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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天石在通海行署
□ 陶建明

任天石，又名赵济平、康平、
启生，1913 年出生于常熟梅李镇
中医世家， 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
院， 在家乡挂牌行医。 1939 年入
党，历任中共常熟县委书记、第一
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常熟县县长、
中共苏常太工委委员兼苏州县县
长、“民抗” 总部司令。 1941 年 7
月， 因日伪军大举在苏常太进行
“清乡”，被迫撤至苏北通海地区，
任苏中四地委江南工委书记兼通
海工委书记、通海行署副主任、通
海自卫团政委等职， 他以通海为
基地，培训秘工人员，为江南恢复
工作，为巩固通海根据地，作出了
不懈努力。

任天石 1920 年到梅李小学读书。
1927 年 8 月， 考入城内孝友初级中学，
因参加学生自治会， 闹学潮而被校方开
除。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任天石积
极奔走，宣传抗日，募捐支前。 1932 年 8
月，任天石考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勤工俭
学， 奋志学业。 毕业后返回家乡挂牌行
医。 1936 年其父辞世，他自城内迁回塘
桥，服务乡梓，每遇贫病，不计诊金，声誉
日隆。
1936 年西安事变后，任天石在中国
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下， 思想有了新
的飞跃。 1937 年 3 月，常熟人民抗日救
国自卫会在梅李成立常熟县抗敌后援会
分会，他任梅李抗敌后援会分会副主任。
1938 年，他弃医从戎，保家卫国，成立常
熟人民抗日自卫队。 他任副大队长、队
长。1939 年 6 月，
“民抗”总部成立，任天
石被任命为司令。同年秋，他加入中国共
产党。 历任常熟县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
主席、中共常熟县委书记、第一行政区督
察专员兼常熟县县长、 中共苏常太工委
委员兼苏州县县长。
1941 年 7 月，日伪军大举进行“清
乡”，他在苏常太进行艰苦卓绝的反“
清
乡” 斗争， 后奉命突围， 撤至苏北通海
地区。
通海地区， 原指南通县东南部与海
门西部地区，南至长江，西至南通狼山脚
下，东至青龙港，北迄盐运河，东西 70
里，南北 30 里，是日伪控制海启的战略
通道。 盘踞在这里的是国民党反共顽固
派伪省保安第十旅邱冠生部。 1941 年 9
月，为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通海同
情区，陈同生率江海挺进支队兵分两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通海地区。经
过四五天的英勇战斗， 江海挺进支队控
制了整个通海地区， 将助日媚敌的邱冠
生部全部歼灭， 迫使日寇回到南通保其
老巢。 10 月，通海行署成立，陈同生任通
海工委书记兼通海行署主任。不久，陈同
生调离，茅珵任通海行署主任。
任天石来到苏北， 为工作方便化名
赵济平，先到南通城内以开磨坊为掩护，
了解敌“清乡”后常熟、太仓地区的情况。
但长江南北交通阻隔， 要在南通城内了
解情况很困难， 于是他又转移到与常熟
隔江相对的通海游击区， 并抽调原在常
太地区工作的干部协助开展工作。 1942
年 5 月，苏中区决定将澄锡虞、苏常太
地区的工作由苏三、四区领导，任命任天
石为江南工委书记（对外称江南办事处）
负责苏常太地区的恢复工作， 同时兼任
通海工委书记、通海行署副主任。将任天
石以及顾复生等率领的一支从江南撤离
的 80 余人的部队，编入通海自卫团，建
成第二连， 汤景延为团长， 任天石为政
委。 任天石根据苏常太地区在日伪“清
乡”中损失严重的特点，确定恢复工作的

具体方针：以通海地区为基地， 积蓄力
量， 培训骨干， 同时积极布置秘密点线
工作， 俟条件具备， 即派武装南下恢复
工作。
开展苏常太地区的恢复工作， 首先
要在长江北岸挑选适当地点建立南下的
前进基地，开辟贯通长江南北的交通线。
经过调查研究， 任天石决定将海门县的
大安港作为恢复苏常太工作的前进基
地。 他先后率杨增、 仲国鋆等人去大安
港开展工作，加强与各方面人士的联系，
广交朋友，并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同时争
取汪伪军政头目充当“两面派”为我方出
力；此外，做好船民工作，建立起绕道上
海再转入苏常太地区的秘密交通线。
任天石还亲自培训秘工干部， 挑选
组织精干武装、 分批派回江南开展秘密
工作， 为日后武装小分队南下作准备。
这批秘工干部进入苏常太地区后， 以社
会职业做掩护， 一边实地了解敌人“清
乡” 后的情况， 一边寻找失去关系的党
员、干部，进行联系，相机建立点线关系，
稳扎稳打地开展秘密工作。
接着，任天石派徐政、朱英率领武装
工作队南下， 与先期到达常熟农村的戈
仰山等会合。在任天石领导下，经过一段
时间的秘密工作， 一批分散隐藏的党员
与组织接上了关系，一些党支部（小组）
恢复了活动。 常熟、苏州及其周围地区，
普遍建立起党的秘密点线， 党的秘密工
作形成了几个联系片， 恢复工作几乎覆
盖整个苏常昆太地区。 同时，在上海、苏
州、常熟以及南通开展城市工作，以合法
掩护“非法”，以公开掩护秘密，为在敌人
的心脏地区恢复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同一时期，通海地区敌情日益严重。
1942 年 9 月，日伪开始准备在通海地区
进行“清乡”。 任天石出席了苏中军区司
令员粟裕、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在南通严
家灶召开的反“清乡”准备会后，与顾复
生、汤景延、茅珵等开会研究通海区的斗
争实际，吸取苏常太反“清乡”斗争暂时
失利的经验教训。一天，任天石带领部队
转移，到了一个村庄附近，村外有一片很
大的芦苇地。 任天石根据以往的经验教
训，果断将部队隐蔽到村庄，不久，来了
几架日军飞机，对芦苇丛进行反复扫射，
由于任天石判断正确， 使部队避免了重
大伤亡。
通海区属苏中四分区， 附近有日伪
几个大据点。当时通海南濒长江，辖区狭
小，市镇密集，根据地新建，政权还不巩
固，我方虽有通海自卫团和崇明自卫团，
但总兵力只有 300 人， 回旋余地小，如
果敌人大举进犯，很难坚持斗争。任天石
根据这些特点，提出“
兵不厌诈”的建议。
利用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与南通城内
汪伪“清乡”委员会主任张北生的故旧关
系，假意投诚过去，改编成汪伪“江苏实

验区外勤警卫团”， 上演了一场“现代木马
计”。 为了保持与上级组织的联系，该团配备
秘密电台一部，由任天石掌握。 任天石假称
是该团五连连长周显才的叔叔，由周显才与
任天石保持联系。
1943 年 4 月初， 任天石获悉敌人对该
团有怀疑，敌“清乡”委员会主任张北生指令
汤景延率部寻机进攻新四军游击武装。 任天
石暗中配合，与汤景延约定，安排打了一次
假仗。 任天石把姜灶港一个应处死的叛徒，
押到汤景延处，让汤景延团处死他，造成汤
团“捕杀新四军”的假象。 由于巧妙对敌，汤
景延团“起义”成功，取得敌人依赖，被派驻
南通城外，在海门、姜灶港等集镇上设立“伪
据点”。 通海区不仅在敌人“清乡”时没有遭
到破坏，不少非战斗人员和领导干部家属还
从别的“清乡”区撤到通海。 同年 9 月下旬，
汤景延团在金沙镇一夜间全部倒戈反正，从
敌营中破腹而出，受到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
的高度赞扬。
在通海反“清乡”斗争最艰苦的时刻，任
天石改名康平，大家都叫他康主任。 他带领
大家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粉碎了敌人一次
次扫荡，取得了通海地区“反清乡”斗争的阶
段性胜利。
任天石是通海行署负责人，还兼管着江
南苏常太地区的工作，任务很重，但他对交
通站很关心，对交通员的政治思想状况了如
指掌。 他还很重视争取杂牌部队的工作。
他对土匪头子邱大宝做了不少工作。 邱大
宝曾数次到抗日部队来， 任天石都请他吃
饭， 让他不要伤害老百姓， 要钱要到日军、
伪军那里去搞， 还要他带着老百姓去锯日
军的电线杆。
任天石还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1944 年夏，任天石对反“扫荡”和反“清乡”
斗争胜利后干部力量不足的特定情况，决定
由樊伯平在通海游击区着手筹建南通简易
师范。 9 月，南通简易师范开学，有学员 50
多人。 开学不久，任天石还特意请全体教师
到行署参加晚宴，感谢大家为抗日民主教育
出力，使全体教师深受感动。
通海地区原有私立志行初级中学，由进
步人士创办， 通海行署的同志常去指导，帮
助学生进步并发展党员。 后来该校难以维
持， 任天石指示管惟吾以地方人士身份接
收。 1944 年底，在任天石领导下，志行初级
中学与南通简易师范合并， 新建崇川中学，
高中设师范班。 学校以灰色面目出现，但实
行抗日民主教育。 1945 年夏季，简师班学生
毕业，党员学生全被分配到小学、区委、部队
工作。 年底学校建立党支部。
1944 年 11 月，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的需要，统一领导苏常太、澄锡虞的抗日斗
争，苏中党委决定将原来由苏中三、四分区
代管的苏常太、澄锡虞地区合并为苏中第六
行政区，任天石任六地委常委兼第六行政区
专员。 任天石，从此离开了生死与共、为之奋
斗四年的通海地区。 1948 年，牺牲在南京。

鹤城三趣
□吕 五
鹤城是吕四古镇的雅称， 依渔港而
名扬四海。 这里有不少鲜为人知的陈年
趣事，举例有三。
其一，老街耄耋老人不持拐。他们耳
聪目明， 中风偏瘫者极少， 虽与如皋长
寿者不好比， 但在启东却少见。 1970
年前后， 今称长寿之乡的启东发肝病，
上海科研单位来启调查后， 在 《解放日
报》刊文称“吕四是肝癌高发区里的长寿
角”，1996 年 8 月 18 日，以《吕四人很少
得癌症》 为题称：“
启东是我国乃至世界
有名的肝癌高发地区， 但令人不解的是
位于启东西北角的吕四地区肝癌发病率
却很低。 60 年代我国学者对此曾作过深
入调查，结果发现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吕
四种植了大量的杏树和银杏树， 释放出
一种氰化氢， 从而起到了抗癌作用……

吕四现象对人类的启示是， 科学地建立
合适的植物环境。 ”
人无癌症会长寿， 现今吕四老街西
侧仍有两棵古银杏树， 在树叶能自然飘
落到的范围与周边，历来长寿者偏多，其
中在树南西二侧， 我认识并叫得出名字
的百岁老人就有三位： 建筑大师陶桂林
（1992 年故）、朱解珍（2009 年故）、芦惠
英（2017 年故）；在南街与北街，同样有
多位百岁与近百岁老人， 现今又有多位
九十七八的即将跨入百岁行列。
其二，吕四方言通东最古派。启东沙
地人常说“宁可与崇明人打相打，不要与
江北人讲闲话”（指吕四通东一带的人），
形容听不懂吕四方言， 其实方言是地域
传统文化、 相互交流的依托， 听异地方
言，对某些人来说是独特的文化享受。

吕四地处偏东东部，方言属“通东江
淮音吴语”，它有二大特点：一是与西部
方言有差异。吕四因处海隅一角，没有同
化言源， 总体上保持了原汁原味的通东
古派方言； 二是吕四方言本身在声调上
也有差异，即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
简单地说，出镇就有不同的四调：向东农
业区，说起来轻声细语，若性格暴躁者，
多听听，火气会立降三分；向北发声高吭
而音直，这与下海捕鱼人性格直爽有关；
向南接近沙地，带有沙地沪崇腔（过去在
上海求生者多）； 向西即越西越近通州
音，而且有些称谓独特，如天汾西宁及西
部一带称妻子为“老娘”，这种称谓在吕
四镇就成了母亲，还有吃水、吃数与吃醋
同音的笑话。
其三，道佛合一皆欢快，这是特有的

寺庙文化。 道徒、佛僧信仰有别，且各有其
所，但在吕四鹤城就不一样，不管过去或现
在，所有道观（庙）中都供有佛像，或如来或
观音，现今三清殿中仍供有如来佛像，过去
城隍庙中如来塑像，反宾为主比城隍爷大很
多，似乎在道观中缺少佛像就不完整，这是
较为少见的。
说具体点，吕四老镇内，过去道观（庙）
有三清殿、城隍庙、土地堂、关帝庙四座，佛
庙有集庆庵一座，各有信徒、香客，他们进门
各烧其香、 出门携手有说有笑结伴而行，说
明来自五湖四海的吕四人， 心地善良有海
量，相互包容，没有教派信仰之争斗。
吕四老街趣事很多，还有一个敲白铁的
汤师傅（已故），矮个头大，不满三尺高，幼时
上学与我同班同桌，数学成绩特好，称为小
小数学家，任何难题都难不了他。

马齿苋
□严 阳
我对马齿苋的认识， 是从我们家院
子开始的。
从前我们家的院子很大， 有相当一
部分的地面铺着砖头。在这些砖头缝中，
便生长着大量的马齿苋。 尤其是位于堂
屋屋檐下， 搁在两口挺大的用来等“天
水” 的水缸四周， 马齿苋生长得特别旺
盛，枝繁叶茂的，大的一棵铺张下来足有
饭碗碗口那么大。那马齿苋的叶片，肥肥
的、厚厚的；马齿苋的花，黄黄的、细细
的，不甚显眼，也不芬芳，就那么匍匐地
下，默默地向四周拓展着自己的地盘，也
展示着自己的韧劲与顽强。
马齿苋韧劲十足、十分顽强，因为它
生长的区域很特殊， 一天到晚不知道有
多少双脚会踩踏， 可它毫不理会一如既

往地生长、开花、结果。有些年的夏天，雨
水偏少， 可能持续十天半月一场雨也没
有，院子里一些相对娇嫩的植物如藿香、
佩兰等都干死了， 而马齿苋虽然看上去
似乎也半死不活的， 可下一场雨水降临
之后，它又生气勃勃了。
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 人们
对于院子中生长的植物首先能够想到的
是它们能不能吃；假如能吃，那么，一定
会善加利用。有一回，我们看到邻居家竹
筛里晾着满满一筛子的马齿苋， 在了解
到马齿苋是可以食用的之后，十分欣喜，
回到家中，也如法炮制，把院中的马齿苋
掘起、洗净、晾晒。晒上无数个太阳后，马
齿苋的体量缩小到原来的或许只有十分
之一，干干松松，这时便可以享用它了。

如何享用？ 给干制的马齿苋倒上一点食
用油，搁上一点盐，放在饭锅上蒸煮。 这
样加工出来的马齿苋， 有股子奇特的香
味，而最大的特点则是咬劲儿十足，越嚼
越有味。当然，鉴于总量十分有限，所以，
它是无法填饱我们的肚子的， 但作为小
菜却是别有风味。
今天的我才知道， 马齿苋不只可以
食用，还可以入药，属于药食两用植物。
作为中草药的马齿苋，全草有清热利湿、
解毒消肿、消炎、止渴、利尿作用；其种子
则可明目。现代研究同时表明，马齿苋含
有丰富的 SL3 脂肪酸及维生素 A。 而
SL3 脂肪酸是形成细胞膜， 尤其是脑细
胞膜与眼细胞膜所必需的物质； 维生素
A，能够维持上皮组织如皮肤、角膜及结

合膜的正常机能，参与视紫质的合成，增强
视网膜感光性能， 也参与体内许多氧化过
程。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对马齿苋则有
这样的介绍：其叶比并如马齿，而性滑利似
苋，故名。 俗呼大叶者为耳草，小叶者为鼠齿
苋，又名九头狮子草。 其性耐久难燥，故有长
命草之称。
这些年，城里已经很少能够看到马齿苋
的身影了，因为老宅深院已经不见，小区绿
化又引进了很多不知名的洋花洋草，挤占了
本来属于它的地盘。 不过，我还是在乡间昔
日插队的地方一位冒姓老爹那里，时常可以
看到这位老朋友：老冒兼做收购中药材的生
意，在他收购的中药材中，就有马齿苋。 而放
眼乡间， 马齿苋一如既往地默默地生长、开
花、结果，填补着大地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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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与海门“过投”契税
□ 李元冲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海门复涨并设厅后，一直存
在着“过投”契税要不要征收的纷争，此矛盾一直争执了
六十多年，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经时任江苏巡抚林则
徐的批准，才尘埃落定，免予征收。 对此《民国海门县图
志》有这样的记载，道光“十四年，呈请过投契免税，巡抚
林则徐准之”。
契税，是当土地等不动产的所有权发生变更时由政
府向产权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每隔一年或数年要收取
验契税。 此制度我国自宋代就已形成，历代都是这样。 但
在清时海门却碰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况，这就是“过
投”契税要不要缴的问题。 这里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过
投”。 《嘉庆海门厅志》这样解释“过投”：“凡属涨沙田分
三等……为承价出钱向粮户承管者为过投。 ”《民国海门
县图志》这样解释“过投”：“本县田契有底契、面契之别，
面契亦称过投，实系凭租性质。 ”
我们把两处志书对“过投”的解释，综合其要点如
下：一是必须是“沙田”，即海门设厅时或设厅后还没有
成为可耕地，它们需要作圩、挖沟等投入后，才能成为
可耕地；二是指“承价出钱”，即已经有人出了钱的沙
地，亦即有主沙地；三是指“面权”地，“沙田”垦殖后即
存在“底权”和“面权”之分（当时的“沙田”实际掌握在
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手里，他们向官府报科后，交纳轻微
的“水粮”，就取得了沙田的所有权，亦称“底权”，或称
“底田”。官府也只管收钱，往往不加核准， 使报科之数
大大超出实际之数， 有的报科数竟至“帆船出没之
处”。 而垦殖后出租出去的沙地则是实际面积， 称为
“面田”，对租种者来说就是取得了“面权”），只有“面
权”地才能称为过投地。
由于沙田掌握在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手中，有的根本
不想开发（因为沙田地上野生的芦苇足可以赚钱了），也
有的则无力开发。 海门厅成立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吸
引民众开发这些沙田，推出了许多“招农引垦”的优惠政
策，其是包括垦殖地归开垦者所有等政策。 当时通州和
崇明的民人纷纷前来垦殖， 许多人来殖垦时都以为是
无主沙地， 等垦殖后进行耕种时，沙地（底权地）的主人
出现了，说土地是他们的，于是被迫向底权地主人交纳
租金。
当时海门厅根据垦殖前的“垦殖土地归垦殖者耕
种”的承诺虽不变，但认为垦殖后“面权”已发生变化（垦
殖者变成“面权”地的主人），为增加财政收入，乘机向面
权地耕种者征收“过投”契税。 但面权地耕种者认为，他
们已向底权地主人交纳了租金，说明土地的根本权还在
底权者手中，缴过投契税是不合理的，因而反对缴纳过
投契税。 而底权地拥有者认为一块地只能缴一份契税，
面权地者交纳了契税，就等于剥夺了他们对沙地的所有
权，所以他们也反对过投契税的缴纳。
根据当时海门厅可耕地与沙田（过投地）的面积之
比，沙地（过投地）所占面积是相当大的，据《嘉庆海门厅
志》 载， 海门建厅时与通州、 崇明可耕地的交接数为
522823 亩（其中通州划给海门厅 205555 亩，崇明划给
海门厅 317268 亩）。 但“沙田”的交接达 392207 亩（其
中通州 232438 亩，崇明 159769 亩），再加上设厅后又
陆续新涨的沙地， 沙田的总面积可超过可耕地的总面
积。 如果不收取过投契税，就要减少将近一半的财政收
入，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所以这一场关于要不要缴“过投”契税的争论旷日
持久，先后拖了六十多年，从海门常乐镇 2007 年发现的
《不税过投契碑》看，呈文先后转至江宁布政使、抚部院、
总督部堂等多部门，最后转至“江宁布政使司林”（这个
“林”应是林则徐）批转：“即勒石晓示，仍示式送查”。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是
中国清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
曾先后出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因其主张
严禁鸦片、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并在虎门销烟，展示出
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被誉为民族英雄。 林则
徐在出任湖广总督前，曾于道光七年（1827 年）任江宁
布政使、道光十二年（1832）至道光十六年（1836）任江苏
巡抚。 在江苏期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等作出过
很多成绩。 他认为“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
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
道光初年间海门厅虽已成立了 50 多年，但由于“过
投”契税的纠纷，制约着海门沙洲的开发，因而制约着海
门农业生产的发展，时海门厅经济十分落后，厅民在生
死线上挣扎。 道光十二年至十三年（1832-1833），江苏
长江口发大水，海门也受灾严重，林则徐正在吁请朝廷
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的请
求，这对发展生产，平息民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道光十
四年（1834）林则徐再次接到了海门厅关于对过投地不
征税的请求，立即批准同意免征。 海门厅久拖未决的问
题，由于林则徐的担责很快解决了。 此后海门厅的税负
也一直没有增加，直至民国年间，海门厅所缴的田赋税
仍是设厅时的通划田和崇划田的可耕地面积。
据《民国海门县图志》记载，民国八年海门的实际土
地面积已达 1219500 亩，但纳税的土地仍为“原额漕田
五千三百四十顷三十三亩九分五厘一毫五丝”（见《民国
海门县图志·赋税志》，基本上还是乾隆三十三年设厅时
通、崇两地划给海门厅的可耕地面积。 也就是说海门厅
真正纳税的土地，还不到土地面积的一半。 这一优惠政
策的取得，是林则徐“不税过投”政策的结果。 由于这一
优惠政策的实施，加速了海门厅人口的集聚、促进了海
门经济的发展。 据《光绪海门厅图志》记载：乾隆三十三
年（1768）海门设厅之时人口为 10483 人，乾隆六十年
(1795）增至 359210 人，嘉庆十二年（1807）增至 412418
人 ， 道 光 二 十 年（1840）增 至 746628 人 ， 光 绪 十 七 年
（1891）已增至 9495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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