D.四次

武德工委、县委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