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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昌龙在闽北的足迹与贡献
创建岭阳兵工厂

在 1928 年 9 月 28 日在梅暴动之前，崇安县
委经过充分准备，在上梅的岩山后等地建立了5
个土枪土炮制造所。其中有一个是炸弹厂。这5
所军工生产基地，开始生产的武器有马蹄枪、雷
火枪、土铳、手雷、梭标、大刀等，后来又发明了

“老虎箭”、“挨丝炮”、“松筒炮”、“二手雷”等土制
武器。

1930年初，张昌龙组织了五六十名工人，带
了一部分生产工具，来到崇安县岚谷岭阳村小溪
坪给红军造枪。兵工厂组建初期，全部生产工具
仅仅是张昌龙从私人小工厂带来的五六十把锉
刀，五六把老虎钳和一个打铁炉，其他的设备都
是靠工人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创建起来的，如没有
炼铁炉，工人们就自己土造；没有燃料，工人们就
上山烧木炭；没有鼓风机，工人们就制作了一个3
米多长的大风箱，使用时两个人一起拉。总之，
全厂的工人就靠因陋就简地建造各种设备。

积极想办法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没有钢
铁，要制造武器弹药是不可能的。随着闽北红军
的发展，急需大量的武器弹药来装备红军。根据
闽北党的指示，动员苏区人民群众献钢、铜、铁、
锡来支援红军。一方面依靠村、乡、区三级苏维
埃政府在赤卫队的配合下，挑着箩筐到各家各户
去收集。另一方面，还组织一部分人员到各地收
拾老百姓的破锅、锡水壶、和尚庙里的大钟等等，
只要能用的材料，都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积少
成多，然后进行分类提炼，通过提炼，比较好的材
料用来制造武器，差一点的就用来制造弹药和各
种生产工具。

就这样，“土法上马”，造出一批批枪支弹
药。即使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张昌龙带领着
团队靠着双手，制造了“焦炮”、“过山龙”、“锡炸
弹”等土制式武器。有效阻遏敌人进攻，发挥积
极作用。

1930年底，张昌龙从岚谷带领部分造枪工人
调往赣东北，组建闽浙赣军区兵工厂，第一次离

开了闽北。
重返闽北兵工厂

1932年9月，张昌龙随红10军第二次入闽作
战时，因攻打浦城脚部受伤而留在大安红军医院
养伤。这时，闽北兵工厂的领导在“肃反”运动中
被错杀。1932年10月，闽北军分区为了加强对
兵工厂的领导，派张昌龙同志到兵工厂任书记兼
主任。后来红10军又派来一个姓李的师傅指导
兵工厂修枪。全厂工人在张书记的领导和李师
傅的指导下，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工人们
一天到晚不停地生产，常常工作到深夜12点，没
有电灯就用汽油灯，没有汽油就到山上砍竹子，
而后劈成竹片，一个人专门负责点燃竹片，其他
的同志继续做工，他们就是这样坚持工作下去
的。

1933 年至 1934 年，这个兵工厂发展到二三
百人，也是该厂最兴旺的时期。生产规模也逐步
扩大。技术人员实行了必要的分工，分科，分
组。全厂共分5个科和2个组，即：修械科，科长
张昌龙主任兼，该科专门负责修理红军的枪支、
制造手提机枪、马刀和三角刺刀；子弹科，科长是
黄瑛，负责制造长短枪子弹和检修迫击炮弹；炸
弹科，科长是卢天福，该科专门制造炸弹和地雷；
翻砂科，由张师傅负责，该科负责翻砂；新造科，
负责新造武器。另外还有一个打铁组和木工组，
他们主要是负责制作各科所需要的配件和工
具。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在行政上是分了科
组，但是又做到分工不分家，既有分又有合，大家
齐心协力地干工作。每到翻砂那天，全厂从领导
到各科组都自动去参加做模型，每一次翻砂都需
要24小时，而且温度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同志
们的精神始终非常饱满，情绪很高，都想多生产
一些武器弹药支援前方打胜仗。

1934年，兵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更加健全、
生产也逐步正规化了。全厂各科组都有计划地
进行生产，在技术上也有所改进。如子弹科，为
了克服材料不足的问题，将铜头子弹改制成锡头
子弹。炸弹科，为了增强炸弹的杀伤力，将马尾

炸弹改制成木柄手榴弹，这样一改不但达到了预
计的目的，而且便于投掷，携带方便。通过改革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生产数量，此时子弹科每月可
制造子弹十四五万发。炸弹科每月可制造炸弹、
地雷10000个左右。在1933年至1934年两年红
5月生产搞得好得到军区两次奖励，发了奖旗。

随着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
利，1935年1月，闽北分区的党政军机关等便不
得不开始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此时兵
工厂的人员，根据上级的指示，也逐步地分散了，
有的跟随部队行动修枪，有的留在当地坚持武装
斗争。兵工厂仅组织了六七十人，由张昌龙同志
率领随同领导机关转入游击战争。兵工厂的生
产工具，能搬得动的就带走，笨重的设备就暂时
坚壁清野，由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人员看管。

留下的六七十人，由张昌龙负责，配备轻便
设备，随分区司令部转入游击战争。并从红军部
队中调一位排长到兵工厂，负责军工人员的军事
训练，使军工人员既会造枪，又会打仗，以适应游
击战争需要。

游击战争中的坚持
1935年2月，闽北红军在长涧源重新整编，

成立闽北独立师。兵工厂也随闽北红军到达长
涧源。随后，兵工厂自温岭圳过车盆坑到达江西
铅山县石垅镇，将原属石垅苏维埃政府管辖的石
垅修械厂合并到闽北兵工厂，兵工厂得到了加
强。不久，闽北兵工厂又从石垅迁回崇安大安源
马家坪。由于无线电队编入闽北兵工厂，军工人
员增加到一百余人，工厂领导也作了调整，原无
线电队队长余雅鹿担任兵工厂政委，主任由张昌
龙继任。3月兵工厂随军分区司令部从马家坪搬
到桐木关的北坑，在那里住了近3个月。兵工厂
在此开始了上山后的首次生产。当时主要任务
是翻装子弹。兵工厂把各部队收集来的子弹壳
经过几道加工，翻装成新的子弹。在战时子弹壳
来源困难的情况下，分区司令部专门给各部队下
达命令，每打完一战都要把子弹壳集中起来定期
送到兵工厂进行统一翻装。

1935年6月底，闽北兵工厂奉命跟随分区司
令部转移到洋庄西际地源。闽北分区委机关也
住在这里。兵工厂设在地源溪上游一个名叫关
子里的大坑。兵工厂在这里加紧翻制子弹。兵
工厂在那里驻了 4 个多月，翻制了大量子弹。
1935年底，闽北兵工厂随司令部搬到了樟村，仅
驻一个多月。1936年初，兵工厂又随司令部转战
到了岚谷横源附近的高畲。驻地经常变动，每到
一地兵工厂工人不讲条件都坚持生产，支援前
线。

1936年夏，由于闽赣省和闽北分区司令部先
后迁离崇安，驻崇安的红军游击队相对减少，闽
北兵工厂独自住在岚谷溪源的小坑，后转到桐木
关的北坑。在北坑因敌人进攻频繁，人员多不便
转移，兵工厂又进行了一次精简，从一百多人压
缩到三十多人。

抗战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南方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
军。闽北兵工厂的四十余名军工人员与闽北红
军游击队一道下山。兵工厂设在崇安坑口的村
头村。为了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工作，张昌龙主
任曾带领黄瑛等九位军工人员到石塘为集中在
那里的闽北红军游击队修理枪支，为抗日尽了一
份责任。1938年2月25日新四军第3支队5团北
上抗日后，张昌龙等一行人回到村头村。

为了保留这支军工火种，以应付国民党顽固
派随时可能制造摩擦事件的需要，中共闽浙赣特
委决定闽北兵工厂搬到坑口宿军塘隐蔽坚持小
量的生产。1939年冬，中共福建省委决定调闽北
兵工厂北上安徽岩寺新四军军部，以充实大部队
的兵工厂。闽北兵工厂除留下5人外，其余全部
由张昌龙率领并开往安徽岩寺。自此，张昌龙离
开了闽北，汇合到抗日的洪流之中，继续发挥它
的重要作用。

闽北兵工厂调往抗日前线后，福建省委随即
在宿军塘成立一个修械所取名宿军塘修械所，由
原来兵工厂留下的军工人员，一直坚持到 1941
年，随着局势变化，人员调离才结束。

（未完待续）
本文参考黄瑛《闽北红军兵工厂》（李文琪整

理）

张昌龙与闽北的军工事业
○ 张珍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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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闽清县2018
年度第二十七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已经福建
省人民政府批准。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批准文件：《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闽清县 2018 年度第二十七批次
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
政地〔2019〕15号）（见附件）。

二、批准征地情况（见附表）（具
体四至范围详见经批准的1：500宗地
图）。

三、涉及上述征收（使用）范围内

的土地位于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征
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价；具体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经闽清县人民政府同
意后，由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另
行发布，公告期满后报闽清县人民政
府批准组织实施。

四、涉及上述征收（使用）范围的
原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土地权
利证书将直接予以注销。

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涉及
上述用地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
权人，应持相关文件到所在村委会办
理补偿登记，被征收土地范围内不得
改变地类、地貌，严禁在被征收土地
范围内抢种植物及突击建设建筑物、

突击性水面养殖，违者一律不予补
偿。

六、在实施征收（使用）土地中，
相关单位应当依法对土地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进行补偿，征地补偿费用不
得截留、克扣、挪用，切实维护农民利
益。

七、被征收（使用）土地的所有权
人及相关权利人对省人民政府批准
征收土地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本公
告期满之日起 60 日内向省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闽清县人民政府
2019年1月31日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梅土征告〔2019〕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福建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第23条规定、《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闽
清县2018年度第二十七批次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案的批复》（闽政地

〔2019〕15 号）和本县制定的具体标准
（梅政综〔2017〕42 号）文件，现将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收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水田

0.4821 公顷、园地 0.3097 公顷、林地
0.6441 公顷、其他农用地 0.1834 公顷、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7693 公顷、交通
运输用地0.0012公顷；

2、使用国有交通运输用地 0.0003
公顷、其他土地0.2962公顷，

以上共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3.3898
公顷，使用国有土地0.2965公顷，合计
征收（使用）土地3.6863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

价，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
安置补助费，不包括地上附着物、青苗
补偿费。耕地每公顷 53.625 万元（折
合每亩3.575万元，系数1.0），园地和经
济林地每公顷 32.175 万元（折合每亩
2.145 万元，系数 0.6），其他农用地、建
设用地、未利用地每公顷 12.87 万元
（每亩0.858万元，系数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1.95
万元(折合每亩0.13万元）。

白中镇田中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
总 计 柒 拾 万 壹 仟 玖 佰 叁 拾 柒 元 整
（701937元）；

国有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叁万
捌仟壹佰陆拾元整（38160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
按实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
补偿。

四、根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
厅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
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劳社文
[2007]689 号）、《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闽清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暂行
规定的通知》（梅政综[2010]80 号）和

《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被征地农
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补充通
知》（梅政综[2011]149号）文件规定，耕
地每亩预留3万元，用于被征地农民的
养老保障。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
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
内容如有不同意见，应当在本公告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以被征地的村委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单
位以书面形式向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提出。

六、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闽清
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有争议的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月31日

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018年度第二十七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附表：闽清县2018年第二十七批次建设用地征收（使用）土地方案情况表

地块
编号
2018-
27-01
2018-
27-02

合计

批准用途

鑫吉祥河
道

富盛达边
补征地块

权属单
位

白中镇
田中村
白中镇
田中村

用地面积
（公顷）

0.5156

3.1707

3.6863

按现状权属分类
国有

0.2965

0

0.2965

集体

0.2191

3.1707

3.3898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公顷）
面积总计

0.5156

3.1707

3.6863

耕地

0.1924

0.2897

0.4821

林地

0

0.6441

0.6441

建设用地

0.0124

1.7584

1.7708

其他农用地

0.0010

0.1824

0.1834

园地

0.0136

0.2961

0.3097

未利用地

0.2962

0

0.2962

2019 年 1 月 8 日中午，友人张延淼君发来微
信。告知一个消息：闽清县城北大街修路时钩机挖
出一套古碑。并传来几张挖掘现场的照片。而且，
他已主动请施工人员妥为保护古碑。同时，建议请
文物部门前来处置。首先钦佩友人的热心和文物
保护意识。

笔者虽非文保职能之人，然多年编志写史的生
涯让自己感到此事“匹夫有责”。遂匆匆饭毕，放弃
午休，不顾家人“爱管闲事”的唠叨，即赶往现场。
意欲了解详情之后报告文物保护部门。

古碑出土现场位于北大街“实验幼儿园”大门
前方。乃街道下水道改造工程施工中，深挖二米多
时发现的。此地距离县博物馆管理的文庙仅数十
米。

此时，博物馆的干部正在指挥钩机将带土的古
碑用软带捆扎后，小心翼翼地移至文庙前的埕地
上。显然，他们也是不午休第一时间赶来的，而且
工作进行得十分专业。安置妥古碑，钩机第
二次又送来了一个硕大的碑座。

经取水清洗，古碑形象清晰地展现出
来。碑体材料为花岗岩石；圆形碑首；碑宽
完整，量得宽度为86厘米；碑身下端横向断
裂，残长173厘米；碑厚为18厘米。

再看碑文。碑首阴刻繁体字楷书，字体
庄重、美观。试阅读，乍一看去，各字左右间
距紧密，上下距离疏朗，似为现在书写习惯
的两行10个字。但仔细读来，实为10个字
分5行竖式排列，每行2字；读成“闽清邑侯
彭公留思碑志”；书写规格符合古时之例。

其字体高13厘米，字宽12厘米。
继而，观察碑额之下的正文。碑面略显粗糙，粗看不见碑文。

围观的人都说，没有字，是一方“无字碑”。但经耐心静气，多个角
度，反复辨认，依稀可见一些残缺的字迹或笔划。甚至还若隐若现
出一截边框线条。因此，断定其是有内容的古碑。

在现场，因缺乏资料，只知“留思碑志”是为留念与怀恋而树碑
立传；“邑侯”为知县的雅称；“彭公”应是指彭姓的知县。至于“彭
公”名讳，是何年代，一时茫然。

因古碑上看不到具体年代，要查，只好从历代闽清知县名表入

手。经查阅乾隆本和民国版《闽清县志》之“职官”部分。可知，自宋元明
清历代181名闽清知县中，彭姓知县有两位。一是“彭珥，嘉靖间任，龙泉
人”，且是嘉靖年间第一任知县。二是“彭俊奇，康熙间任，溧阳人”。也
就是说，明清两代各有一位彭姓知县。但古碑所指是哪一位，尚不能确
定。

第二步拟从政绩方面查找。既然该知县有口皆碑，理应在史志上有
所记载。首先，发现在“建筑志”上对于“闽清县署”记述中有“嘉靖间，邑
令澎珥增拓之”一句。虽然其“澎”字加了三点水，一般可认为是错别
字。几经辗转，又于“循吏传”中查到：“彭珥，龙泉人，嘉靖初知闽清。先
是邑每岁输军饷于定海卫，民病远涉，珥请纳银代之，邑民便焉。尝建学
宫、备祭器、拓公署、创门楼，役兴而无所扰”。

而关于知县彭俊奇，却未见到具体记载。
至此，基本可认定，北大街出土的第一方古碑是为明代嘉靖初闽清

的好知县彭珥所立，以颂扬其善政流风。
至于古碑的年份，因落款字迹湮没，权且按嘉靖共44年，闽清知县历

12人，人均三年半而计，即公元1522—1526年间。如此说来，“彭公留思
碑”已近500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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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犬丰年辞旧岁；
迎猪除夕报新春。

道临天下山川秀；
德满乾坤日月新。

犬逢改革辉煌岁；
猪迓中华盛典年。

犬报佳音，改革开门卌载绩；
猪迎盛世，中华建国七旬煌。

梅邑山青水秀生态美；
榕城人杰地灵气象新。

党恩浩荡，阳光雨露春风沐；
国运昌隆，华夏军民国梦圆。

送犬迎猪新春联
○ 黄 胤

浮云渐暮，看风起星河，杯酒空注。极目关
山念远，倚栏谁诉。流年抛却闲诗里，忆当初、
芳华曾驻。月清如洗，看灯明灭，清词题付。

黯思量、秋来雁渡，又离恨欢情，几回寒
暑。行世经年，辗转不消眉蹙。诗书千卷烦忧
解，忘闻功名句中叙。清茶细火，布衣羹汤，寸
心如故。

桂 枝 香
○ 陈碧辉

一
话说明朝嘉靖

年间，有一位乡绅
在外地当官。

一 天 ，任 满 返
乡。乘船顺风顺水
路过扬子江，至晚
停 泊 天 宁 洲 。 忽
然，呼啦啦来了一
帮蒙面人要抢劫他
的宦资。

盗贼不管三七
二十一，纷纷跳上
船就翻箱倒柜，欲
寻珍珠宝贵。哪知
道 折 腾 了 好 一 会
儿，连颗珠宝影子
都没见。只有几坛
酒，几担米，几本残
破不全的书籍和几
件旧衣服。

此官绅见状，
不慌不忙，笑嘻嘻
地作揖拱请这些从
天而降的不速之客
进船舱，说道：“不
消列位动手，箱笼杂物尽数取去就是。”

一个强盗不由分说，对着一只旧漆
木箱，一刀劈下，只听哗啦一声，箱子破
裂，一堆破书破画笔墨纸砚滚落一地。

又一强盗见此滥货，气急败坏，对着
另一只箱子高举斧头砍将下去，箱破物
倾，亦无非几件旧衣服和一些纸箔包裹
的香炉瓷器，不禁摇头叹气道：“原来是
个清官。”顺手夺过主人拜匣，一搜也只
有二三十两碎银子，便献于为首的。

那匪首掂了掂那包银子，大声嚷道：
“这是清廉好官，不要拿他的东西。”

说着急忙跳过自己船去，将一大包
银子拿过来，噗通一声跪在乡绅面前，诚
恳地双手献上，并道：“老爷得罪了！这
些银子是小人们权送老爷压惊的。小的
众兄弟以为任满回乡的官长，必然是金
珠满载，哪知老爷一清如水，是真正爱惜
百姓的官爷，可敬可仰！恕小的有眼不
识泰山！”说完还磕了几个响头。

那官老爷哈哈笑道：“虽承美意，但
我平生不肯无故受人东西，怎好受你们
的。”那些盗匪受他感染，乱哄哄嚷道：

“这是我们的零星薄敬，怎么不受。”
那乡绅无可奈何，勉强收下。无以

报答，便磨墨挥毫以诗赠之。那些强盗
个个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欣然走了。

原来这乡绅一生为官，平日清廉自
矢，只饮百姓一杯水，两袖清风，因此囊
中萧然。

却说那盗贼虽令人嫌恶，可也有良
心没有完全泯灭者，对那爱民的仁人也
懂得敬仰，对那不贪酷的清官也知爱
戴。这正如人们所说的“偷亦有道”。

二
说到“偷亦有道”，这里也还有一个

人。那是万历末年，绰号“莫拿我”的贼
首。他偷盗先立个条约，令众贼不许犯，
犯者便要惩罚。

条约上的第一款是三不偷：一不偷
穷秀才，二不偷寡妇，三不偷五女之家；

第二款是五不取：一不取人锅子，二
不取人裤子，三不取人冬天的棉袄，四不
取夏天的帐子，五不取人米麦。

定下条约，众贼个个心服口服，钦此
钦遵，尊他为贼都头。

连盗贼都懂可怜比他更穷的人，你
一个当官的衣食无忧，为何没有一点体
恤之心？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作威作福，
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人生在世，无非日
图三餐，夜图一宿，到底为哪般？

所以，凡为人者，不管当官还是普通
百姓，不拘大小，切不可丧失良心。如不
丧良心，虽卑污如盗贼，后边还或有出头
日子；若丧了良心，虽现处富贵之境地，
恐到底没有好下场。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生坦
坦荡荡做人，光明磊落，不怕半夜鬼敲
门，不必整日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日
子，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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