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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在黎明前夜
要要
要记李鸿烈士
阴李郁 黄鹄 王进新

李鸿原名李超袁 男袁1917 年 12
月 10 日出生于化州市东山镇黄槐
乡西埔村遥 因家境贫寒袁10 岁才入
读村中私塾读书袁年近 18 岁才考上
出拔小学高小班遥 该校有位曾读黄
埔军校的体育老师袁 常向学生讲起
鲍罗廷尧周恩来等风云人物袁对李鸿
影响很大遥 1936 年秋袁李鸿高小毕
业袁家里再无力供他读初中袁只好帮
助父兄务农遥 那时年轻人能读完小
学已是学识广博了遥 村里群众看好
他袁聘请他为村中私塾的老师遥
李鸿执起教鞭不久袁1937 年日
本发起七七事变袁 抗日烽火蔓延全
国遥 他这位热血青年待不住了遥 当
时袁 化县革命前辈彭中英正协助爱
国将领张炎在南路开展抗日救亡活
动遥 李鸿的外甥正好是彭中英的勤
务员袁 他从中得到消息袁1939 年 7
月袁毅然辞去教职袁到高州考入张炎
将军领导的抗日学生军袁 从此走上
革命的道路遥
张炎的学生军是由共产党人支
持办起来的袁 党在其中秘密建立了
党总支袁各中队建有党支部遥李鸿在
学生军积极工作袁追求进步袁革命人
生观逐步建立袁1940 年 2 月袁 加入
中国共产党遥李鸿深入乡村圩镇袁秘
密散发尧张贴八路军通电袁驳八路军
野游而不击冶的宣传袁开展抗日宣传袁
组织群众遥学生军解散后袁李鸿被派
回化县境内工作遥 由于他与农民有
共同语言袁熟识农民习性袁因此和群
众相处得很融洽袁群众有事袁都喜欢
找他商量袁反映情况遥 所以袁他无论
走到哪个乡袁组织抗教会袁姐妹会袁
或办夜校袁组织歌咏队等袁都进行得
比较顺利袁且都比别人开展得快遥
1940 年 8 月袁中共黄槐乡党支
部在村中色焕祖祠成立袁 李鸿任组
织委员遥 黄槐是化县较大的村庄袁共
3000 余人袁村中李亮尧李照宇在化
县分别任党部书记长和县府秘书袁
派别不同袁互有矛盾袁李鸿提出野争
取李照宇派袁孤立李亮派袁团结中间
力量袁 利用两派矛盾袁 发展进步势
力冶的主张袁以李照宇的野黄槐学问
研究所冶为掩护袁成立读书会袁联系尧
团结尧 争取进步青年袁 扩大抗日阵
线袁积蓄力量袁打开工作局面遥
1941 年秋袁李鸿调往化北白塘
小学任教袁联系该地区工作遥 李鸿根
据当地文化落后袁 群众迫切要求扫
盲的实际情况袁 和白塘地下党员董
子湘密切配合袁 先说服上层人士支
持开办夜校及升中补习班袁 拨出一
些公产作办学经费袁 再在群众中做
宣传工作把夜校和升中班办起以

李鸿烈士战斗过的地方
后袁利用这些阵地袁大张旗鼓开展抗
日救亡的宣传活动遥 以除盗灭匪为
名袁收集民枪十六支袁建立冬防队袁
50 多人袁由董子湘任队长袁李鸿负
责军事和政治等训练工作袁 为抗日
救亡和武装起义做好准备遥 组织同
心会尧抗救会尧歌咏队尧游击小组等袁
发现进步青年即进行培养袁有计划袁
有步骤地吸收他们入党遥 至 1944
年袁先后发展李兴华尧黄崧森尧董少
林尧黄明尧董子庆尧黄贺伦尧黄智伦尧
董月英尧董超英尧李慧娴等一批共产
党员袁为该地区的组织建设袁武装斗
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
1942 年至 1943 年间袁 经李鸿
做工作后袁 先后派出原学生队员李
崇本尧 地下党员董子庆进入国民党
化县塘蓬乡政权袁担任乡长尧副乡长
职务遥 他说服国民党一五八师副营
长董仲传携枪参加化县良江抗日武
装起义遥
1943 年春到 1944 年秋袁 日军
占领雷州半岛和廉江县城尧 安铺袁
化尧吴尧梅等地成为抗敌前沿遥 化吴
特派员陈醒亚采取措施袁调动干部袁
加速准备武装起义遥 李鸿奉命从化
北白塘小学调回化南木威堂小学任
教师袁积极做起义的准备遥 他以出拔
乡本地人的优势袁 大力发展抗日救
国会尧抗日联防队尧地下游击小组尧
地下军等群众组织袁 加强政治宣传
和军事训练遥 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
年加紧进行思想动员袁 提高其保家
卫国的觉悟遥 特别是袁李鸿利用与县
府秘书李照宇的同乡关系袁 安插李
应江到梅北乡公所任乡队副袁 庞郁
志当出拔乡木威堂村抗日自卫队队
长袁并对公枪尧民枪摸底登记袁监视
汉奸坏分子的动向遥
1945 年 1 月 9 日袁廉尧化边陈

醒亚领导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化县红
埇农场宣布起义袁 成立化廉人民抗
日指挥部遥 李鸿为指挥部成员之一袁
并率领李应江尧庞郁志两个中队袁镇
压汉奸袁收缴顽固派的武器袁破仓济
贫遥 随后袁南路特委领导的南路人民
抗日解放军正式成立袁 陈醒亚指挥
的队伍一部分编为独立大队袁 李鸿
率领的两个中队也编入陈醒亚独立
大队遥 1 月下旬袁南路人民抗日解放
军与张炎领导的高雷抗日解放军在
中垌会师袁 独立大队负责与张炎部
队联系并配合其行动遥 但月底张炎
的部队因麻痹大意袁 在廉江灯草被
国民党顽固派袭击而溃败袁 独立大
队也被迫撤退遥 战斗中李鸿背着负
伤的梁巧云滚爬下山袁 天亮后才跟
上队伍袁 体现了他的顽强斗志和战
友情谊遥
1945 年 2 月初袁南路人民抗日
解放军在青平金屋地尧 咸鱼林一带
整编袁 陈醒亚带部分队伍折回化廉
边坚持斗争袁部队主力则西征钦廉遥
李鸿随队西征袁 任整编后的二支队
政工队任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
员遥 在政工队里袁李鸿知人善任袁严
格管理袁 带领队伍在西征过程中发
挥了政治教育尧宣传鼓动尧密切军民
关系等重要作用遥 不久袁部队陆续回
师雷州半岛袁并重新整编袁李鸿因有
地方工作经验袁奉命调回化县袁担负
化北地区的恢复工作遥
1945 年初袁化吴廉地区的武装
起义袁主要的党员骨干己跟随队伍袁
少数没有参加起义的党员袁 也大多
暴露身份袁敌人随后的野扫荡冶和残
酷镇压袁使地方笼罩白色恐怖袁革命
工作进入低潮遥 陈醒亚部署恢复工
作袁成立了化吴工委袁派曾在化北扎
根的李鸿重返化北遥 李鸿尧黄鹄常驻

山底老虎垌尧田头尧山背尧上村坡村
等处袁开展工作遥 李鸿当时正患严重
胃病袁面对强敌袁他临危受命袁义无
反顾袁知难而上遥 他单枪匹马袁机警
地利用老关系袁 逐个将被迫转入地
下掩护的党员如李锋尧 黄鹄等串联
起来袁交通一段一段打通袁联络站一
个一个地建立袁彭昌华小分队尧王世
坦独立排等队伍重新活跃遥 不到半
年时间袁 从化城以北到廉江石角山
底尧丰满袁又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地下
交通联络网袁革命群众奔走相告院李
鸿十叔的队伍又回来了浴 尤其在日
伪投降后袁李鸿更抓住时机袁一面调
动董子湘尧董尚英尧黄鹄尧刘付铁汉尧
黎德华尧刘付锦尧刘付玠等 20 多位
地下党员的作用袁 另一面 野播种育
苗冶袁抓紧发展了陈锡河尧徐焕文尧陈
庆光尧刘付艾尧林玲尧刘付国尧冯彩权
等 20 多位新党员袁并以这些党员为
核心袁辐射到各地袁扩大共产党控制
的范围遥
在领导化北斗争中袁 李鸿从战
略上认定袁 必须建立共产党领导的
武装根据地遥 他致力在勾漏山脉南
端袁开辟粤桂两省化渊县冤廉渊江冤茂
渊名冤陆渊川冤北渊流冤五县边区遥 其中
以化廉陆边的天堂嶂和化县尧 北流
交界的铁屎嶂及化茂边界的六王嶂
为重点袁打造三个游击区袁形成鼎足
之势袁再以林尘尧合江尧中垌等老区
为依靠袁 在这个大回旋地区加强武
装活动遥 为此袁李鸿调兵遣将袁派出
得力干部各司其职曰同时袁扩大武装
队伍袁 以原来王世坦独立排及化北
各区武工队为骨干袁 先后组建了飞
鹰队尧董尚英中队尧黄明中队尧刘付
玠中队尧冯昌基中队等袁各区乡武工
队也相应扩展遥 1947 年 4 月袁各中
队集中在山底刘付宗祠进行整编袁

成立了化北独立大队袁李鸿任政委袁
庞铁魂任大队长袁下设黄明中队尧陈
一中中队尧 刘付玠中队袁 还有修械
所尧医务所尧税站等袁共有 700 多人袁
长枪短枪 500 多支遥 化北独立大队
经过黄岗坡尧山塘尾等几次整训后袁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中垌圩国民党乡
公所及自卫队袁 打下那梢和高中乡
公所袁参加白花战斗遥 李鸿和庞铁魂
率领独立大队转战于粤桂边两省五
县地区袁 活动于班瓜嶂尧 铁屎嶂等
地袁扫除平定尧梅隆尧南大尧增甲等乡
公所袁杀敌缴枪袁破仓分粮遥 曾一度
插入广西北流袁 游击于新开辟的新
区袁镇压顽敌袁打击来犯的信宜自卫
队袁 抄了播扬反动省参议曾鹏志的
家袁大震军威遥
李鸿善于做地方群众工作袁善
于发扬军事民主袁 集中指战员的智
慧遥 他治军得法袁操纵有途遥 他十分
关怀下属袁情同手足袁白花董尧刘一
案袁汗流有血袁心痛无声遥 因此袁他能
和全体指战员团结战斗袁 深得军民
的拥护和爱戴遥
李鸿十分重视瓦解敌军工作遥
抓住敌军家在农村袁 怕受威胁的心
理袁发动亲戚朋友袁兄弟同学袁进步
人士和同情支持我们的革命群众袁
去动员敌军弃暗投明曰 同时开展猛
烈的政治攻势袁 对个别罪大恶极的
反革命分子如刘付京尧罗如英等袁则
坚决镇压袁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袁
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遥 对敌军的策
反工作袁李鸿采取野孙悟空钻进铁扇
公主肚里冶 的办法袁 实现 野白皮红
心冶袁建立两面攻权遥 先后派出刘付
铁汉尧 吴天振等同志钻入敌军中和
敌人堡垒内袁与敌军组织互保同盟袁
入同心会袁认宗亲袁拜金兰等遥
1947 年袁 李鸿任化县副县长

时袁 化北先后建立了王世坦为区长
的下塘区袁李锋为区长的化茂边区袁
董尚英为区长的山底区袁 梁登仕为
区长的中垌区袁 黄克林为区长的新
江区袁 共 5 个区袁20 多个乡的解放
政权遥 并在下塘尧中垌尧合江尧孔汉等
基础较好的区乡袁 分别实行了减税
减息遥 区设有党的区委书记袁设有乡
长尧 指导员曰 每个区乡都有武装中
队袁分队或武工队袁还有民兵袁农会
和妇女等组织遥 在化北建立统战关
系的有院 沙坡洞李崇本尧 合江黄德
辉尧江湖劳俊江尧李捷程尧连界李智
乾尧山底刘付骐尧刘付敏尧钱石陈润
辉等遥 另外袁李凤朋尧廖碧文等国民
党保长也在和共产党有联系袁 在他
们的保中建立了两面政权袁 玉笛墟
的保队武装袁也为共产党所控制遥 这
些关系的建立袁对动摇敌人营垒袁了
解敌人内情和支持尧帮助恢复尧发展
化北工作袁都起了不少作用遥
1949 年春袁全国的形势已经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袁三大战役的胜利袁
蒋军的主力已基本被打垮袁 蒋家王
朝已土崩瓦解袁全国解放已成定局遥
当时袁 在南路的斗争形势与全国一
样袁在陈一林率部起义袁打死国民党
野剿匪冶 司令张君嵩和邓伯涵之后袁
化吴廉地区的武装斗争已得到恢复
和发展遥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袁
迎接全国解放袁粤桂边区党委决定院
成立粤桂南地委遥 化吴中心县委需
从雷州地委划归粤桂南地委遥 李鸿
是粤桂南地委的领导成员之一遥 当
时袁 粤桂边区党委计划调李郁同志
渊化吴中心县委书记冤到廉江与黄明
德同志一起活动袁 以协助黄明德同
志工作遥 粤桂南地委于 1949 年 4 月
在廉江长山开会时袁李郁尧李鸿都出
席了会议遥 当时袁 李郁曾与李鸿商
量院 如果李郁到廉江协助黄明德工
作袁 希望李鸿回化南主持全化县工
作遥 散会后李鸿回化北与有关同志
商量袁 于 6 月 4 日偕庞铁魂从廉江
油房前往大塘区袁 准备参加化吴中
心县委的重要会议遥 6 月 6 日李鸿
他们转驻中塘村遥 当天是良垌圩日袁
李鸿尧庞铁魂尧陈炯东尧江田等几位
干部去良垌圩了解收税情况袁 但到
圩场后没有与税站联系好袁 被混在
群众中的敌特便衣队暗算遥 李鸿尧庞
铁魂两人不幸中弹牺牲袁 遂酿成惨
烈的野良垌事件冶遥
渊本文由廉江党史办供稿冤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冤

今日的老区村庄

缅怀先烈

茂盛公司有奖征集广告语启事
廉江市茂盛石化气有限公司
渊以下简称茂盛公司冤成立于 1998
年袁 主要经营液化石油和炉具尧五
金等产品遥 茂盛公司自成立以来袁
始终坚持野为社会缔造安全尧高效尧
温馨尧智慧的服务冶为企业使命袁以
野峥嵘茂盛袁 温情百年冶 为企业愿
景袁以野客户为先袁安全为本袁真诚
暖心袁相互成就冶为企业核心价值
观袁以野真诚严谨尧坚韧挺拔尧追求
卓越尧智慧豁达冶为企业精神袁以市
场为导向袁以创新为动力袁不断满
足市场的需求袁彰显社会责任遥
为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袁加
强文化建设袁擦亮企业形象袁茂盛
公司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广告语袁
广告语需体现茂盛公司企业文化尧

业务特点袁并且健康向上袁内涵丰
富袁不落俗套袁又令人印象深刻袁简
洁大气袁过目不忘遥 如院你我一联
通袁运气到家中曰家用茂盛气袁安全
添福气曰气贯岭南袁百年茂盛曰匠心
至深袁品质至臻曰等等遥广告语字数
在 15 字以内袁并附上创意说明遥
1尧征集时间
2021 年 9 月 13 日 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遥
2尧奖励金额
广告语一经采用袁奖励投稿集
体或个人 1000 元遥
3尧投稿方式
请扫码关注茂盛公司公众号袁
再将广告语发送到茂盛公司公众
号即可遥

渊2冤最终被采用的广告语的所
有权尧修改权和使用权均归茂盛公
司所有袁茂盛公司拥有永久的免费
独家使用权袁有权将广告语刊登在
媒体或户外 LED 屏袁 并印刷到宣
传单上等袁其他商家和个人均不得
使用遥凡投稿者视为同意本活动所
有规则遥
4尧评选方式
渊3冤如广告语出现重复现象袁
投稿截止后袁茂盛公司将从所
有广告语中选出 10 个优秀作品袁 以最先投稿的为准遥
渊4冤 茂盛公司享有最终解释
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委团对作品进
行终选袁选出一个最佳作品袁并将 权遥
评选结果公布在叶廉江新闻曳上遥
廉江市茂盛石化气有限公司
5尧补充说明
2021 年 9 月 13 日
渊1冤所有广告语必须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袁且为原创袁凡涉及抄袭
等侵权行为袁均与茂盛公司无关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