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小榄

□袁勋 吕胜 何炳刚 区英伟

原中山三区位于中山县的北部，区域包括现在的小榄镇、古镇镇、东升镇（观栏村除外）、

东凤镇的伯公、小沥、西罟以及横栏镇的一、二、三、四、五、六沙和天宝、同裕、指南等

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小榄是三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区是个以经济作物为主的

地区，较为富裕，因此也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势力盘踞的地方。全国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七战

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部就设在小榄；解放战争时期，这股势力摇身一变，成为广东省保安司

令部第一指挥所第七营。小榄还是封建地主的堡垒，这里环境相当复杂，进步势力较为薄弱。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在这一带坚持斗争，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发展武装，直到配

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小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逆流勇进

1946 年春，华南天空乌云密布，部队北撤，留下的同志全部转入隐蔽斗争。党从东江

选派刘云到中山任中共中山三区特派员。刘云到三区后，根据上级“隐蔽骨干，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结合原三区中共力量情况，作了新的调整：要求袁世根继续

当白皮红心的国民党乡长，把原在粤中纵队工作的张枫安排到石岐仙逸小学任教掩蔽；吕胜

安排到江门至澳门泰兴利轮渡当水手，做地下交通员；袁勋到外地读书搞学运，定期回来向

刘云汇报；肖琼芝通过她的舅父卢励吾（卢时任国民党小榄自卫队长）关系，打入国民党中

山保警七营营长屈仁则内部，博取屈的信任，从中窃取各方面情报。刘本人以教师职业作掩

蔽，先在海洲小学任教，发展同校教师何炳刚入党，跟着他们俩人一齐转到小榄镇三立小学

任教。

1947 年底到 1948 年初，整个局势急剧变化，解放军在各战场节节胜利，蒋管区经济全

面崩溃。1948 年华南分局在香港尖沙咀举办党校学习班，刘云参加这个学习班回来后，结

合当地情况，把三区的党员骨干重新布置。袁世根搞两面政权，党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派

叶勉忠到邦平乡任文书职务作掩护，一方面协助袁世根搞两面政权，另一方面负责上三区全

面工作，重点加强古镇、曹步党的活动；调张枫往沙田区搞武装工作；李瑞英、袁定慧、何

芝等先后调往四沙，加强沙田区；把在广州读书的袁勋调回海洲乡搞地方党工作；何炳刚仍

留小榄镇内，掩护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张莹在海洲小学任教，串连了张克明、陈铭、覃芳兰

等进步教师来三区工作，张莹后调到小榄永宁小学开展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先后从各乡挑选觉悟较高的青年农民和知识

分子参加学习、训练，培养骨干以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分别在沙田区的高沙秘密举办

了游击训练班和在海洲乡举办党支部书记学习班。在海洲乡举办的党支书学习班由袁世根安

排、袁长诚具体负责、刘云亲自主持并讲课。学习内容是党的基本知识，开展宣传活动，发

展党组织，怎样当好党支书等。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至学习结束，没有出任何事故。学员

返回原工作岗位后，发挥积极作用。苏松柏、苏金荣到三沙、五沙、六沙等地发展了梁炯祥

等党员。苏标协助叶勉忠在曹步发展党员吴明立、李洪发、朱成结、崔社旺、陈引福等 10
人，并成立党支部。袁勋在海洲发展党、团员，区英伟协助发展的党、团员有区炎良、袁旺、

袁果、袁耀祺、袁文鹏、张帆、袁太顺，团员有袁渭贤、袁沃津、张如松、区培等共 23 人。

此外，还派党团骨干到狮会、音乐会等群众团体中进行革命活动。高绩叶洪、司徒如发展了

在反“三征”斗争中表现积极的何荣友、叶焯、邓树榕、司徒润、黎卓等入党，四沙发展了

梁友胜、卢来胜等入党，小榄何炳刚在工人中发展了关觉入党，在学生中加强了联英社读书

会团员梁材明、梁东垣、孙敏的联系。

为了加强宣传活动，刘云决定搞一个秘密油印室，指定由袁勋负责。油印室地点设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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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的旧商铺，一切经费由袁勋负责，又通知在石岐读书的青年团员袁文鹏回来参加。临近解

放时，任务繁重，又增加了张帆。该社曾印过小传单、星火文摘、学习小册子，翻印布告，

给国民党三区地方势力、土霸等的警告信，综合情况、地图和调查表格等。当时大家的革命

热情高涨，为了赶任务，夜以继日，一连几个通宵。为了及时将各种宣传品送到全区各地去，

又增设了一些交通员与网点。除高绩叶洪家、古镇苏松柏家两个老交通站外，新增加了四沙

梁明初、曹步李洪发、小榄袁定慧的车衣店交通点站，另设临时不脱产、半脱产交通员，如

高沙冯敬生、海洲区英伟、古镇苏能根等。

二、发展武装

1948 年夏，刘云在小榄镇第九街一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张枫、邓永

年、叶勉忠、何炳刚、李瑞英等，由何芝、袁定慧两人负责保卫后勤工作。会议议题是三区

如何开展武装斗争。会议决定把重点放在沙田区，建立武工队，发展武装。会后，刘云征得

中共珠江地委书记黄佳同意，把三区划分上、下三区两片，上三区以隐蔽斗争为主，下三区

（即沙田区）则开展公开武装斗争，将曾在部队工作过的张枫、吕胜调往高沙、四沙两片，

发展武装。

1949 年 2 月，从各乡挑选了 10 多名党员骨干和觉悟较高的青年农民，在高沙举办游击

训练班。不久中共珠江地委从中山五桂山区派来汤忠、何金作军事骨干。3 月，张枫在高沙

意丰围梁七姑家里主持成立武工队，任命叶洪为队长，汤忠、何金为副队长，队员有梁均等

14 人。从此，中山三区有了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公开的武装队伍。随着斗争深入发展，三

区武装不断壮大，又将下三区划分 2 块，1 块由张枫（化名林飞）负责，队长叶洪，副队长

何金，活动于原复兴乡的高沙，绩东、绩西、五埒、鸡笼、草塘、白鲤等地区；另 1 块由吕

胜（化名何发）负责，并兼队长，汤忠为副队长，队员有黄奀九、邓云青等 10 余人，活动

于原西海乡的七埒、一、二、三、四、五、六沙，天宝、同裕、指南等地区。武工队有 4
项任务：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三征”，开始征收我方

军粮；扫清外围国民党据点，巩固我方阵地；建立一支不脱产的民兵队伍。

国民党三区田粮主任关家骧，从小榄带领一个警察中队，到西海乡四沙督征夏粮，声称

如武工队进村收粮，就“要他们（指武工队）竖着入横着出（杀掉）”。恐吓不成转用协商办

法，被武工队严词驳斥和拒绝后，又以公函方式到各村催征，被吕胜带领武工队伏击，击毙

两名从五沙回程四沙的催粮国民党警察。群众闻讯，无不拍手称快。敌人非常震惊，第二天

清晨，关家骧便带队龟缩回小榄了。7 月中旬，经过周密侦查和准备，由张枫率领武工队 10
余人，一个晚上袭击了三度闸警察分所，缴了 5 支枪，并警告他们不得再替国民党当局征收

田赋等。8 月，接连袭击了裕安围警察分所、米步滘、绩麻东 2 个自卫队后，武工队声威大

振。国民党的征收人员不得不撤离，中间派向我们靠拢，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但敌人是不甘

心失败的。国民党三区警察所长巢天林拼凑了约 800 人，于一个拂晓到高绩一带“扫荡”。

我部队闻枪声知有情况，即分散入蔗林迎敌，来敌对我部队不摸底，不敢深入，只在外围叫

喊，乱放枪。接近黄昏时，敌方怕吃亏，便收兵返回小榄。

解放前夕，三区武装已发展到 250 多人，组成猛虎、北平、飞虎等 6 个分队，配有轻机

枪 5 挺、步枪 100 多支，冲锋枪、手枪 20 余支及弹药等一批。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还

从小学教师中抽调张克明、周洪汉、刘赤等知识分子到部队来。

上三区所掌握的武装是灰色武装。派出党、团骨干打入国民党地方武装，如海洲自卫队，

由于袁世根利用任邦平乡乡长的权力，安插了共产党员程标、唐协民、袁长诚、袁树球等掌

握海洲自卫队，队员大多是先进分子。苏标（中共党员）的父亲苏金成是古镇津边里保长兼

更夫队队长，利用这种关系，苏标直接掌握这支队伍。当时海洲各坊以保护家乡、防止土匪

抢劫为名，由各坊自愿组织队伍帮助更夫队看更（简称帮看队），武器经费均自筹自给，地

中
山

党
史



方党组织想方设法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打进去，掌握这支队伍。曹步由共产党员组织了

10 余人不脱产的武装，并派张德浩去秘密进行训练。

小榄解放前夕，三区建立了一支不脱产的起义军（即民兵组织），起义军总部设在高沙

顺安围曾用富家，总部代号“莫斯科”，司令林飞（张枫），袁永调到起义军总部工作。全区

凡有党员的地方，都发展起义军组织，起义军都发有胸章，并造册登记上报总部，共发展了

1100 余人。

三、反“三征”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为了挽救残局，在国统区内大抓壮丁，加紧勒收赋税，

颁布所谓的《提前征收三十八年度田赋征收办法》《征兵条例》等规定，凡年满 18 岁至 45
岁的男子，都为应征壮丁。“其中 18 岁至 35 岁的壮丁不论是单丁独子，要一律强迫当兵……

凡瞒报壮丁，都要处死刑。”群众敢怒不敢言，每逢“三征”风潮一刮来，人心惶惶。

1949 年 6 月，三区党组织根据中共珠江地委“要根据大军渡江后的新变化，掌握反‘三

征’是当前斗争的中心环节，提出武装反‘三征’、武装自卫的口号，并指出武工队必须适

当配合群众斗争”的指示，结合本地实际，不同地区采用不同做法：

下三区以复兴乡为重点，采取公开反“三征”的办法。该乡有 28 保 3000 户 1.7 万人，

土地面积 5 万亩，田赋由小榄的地方势力所把持，复兴乡长卢峙的各派出所代收，计有三度

闸一带林煊、林带及警察派出所武装人员，米步滘一带由何源旺，第一埒至第七埒一带由区

发和何日成，高沙一带由吴大基，裕安一带由孙万开代收。该造田赋每亩 60—70 斤，甚至

有的收到 84 斤谷。这样，农民辛劳半年的收成等于零。群众怨声载道。我们因势利导，宣

传发动群众起来反“三征”。当时，由于群众的觉悟不一致，顾虑重重。有的看不到群众力

量；有的把敌人力量看得太大；有的怕反抗万一失败了，就无路可走；有的要求我们派大队

伍来驻扎……我们收集了各方面意见，于 1949 年 7 月 12 日召集武工队及部分地方党员与农

民代表，研究反“三征”。又在当月 17 日晚召开全乡性反“三征”群众代表大会，向群众说

明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生路，就是大家团结起来不交田赋，但要大家想办法；另一

条是死路，就是交田赋。经过一番议论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要走生路！”并议定于 20
日晚举行游行示威。各村各保积极做准备工作。小榄店铺的七九枪子弹被购空，小型机械厂

的白药也用光，开明的士绅也愿意借出枪支。邻近的四沙、宝丰、同安等乡得此讯息，要求

一同前往参加。

当晚，武工队作了政治动员，详细布置了袭击方法后，晚上 10 时，除了廿三保等候机

枪误了点外，各队依时到达了指定地点。200 个武装人员分别由七埒、祥丰、合丰伏击三度

闸警所；四沙、吉安、保丰联合把守警戒往小榄的退路；其余兆隆围、顺安围、美隆围、廿

三保等负责分布于敌营对面一带堤围边担任阻击。又在廿三保、顺安围这两队挑选出勇敢大

胆的人员 16 名，连同 8 名武工队组成突击队。子时，各队分头前进。突击组到达时，立即

叫醒一家农民借了一艘艇，迅速渡河后，摸索到达敌门前，不见哨兵，忽见一个人影，喝令

不停，立即射击。未经训练的农民闻枪声便紧张起来，不听指挥便放枪。武工队立即发出“不

要乱放枪”的命令。约 5 分钟后，枪声便停止了。农民们把三度闸乡公所（即田赋征收处）

的家具、磅秤、麻包等物统统砸烂或烧掉。突击组随即转向圩上搜索，并高呼“我们是反田

赋的，各商户不要惊慌，请开门接受检查”。搜查约 20 分钟，并无搜到踪影，便收队回去。

事后才知道敌人退到附近蔗地隐藏起来了。翌日，警察所派出 20 多人，匆匆忙忙把乡公所

残局收拾即撤去，以后再不敢来收田赋了。为了巩固胜利，我们提出成立以保乡抗征为目的

的复兴乡抗征委员会，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和支持，巩固了反“三征”胜利果实。

上三区以邦平乡为主，包括海洲、古镇、曹步。这里的反“三征”主要在“拖”字上做

文章。因邦平乡的乡长是共产党员袁世根，故采用推磨之计，能拖则拖，既达到让国民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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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征收的目的，又不暴露党组织，做得相当巧妙。但国民党中山县政府得知邦平乡等地对“三

征”以“拖”的办法，不肯完成任务，便派兵和三区区署联合把袁世根带走。袁世根早就料

到敌人这一着，预先写好几封信给当地乡绅魏贤祥、魏永怡、袁锦辉等人，交给海洲自卫队

副队长袁长诚保管，叮嘱他要是自己在小榄被扣时间过长，即将这几封信分别送给他们，由

他们到县找魏觌明（国民党中山县参议长）。后经魏等人活动，提出交涉，袁获得释放。往

后，征粮征税勉强完成了一些，征兵任务完成得更少。

三区党组织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做法，出色完成中共珠江地委提出反“三征”的斗争

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这场反“三征”斗争使共产党领导的三区武装迅速成长，也大大地

教育与鼓舞了群众。

四、古镇集结

1949 年 10 月 14 日，广州解放。16 日，刘云率领汤忠带领的三区主力中队（北平队）

90 人，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顺德独立团，到南头北帝庙集结，开赴顺德，解

放大良。接着，三区党组织划为中共中山县委管辖。

三区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立即组织本区各地方武装力量，在古镇集结，配合解放军解

放小榄镇。当时在古镇集结的武装力量来自 3 个方面：一是由张枫、吕胜率领的三区部分武

工队；二是由袁世根和叶超率领的海洲自卫队，有党员袁长诚、唐协民、袁树球等，全队

20 余人，机枪 3 挺（其中粤造机枪 2 挺、捷克机枪 1 挺），还有长短枪 20 余支；三是各乡

群众性武装力量，包括各乡各保的共产党员、新青团员骨干，其中海洲抽出人数较多一点，

由袁勋负责将各坊的看更队内由我们掌握的骨干，加上海洲的部分党员、团员，一共 20 人，

长短枪 20 余枝，袁勋把自己家中的卡宾枪、长短枪全部带走，一些党、团员如欧显宏等也

带走自己家中的枪支。各乡仍留有骨干主持乡政，如海洲区英伟、古镇苏标、曹步吴明立、

四沙梁明初、高沙邓树榕等。

各路人马古镇集结后，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山县三区区委，张枫任区委书记，袁世根任宣

传委员抓政府工作，吕胜任组织委员抓武装工作。

中山县第三区人民政府也随即宣布成立，袁世根任区长，叶洪、司徒如任副区长。区中

队也同时成立，吕胜任中队长，何金任中队副，袁勋任指导员，下辖 3 个排。

五、挺进小榄

在广州已经解放，中山石岐还未解放的这段真空期间，袁带、屈仁则之流的国民党中山

三、九区地方势力和军、政当权者等，在九区建国乡浮圩举行会议，商讨应付时局问题，决

定以小榄为中山“起义的中心点”，上演一场“假解放”的滑稽戏。1949 年 10 月 22 日（即

农历九月初一）凌晨 3 时，由谢云龙属下人马在永宁大榄岗、凤山、园榄、半边榄等各制高

点放枪，搞所谓“起义”。翌晨，黎湛泉（又名尚统）率领属下人员，由低沙庙进入市区，

并张贴以黎湛泉署名的所谓布告和传单，并在同乐戏院内（今小榄戏院）召开三区民众大会，

宣告小榄“解放”。而实际上盘踞于这一带的国民党势力袁、屈、谢、巢之流早已逃之夭夭，

留下一班鱼兵虾将来表演一场“假解放”的滑稽戏。此行动遭到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的

痛斥和否定。

1949 年 10 月 30 日，中山县城石岐解放。这段期间，中山三区地方武装已经集结古镇。

11 月 4 日，由叶勉忠（叶超）带领周乃夫、罗彬、袁惠贤、袁连旺、麦成意、袁北成、何

炳刚组成先遣队进驻小榄原国民党三区警察所，与卢励吾（小榄自卫队长，小榄商会理事长）

商讨接收小榄有关事项。主要有：（1）如何接收区府、镇府、警察所等政权、军事机构；（2）
如何接收旧档案，除国民党三区署和小榄镇公所档案外，还有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审计部南迁

到小榄、分别存放在 10 余间祠堂的档案接管封存；（3）解决经费问题，各商团分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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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如何开展征税工作；（4）如何接收整编保七营留驻小榄的队伍（当时营长屈仁则已逃走，

由副营长负责移交）。

在先遣队入小榄后，在镇内的地下党员，配合调查国民党武器情况。张莹、何芝、袁定

慧一起赶制五星红旗（包括三区武装及顺德独立团用的），小榄团支部组织青年宣传队，开

展宣传活动。

1949 年 11 月 8 日，由张枫、袁世根率领武装队伍和各乡党团骨干约 250 人，从邦平乡

公所所在地古镇经曹步过九洲基进入小榄。当天上午 8 时，国民党小榄镇镇长高澄江，商会

理事长卢励吾率领各机关、团体、学校师生代表数百人，前往该镇东区四圣宫静候。11 时

30 分，张枫、袁世根率领队伍到达四圣宫，有女学生数名向张枫、袁世根献花，还有鼓乐

队、醒狮队，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场面非常热闹。队伍进入小榄警察所休息数小时，随即

到原国民党三区区署办理接管事宜，宣布小榄镇解放。

与此同时，区中队也立即布防。一排排长张德浩率队到沙口驻防；中队副兼二排排长何

金留驻区府，三排排长苏能根率队到警察所驻防。

11 月 16 日，小榄各界人士、机关团体代表数十人在小榄商会会议室，召开“庆祝中山

三区解放筹备会议”，商讨庆祝三区解放大会各项事宜，推选袁世根区长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并确定次日再举行庆祝大会。11 月 17 日中午 11 时 30 分，中山县第三区人民庆祝解放大会

正式开始，先由袁世根区长致词，张枫、驻军代表及各阶层代表分别讲话。大会结束后，万

人队伍有秩序地从体育场出发，环绕小榄镇一周游行。当晚在大升平戏院（今小榄影剧院）

举行游艺晚会。

六、清剿残敌

刚解放，百废待兴，各项任务繁重，尤以支前的筹粮、筹款任务紧迫。区长袁世根全力

担负支前工作，没有官架子，常穿一条短裤，踏着自行车，经常下乡与老百姓在一起，倾听

群众意见。三区的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做好支前工作，较好地完成县上下达的各项任务，受

到县政府的表扬。

小榄虽然解放了，但盘踞于三区的国民党土匪武装经常在小榄近郊放冷枪，不法商人囤

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社会不稳定等。稳定社会治安和恢复经济秩序是人民的迫切要求，

因此，中山独立团派政治部主任吴当鸿带领 4 个连，于 11 月 10 日下午 2 时由石岐乘专船开

赴小榄。随即，两广纵队一团三营来驻防，开展肃清残匪、收缴黑枪、扫荡镇内的烟、赌，

同时协助区人民政府打击哄抬物价，整顿金融市场，以人民币为流通货币等，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

此外，在解放前夕从小榄逃往香港的谢云龙（在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挺三”独立大

队长，诨名谢老虎，长期盘踞小榄一带），在 1950 年初，经华南分局负责统战工作的饶彰风

做他工作，谢衡量了得失，同意回来缴交武器，向人民认罪。他持有饶彰风的亲笔信，回小

榄见张枫、袁世根两人，谢提出缴交武器时，晚上在他家为宜。区委、区政府经研究后同意

他本人的请求。收缴谢的枪支当晚，前往接收的有区委书记张枫、区长袁世根、区中队长吕

胜、区指导员袁勋、区中队副何金等 5 人。谢交出计有轻机枪 5 挺，步枪 100 多支，卡宾枪、

短枪 10 余支及弹药一批。点收完毕大家一齐离开。后来，谢本人乘电船回香港。

（选自《中山党史》总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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