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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县抗日武装自卫队
——土枪队

1939年至1941年，武德

地区先后建立了 6 支土枪

队，约 400 人。这些土枪队

建立后，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参与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护

送干部；组织支持贫苦农民、

山民向不法地主、富农开展

借粮斗争，以度春荒；拦截扣

押富商运往敌占区的物资等

抗日活动。

特别是 1940 年 3 月，中

共武德县工委在洛舍成立

后，组织洛舍、三支头、砂村

等地有志青年积极开展抗日

救亡活动，采取多种方式，激

发群众抗日救国思想，提高

土枪队员的政治思想素质，

并帮助土枪队从组织上加以

巩固。经过工委的领导和帮

助，这支由洛舍、砂村、三支

头、团田圩组成的土枪队已

经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用以

反奸防匪，保卫村庄，保卫人

民群众的抗日武装。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党

在浙西地区的组织遭受损失，

土枪队活动渐趋隐蔽，并逐步

停止了活动。下面是当时6支

土枪队建立情况：

1.莫干地区土枪大队建于

1939年春，大队长李文竑。

2. 石 颐 寺 土 枪 队 建 于

1939年春，队长钟才根。

3.康城土枪队建于1939

年春，队长王六早。

4.庾村土枪队建于1939

年春，队长周文贵。

5.三桥土枪队建于1940

年春，队长姓洪，名不详。

6.洛舍三支头、砂村土枪

队建于1940年3月，队长沈文

贵，副队长王正贵。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

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

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国民党反

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继续胜

利南下。

5月2日，第三野战军7兵团第22

军从宣城过安吉，解放了武康。

5月3日凌晨，199团向德清县城

挺进，当部队到达县城西门外庆丰种

场时，发现城门均关着，立刻命令立

即打开西城门，部队随即入城，德清

宣告解放。

5月16日，中共浙江省第一地委

派盛平、路凤翔率领43名南下干部抵

达德清。

5月17日，贴出安民布告，宣告德

清县人民政府成立。

5月20日，中共浙江省第九地委

派强世贤、杨在浩率领30余名干部抵

达武康县城，次日贴出安民布告，宣告

武康县人民政府成立。

两县人民政府建立后，担负着接

管国民党政权，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和

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

从此，德清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

始谱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篇

章。

武康、德清解放

1945年7月中旬，新四军

苏浙军区武德支队（即四纵十

二支队，在地方化后有四连和

五连两个建制连）根据侦察来

的情报，与县大队研究决定，

于农历七月十五日夜里向三

桥埠日伪据点发起进攻，四连

担任歼灭普济山之敌人，五连

担任围歼南街之敌人。

当日下午，武德支队从后

洪出发，翻越石脚岭、平岭，在

天黑时到达战斗集结地赤山

村白家。县大队从莫干劳岭

经康城同时到达白家，与武德

支队汇合。

支队首先命令四连由区

大队战士和农民向导带路，经

狮子山，直插三桥北侧主攻普

济山伪军。五连由县大队和

农民带路，经五家岭、田道湾，

直插三桥南街，主攻伪营部。

另按计划派少数兵力守住龙

山、洋桥头。

天黑前突然刮起了大风，

乌云密布，并下起了大雨，伸

手不见五指。21时许，四连趁

天黑风大云密，敌哨兵松懈之

际，展开了进攻。从战斗打响

到结束，前后只用了半个小

时，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普济

山这场战斗。计毙敌近 20

名，俘敌60余名，缴获轻机枪

2挺，木壳枪2支，步枪50余

支，子弹1万余发，还有大米

等物资。

普济山战斗打响后，主攻

三桥南街伪军营部的战斗也

打响了。南街伪军见势不妙，

纷纷往南山窜逃。至深夜12

点，新四军武德支队和县大队

攻克了三桥埠，拨除了日军的

一个重要据点。

新四军夜袭三桥埠

1939年9月，中共浙西特委安

排中共劳岭党支部书记葛杜乔在

庾村以他开的馄饨店为掩护，建立

了一个交通站。随后，又在莫干山

荫山街翁正火的箍桶店建立了交

通站，负责与葛杜乔的联络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浙西特委

为了斗争的需要，在莫干山86号二

层楼洋房建立了中共浙西特委86

号秘密联络站。同时，中央东南局

在莫干山屋脊头553号洋房内建立

了东南局政治交通站。

1941年 6月 18日，东南局政

治交通员刘烈人的妻子在553号洋

房被捕，随后86号秘密联络站被发

现并遭到破坏。

由于浙西形势不断恶化，武德

地区的有关交通站联络站也随即

暂停活动。但这期间，交通联络站

根据特定时期自身承载的历史使

命，为浙西特委了解浙西各县情

况、联络和指导浙西各县工作，保

护浙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作出了重要贡献。

庾村交通站、联络站的
建立和破坏

人物介绍：葛杜乔，又名葛启

乔、葛正鸿，浙江东阳人，1891年

出生。

193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组建了劳岭党支部，任支部

书记。

1939年冬，建立浙西特委地

下交通站，负责递送党的情报。

其间，忠实执行任务，为保

护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做了很多

工作。

自浙西特委机关从莫干山安

全转移后，仍留在原地开展革命

工作。

1945年后，他积极参加筹粮支

前、扩军参战等工作。

是年10月，全家随新四军苏浙

军区北撤，妻子包素贞在部队光荣

牺牲。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部队

搞后勤工作，后复员回乡，参加家

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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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何坚白(1908~1991)，

又名何行之。浙江诸暨人。

1927年参加村农会，从事革

命活动。

1929年2月参加革命，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1 年 因 叛 徒 出 卖 被 捕

入狱。

1937年 12月出狱，即投入抗

日救亡活动。

1940 年 4 月，任第一届中共

长兴县委书记。

是年9月因国民党实行白色

恐怖，搜逮共产党人，遂转移离开

长兴。

后历任武德、德清、吴兴、太

湖、锡南县工委、县委书记等职。

1945年10月，任浙西工委委

员、新四军浙西留守处副主任。

1985年离休。

1945年2月，新四军随军工作

团进入莫干山地区，建立了中共莫

庾区委和区抗日民主政府，开辟了

莫干山区的工作。

3月下旬，新四军苏浙军区二

支队和八支队攻克洛舍，随后在洛

舍镇建立了武（康）德（清）县委和

县抗日民主政府，书记何坚白，县

长黄宜生。

4月4日，新四军经过两天一

夜战斗，占领了德清县城余不

镇。至此，武德地区共建立了 6

个区、5个镇、12个乡的抗日民主

政府，以及武装组织和 9 个农

救会。

6月，上级组织决定将武(康)德

(清)县委、县政府分建成中共武康

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德清县

委、县抗日民主政府。

8月，为集中力量击退日伪军

大扫荡，又决定将武康、德清两县

委合并，重新建立中共武(康)德

(清)县委员会。书记何坚白，县长

曹克诚。

中共武（康）德（清）
县委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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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有奖知识问答的所有参与者中抽

取了 30 名幸运答题者，7 月 15 日前凭

身份证到县档案馆办公室（县行政中心

F224）领 取 奖 品 1 份 。 联 系 电 话 ：

0572-84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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