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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华

南陵建党前的社会背景
上世纪二十年代，
“物产丰富、鱼米之乡”
的南陵，由于封建制度的统治束缚，农业和工
商业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广大劳动人民的生
活非常贫苦。
首先，随着土地大量兼并，地主对农民的
剥削日益加重。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全县
耕地面积约为 462693 亩，但 60%左右被地主、
富农所占有。三里玉塘村，地主、富农占有土
地面积竟高达当地总面积的 98.65%；县城内
云谷堂、三立堂、继范堂、宝晋堂、维政堂等五
个大堂占有土地 41000 亩，其中云谷堂占地
15000 亩，为全县之最；江北会馆、泾县会馆、
旌德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
“安庆七邑同
乡会”等六个较大会馆占有土地 1036 亩。
“五
堂”
“六馆”垄断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
9.1%。还有西门的朱广济、东门的刘跃廷等
较大的地主，每户所占土地均达二、三千亩。
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状况，迫使众多无地或
少地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土地，从而忍受地
主和官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其次，城市资产阶级、投机商与城乡地
主、高利贷者勾结起来对劳动人民的压榨。
再次，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利
益的反动政权，实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
房捐、铺捐、米捐和印花税、统税、屠宰税、正
税等等，又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
此外，广大农民还常遭受着自然灾害的
侵袭。好年景，农民们辛苦劳累了一年，收获
所得大部分被地主、高利贷者剥削而去；差年
景，农民们更是入不敷出，饥寒交迫，举债度
日，甚或逃荒要饭。
农民与地主、工人和资本家、雇员与店主
不可调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孕育着社会
革命的先机，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热切呼
唤着代表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
利益的新型政党领导他们开展革命斗争，这
就为南陵县建党提供了必然要求和客观条
件。

马克思主义在南陵的传播
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南陵的传播者，
主要是南陵旅沪读书学生。南陵旅沪读书学
生刘一清等人在上海读书期间，阅读了《响
导》
《新潮》
《新青年》
《湘江评论》等一些进步
书刊，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暑假返乡，为了

追求革命真理，探讨社会进步，他们邀集南陵
城关一些进步知识青年，于 1922 年 7 月中旬，
在南陵城关成立了南陵县马克思主义研究小
组。组长刘一清，组员有柯谷鸣、燕昌鑫等 11
人。研究小组成立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
《社会科学概论》
《新青年》
《响导》等进步书
刊，并在城乡一些学校、集镇进行了多次的宣
传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南陵的传播和促进
南陵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均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

南陵县民智促进会和共青团临时
特别支部的建立与活动影响
1922 年 8 月，以旅沪读书学生俞昌时为
首，联络了 20 多名乡村教师和中学生，在南陵
北乡谢家坝成立了南陵县民智促进会。促进
会成立后，紧紧抓了兴办学校和平民夜校活
动，因而很受群众欢迎，南陵城乡的一些进步
知识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民智促进会组织，一
时间全县成立分会 14 个，发展会员 200 余人，
兴办平民夜校 12 所，学生达 450 多人。此外，
还开展了 5 项颇具影响的活动。一是斗争了
贿选参议员王迪成；二是宣传了国民会议；三
是召开了孙中山追悼会；四是声援五卅运动；
五是开展废除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宣传
活动。特别是在声援五卅运动中，俞昌准由
上海学联奉派南陵，依托南陵县民智促进会，
于 1925 年 6 月 16 日在城关夫子庙广场召开了
1000 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俞昌准作
了沉痛而激愤的报告。会后，成立了南陵县
各届五卅惨案后援会。6 月 20 日，促进会又
在南陵北乡金阁第三高小召开了千余师生和
群众参加的报告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
向全国发了通电。南陵县民智促进会举行的
一系列活动，推动了南陵人民反帝反封建斗
争的深入开展。
1926 年 2 月初，旅沪读书学生刘一清、朱
怀德、俞昌时、俞昌准等寒假返乡，联络了 10
多个旅居上海、南京、芜湖读书的大中学生，
于 2 月 8 日在南陵城关成立了共青团南陵临
时特支（直属团中央领导）。特支成立后一是
狠批了戴季陶谬论；二是组建了南陵非基大
同盟（即非基督教大同盟）组织；三是散发了
两次“非基”传单；四是召开了一次游艺大会，
宣传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
些活动的开展进一步锤炼了进步知识青年的
革命意志，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南陵建党奠定

中共南陵特支机关旧址

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6 年 7 月 9 日，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出
发，党中央为了策动全国人民响应北伐，决定
将在上海读书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派往各
地做宣传发动工作。同年 8 月，俞昌时（1922
年 11 月，经恽代英、刘一清介绍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1923 年 5 月转为中共党员）、俞
昌准（1925 年秋，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26 年春转为中共党员）兄弟
俩，奉命返回南陵，秘密发展了一些骨干分子
入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与筹划，于 1926
年 11 月 25 日，在城关东门刘作俊家成立了中
共南陵特别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会上，
举行了孙达、刘作俊、王坤维等的入党仪式，
俞昌时作了《党的使命》和《党员条件》的报
告，俞昌准作了《目前情势与目前任务》的报
告。会议决定俞昌时任特支书记，俞昌准任
宣传委员，孙达任组织委员，杜爱斯任工农委
员，
朱怀德任青年委员，
王坤维任妇女委员。
至此，南陵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
织——中国共产党南陵特别支部诞生了。

有个地方叫奎湖
邓绪源

方根秀

民兵进行军事化出操。这时候听大人们说奎
湖的体育运动在周边开展得最好，再后来听
说电影《碧海红波》在奎湖拍摄水中激战的镜
头。关于这两件事到今天我也没有核实是不
是真的发生过，总之因为这两件事让我对奎
湖充满着神往之情结，这种情结一直延续了
很多年，直到一次次地乘船在奎湖上来来往
往。后来我才弄清楚了，1972 年全国农村体
育大会在奎湖召开，安徽省第十届运动会几
个水上项目也在这里完成，至此，奎湖成为闻
名全国的体育之乡。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当时工
作 的 学 校 去 芜 湖 市 ，有 几 条 路 与 奎 湖 分 不
开：一条是从湖西南边的建福陶村乘渡船过
湖，到黄塘上南芜路坐车去芜湖市；一条是
从西北边的井口汪坐机动船，到奎湖街道上
南芜路再去芜湖市；还有一条是从顶西南的
圣旨塘坐机动船到奎湖（这条水路我没有走
过），圣旨塘这个坐落于奎湖边的小地方民
间传说是当年龙王爷降旨封小龙王的地方，
因为是“圣地”，至今那儿都没有人家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在那儿建起了排灌站将奎湖
里的水抽上来灌溉农田。这几条机动船行
驶的水路将烟波浩渺的奎湖沿途的美景尽
收眼底。
如今奎湖美丽乡村建设与安徽省级奎湖
湿地公园的建成，使得奎湖旧貌换了新颜，当
然灿烂的奎湖文化必定会得到发扬光大。

提起“员外”，总会想起小时候看露天越
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身边一位村妇
说：
“ 这个祝员外，看着就来火，胡子翘啊翘
的，就想把它拔了！”祝员外就是剧中祝英台
的父亲，把女儿许给了马太守的儿子马文
才，拆散了一对有情人，毁掉了“梁祝”美好
姻缘，从而惹恼了村妇。写《陋室铭》的刘禹
锡，大家都不陌生，他就被称为“刘员外”，柳
宗元写过《三赠刘员外》：
“信书成自误，经事
渐知非。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颜真卿
所书《朱巨川告身》帖中，就有“员外郎”三个
字。明清小说里，
“员外”出现的频率也相当
高，
《水浒传》中卢俊义、
《西游记》里寇洪都
被称作
“员外”
。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员外”有两种解
释：其一是古时官职（全称员外郎，是在郎官
的定员之外设置的）；其二是对地主豪绅的
称呼（多见于早期白话）。这其中，后一种解
释比较常见，民间所称的“员外”，绝大多数
都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前文所提祝员外、
卢员外、
寇员外大抵都是如此。
“员外”这个称呼在古代很普遍，开始只
是在一些常见的官职前面冠上“员外”之名，
三国曹魏时期，有“员外散骑常侍”一职，晋
朝时，又有“员外散骑侍郎”，都是皇帝的侍
从官。古代朝廷官职，也有正副之分，员外
其实属于副职。这些带有“员外”的官职，虽
无多少实权，但接近皇帝机会较多，因而许
多人对这个职位仍是趋之若鹜。能够担任
这一职务的，要么是宗室子弟，要么是世家
大族，
是需要一定背景的。
南北朝时，出现了殿中员外将军、员外
司马督等职。等到隋朝时，尚书省二十四
司，各设员外郎一名，成为各司副官，员外的
地位有所提升。隋朝之后的各个朝代，六部
各司中也都有“员外郎”官职。除六部各司
之外，清朝的理藩院、太仆寺、内务院，也都
有“员外郎”这一官职。这些“员外郎”已是
朝廷正式编制之内的官员。
唐代开始，除了科举之外，还允许推举
为官。当时正式编制内的各级官员，更替的
时间比较长，这就导致许多人想做官却又做
不了官，这些人只能成为候补官员，和“正员
官”相对，称之为“员外官”，唐代的“员外官”
问题比较突出。唐代各民族关系比较融洽，
唐朝政府为了笼络人心，有很多“员外官”都
是给少数民族的封官。此外，朝廷被贬的官
员，
也被称作
“员外官”
。
后来又出现卖官、买官，朝廷为了充盈
国库，允许捐官，也就是卖官。而民间的有
钱人家，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也乐于花钱
买官。有钱人买的大多是“员外官”，说白
了，就是一个名号而已。正如《通俗编·仕进》
中说：
“所云员外者，谓在正员之外。大率依
权纳贿所为，与今部曹不同，故有财势之徒，
皆得假借其称。”这时候的“员外”这个称
呼，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明清小说话
本中所说的
“员外”
，大抵皆是这个意思了。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各
种因素的变化，有一些字、词、句在漫长历史
长河中，所表达的意思已经与最初的含义不
完 全 一 致 ，甚 至 是 相 左 的 ，就 像“ 衣 冠 禽
兽”。还有一些词语，则长期被世人误解误
用，很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貌。基
于此，本版特开设“字斟句酌”栏目，欢迎广
大读者踊跃投稿，来稿请注明“字斟句酌”栏
目，
投稿信箱：
whrbzfkb@163.com。

字斟句酌

划分，奎湖公社辖 12 个生产大队；1961 年至
1965 年社、队划分，奎湖公社辖 5 个生产大
队；1984 年至 1988 年乡（镇）、村划分，奎湖乡
辖 7 个村（居）；1992 年 3 月撤销黄墓区，黄墓
区的六个乡镇中黄墓镇、仙坊乡合并为黄墓
镇，奎湖乡、黄塘乡合并为奎湖乡，太丰乡、东
塘乡没有动，奎湖乡 15 个村（居）；2000 年 3
月，奎湖镇原 15 个村（居）调整为 8 个村（居）：
建福、东胜、文阁、奎湖、高桥、黄塘、池湖、奎
湖街道；2003 年 10 月区划调整，黄墓镇、奎湖
镇、太丰乡、东塘乡合并为许镇镇。
因此，虽然在行政区划中，黄墓和奎湖同
属许镇镇，但如果到过黄墓和奎湖，就会知
道，其实奎湖离黄墓还是有点远的，有近二十
里之遥，这在有车有路的现在，从黄墓到奎湖
是分分钟的事情，而在四五十年前，两地之间
的距离则是遥远的。我们家住黄墓的人就有
“狎子（疯子之意）跑奎坨（早年称奎湖的方
言）”之说，意思就是黄墓一带距奎湖较远，正
常人一般无事是不会到奎湖去，只有神经不
正常的疯子才无事到处乱跑。正因为如此，
所以奎湖在我乃至我们黄墓一带人的心目中
是很远的一处所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虽然只是一个十几
岁的孩子，但轰轰烈烈的农村体育活动我有
着很清晰的印象，那时每个村子都建有篮球
场，都成立了篮球队，村与村之间的篮球队常
常进行篮球比赛，早晨有年轻人组织的基干

“员外
员外”
”
缘何来

中共南陵特支的建立

古城往事

奎湖，又名奎潭湖，位于芜湖市南陵县北
面，是南陵第一大湖，紧依 205 国道（原先的南
芜路，也称芜南路），与芜湖市弋江区相邻，距
芜湖市中心 25 公里，总面积约 700 公顷，在无
为划归芜湖之前，奎湖一直为芜湖市最大的
湖泊。因形如葫芦，长约十五里，窄处仅一里
多，宽处达三里左右，湖中有七个圆形的大沙
墩，如奎星排列，
因此叫奎湖。
奎湖中若奎星状的七墩，有的峭拔、有的
平缓、有的奇崛，有的绿树环绕、有的农舍隐
约、有的花影迷离。由湖东到湖西有六段：北
子塘埂、埭塘埂、过水段、一字埂、桃木段、桥
头段。奎湖的九十九个汊更使它结构奇巧、
神秘多变、水中有陆、陆中有水，是天造地设
的水中迷宫。
奎湖千顷烟波中水质清澈、荇草招摇、蒹
葭苍苍、农歌渔唱，在历史上就有八景美名：
奎湖泛月、神墩鸣涛、荷园听雨、菱香勾魂、虚
亭清泛、浮山醉春、芦林藏娇、野渡横舟。其
中位于八景之首的“奎湖泛月”为南陵县十景
之一。
1949 年以后，奎湖的行政区划经历过多
次调整：1950 年区、村划分，奎湖当时隶属第
九区；1952 年区、乡划分，奎湖属黄墓区；1953
年区、乡划分，奎湖与太丰、东塘、仙坊、黄墓、
黄塘六乡镇合并成立许镇区；1958 年社、队划
分，原来的许镇区划分为许镇公社和奎湖公
社，奎湖公社有 14 个生产大队；1960 年社、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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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心 丈 量 这 座 古 城 的 每 一 段 过 往

中共南陵特别支部诞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