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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国档案是民国时期人们社会实践的真实记录。民国档案

因其时间较为久远，现存数量不多，但内容可靠，对利用者印

证史实、知l往鉴来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和凭证，作用，是我国历

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民国档案史料的编篡出版工作，把加快馆藏民国档案史和|的研

究和开发工作纳入了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实施方案，纳

入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内容，要求各级档案部门加强档

案史和|整理，加快编制我省民国档案目录提要，收集、整理和

出版反映当时的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史

和|文献。

、温岭地处东海之滨，历史悠久，人文苔萃。温岭市档案馆

馆藏历史档案非常丰富，民国档案数量有18468卷8574件，居全

省县级档案馆第二位。其中， ~I七洋时期的民国档案在省内县级

档案馆中数量最多，也最为系统完整，这部分档案对开展民国

时期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省内不少专家对此都给予了

高度评价。过去，由于缺少权威、系统、科学的参考工具书，

馆藏民国档案资源长期无法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如何深层次、

多渠道的研究开发民国档案信息资源，满足社会各界对民国档

案的利用需求，充分发挥档案的存史资政功能，为推进地方文

化建设服务，一直是温岭市和全省各级综合档案馆共同面临的

重大课题。



¢o 温山令民国组织简史令

《温岭市民国组织简史》是编者利用二一1--多年时间，查阅

馆藏所有民国档案资料，潜心研究编撰而成的编叨|成果。该书

内容翔实、编辑规范，全面地涵盖了民国时期温岭政治军事、

科技、文化、社会团体等各种机构发展和变迁过程，是一部服

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工具参考书，也是我省率先采用该体例系

统介绍馆藏民国档案内容的编研成果。 i衷书详实记录民国时-期

温岭党政军团及各种群众团体的变迁和人员任免情况的历史资

料，共收录了党政团82个机构和部门， 57个群众团体机构和5个

报刊杂志机构。同时，在附录中收编了民国时期历任县长(知

事)一览表、民国时期各级组织关系图、民国时期温岭大事记

(1 911-1949年)、民国时期温岭籍461名抗日将士阵亡名录、黄

埔军校温岭籍人名录以及清代温岭(太平)官员履历目录等，对

了解温岭民国时期历史沿革、开展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具有较高

的参考价值。

《温岭市民国组织简史》的推出，实现了温岭市档案馆档

案文献编篡零的突破，标志着温岭市档案史和|编篡出版工作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省民国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省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中的一件大

事。希望温岭市档案馆以此书编辑出版为契机，加强对馆藏民

国档案资源的研究，争取多出档案编明文化精品，为我省加快

推进文化大省建设、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是为序。

浙江省档案局、馆长 王立忠

2007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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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党太平分部

"共和民主统一，主党合并办理，定名进步党"，在此方

针的指导下，进步党太平分部于1914年2月 27 日，在县议会议场

召开三党合井大会，到会300余人，投票选举|琼福畴为分部长，

蔡宗黄、金永禧为自IJ分部长。

中国民主社会党温龄县党务筹备委员会

于 1948年 1 月 1 日成立，临时会址温岭城内小较场26号，主

任委员林敏，委员叫肇、 Iii 福星、林家荣、林振刚、|砾杰、|砾

吾直。

中国国民党温龄县党部

、温岭县国民党组织机构经历的几个阶段:区分部一一区党

部 县党部筹备处县党政改组委同会 县党部临时执监

委员会一一县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一一县党部一至二届执监委

员会 县党部三至七届执行委员会 特派员 县党部计

划委员会一一县党部八至九届执行委员会一(党团合井的)县

党部执监委员会。

1926年张晓搭受宁波国民党临时办事处委派来温岭组建国

民党组织，经过一阶段筹建，于同年11月成立第一区分部，金

辅华任常务委员。 12月至 1927年初相继成立第二、三区分部，

|砾宗岳、蒋笛清分别任常务委员。根据国民党三个区分部以

上，可以成立党部之规定，于 1927年3月，温岭县第一区党部

成立，金辅华任常务委员。同年王兰、林兆庚受上海国民党授

意来温岭活动，在新河、牧山与各成立一个区分部，李伯周任第

一区分部常务委员(新河) ，击中班任第二区分部常务委员(泽

国) ，黄裳吉任常务委员。在整横、石桥、在环三处各成立一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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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分部，江致福任第一区分部委员(辑:横) ，金奏任第二区

分部常务委员(石桥) , 11-1 大逢任第三区分部常务委员(在

环)。在此，成立第三区党部，梁绍任常务委员。第二区党部

有无成立，目前无法查证。

1927年3月党部派汪~±曾来温岭发展国民党组织，经过周密

的研究，正式成立国民党温岭县党部筹备处，张|克秘任主任。

下设农人部、商人部、工人部、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妇

女部、秘书处、三民方义训练班。

1927年6月省派清党委员牟震西来温办理清觉，成立改组委

员会，牟震西任常务委员，内设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

1927年 11月间，成立县临时执监委员会，林师俞任执行委

员会常务委员， fil3希圣任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恢复组织部、

工人部、农人部、商人部、青年部、妇女部、秘书处。

1928年6月浙江省常务指导委员会派江愚、 H十履成、杨绍

志三人为温岭县党务指导委员，来温岭成立温岭县党务指导委

员会，江愚任常务委员，内设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秘书

处。

1929年2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派|砾崇来温岭指导监选，国民

党温岭县党部召开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 3月间县第一届执行

监委员会成立，江渎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林子延任监察委

员会常务委员。机构编设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辐全县9个

区分部。

1930年召开第二次温岭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产生了第二届

执监委员会，江谤任执行常务委员，梁韶任监察常务委员。设

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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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召开第四次泪岭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产生第三届执

行委员会，林子延任常务委员。设组织组、训练组、宣传组、

总务组。

1932年5月问召开第六次祖岭县国民党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第四届执行委员会， II十履!现任常务委员。设宣传、组织、总

务、民运四个组。

1933年问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派卢奇炎来温岭指导和监边，

召开第八次温岭县国民党代表会议，产生第五届执行委员会。

叫履成任常务委员，内部机构设宣传、组训、民运、总务四

组。这时全县有3个区党部， 10个区分部，党员91人;同年8 、 9

月间，省党部下令撤销区党部组织，区分部改为直属县党部，

全县戈Ij编为 14个直属区分部。

1934年6月召开第十次温岭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产生第六届

执行委员会。 H十履!现任常务委员，设宣传、组训、民运、总务

四个组。

1935年7月召开第|二次温岭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产生第六

届执行委员会。 H十履成任常务委员，设四组，同上届，共有直

属区分部18个。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为了应忖时势的

需要，把各县的执监委员会制改成特派员制， "十履成任温岭县

特派员，党部设组训组、总宣组、妇运指导员、民运指导员，

全县有区分部24个。区分部执委会的常务委员改为书记。

1938年4月叶履成奉调回省。省党部派潘梦麟任温岭县党部

特派员，内部设总宣组、组 VII 组和民运指导室。 12月省党部派

倪永强任泪岭县特派员，组织同上届，区分部发展到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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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撤悄特派员制，恢复执监两会。未正式成立执监两

委时号，派倪永强任书记辰，成立计划委员会，内设组训组、宣

传组、社会组和民从运动指导室。

1941年冬召开第才四次温岭县国民党代表大会，选举第八

届执行委员会，由于内部矛盾突出，至1943年 1月省党部才批下

来，江浇任书记辰，设组训组、总务组、宣传组，当时有直属

区分部53个，黄岩盐场区党部l个，内有区分部8个，国民党员

1360人，其中女党员 60人。 1943年还有一个中国国民党浙江省

军队特别党部温岭县国民兵团区分部。

1944年夏江谤离职， 8月问省党部1)[蔡槐归p任书记伏，设组

训组、总务组、社会组。

1946年省党部派|砾启忠来温岭指导监边，召开第才五次温

岭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产生第九届执监委员会。蔡槐归p任书记

辰，设组训组、宣传组、社会组、总务组。

1947年蔡槐归p离职，李伯周充任书记长。同年冬蒋介石下

令将三青团井入国民党，温岭县成立党团统一委员会。党团合

并时，原分团部干事、监事，一律改任县党部执监委员，合并

后在党任正职，团任国j职的原则 f- ，增加副书记辰，李伯周仍任

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李有方任副书记长， II十履成任监察委员会

常务委员。设总务、组训2个组。

1949年5月温岭县解放，国民党温岭县党部随之解体。

温岭县党部社会服务处

社会服务处是以发动各地党员及社会优秀分子参加社会服

务，提高民众知识，改善民众生活，发展国民经济，增强民众

体质为目的;从事文化、经济、卫生、生活指导和人事咨嗣等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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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任王宗且，干事赵赐云，金达民。各社会服务处组织

概况:

名 称 成立时间 历届主任 正董事 副董事

城区 1939.8.9 金乃武 张JL.'柏 徐子耳其

在环镇 1939.8.21 戚鸿 陈月台 孔昭著

王敬漠

新?可镇 1939.5.9 王仲文

辛辛横镇 1939.8.10 叶季勤!

松门i真 江伯方

徐大斋

温岭镇 1939.8.20 金毅 金萧谱 王行侠

潘鼎

牧山与镇 1939.8.16 钟振呜 周岳松 叫履成

泽|丑镇 1939.8. 16 钊1 斌 潘德舜 潘干民

大溪镇 1939.8. 17 u-I 敏 王伯革J 赵任

潘郎镇 1939. 7. 1 叫景云 J丁S子太E 件叫明在忏， 五口 黄文自令

桥下镇 1939. 12. 9 张士俊等 陈伯 )11 陈友生

陈世炜

?可溪乡 1940.2.20 周文威 王志灿 王泽民等

横峰乡 1941. 8. 17 金祖霖

三民主义青年团温龄县分团部

1939年 10月 15 日"温岭县青年问询分处"正式成立， I啄吾

行为主任。 1940年 1月 10 日"温岭青年服务社"成立，张|斑搭为

主任，同时撤销"温岭青年问词分处" 0 4月成立"温岭分团

部筹备处"代之"温岭青年服务社"，主任张晓棒，书记李有

方。 1941年2月张晓摇辞职，夏高阳接任。 1943年5月夏高阳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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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李有方接任主任。李有方书记之职由李梦莲接任。 1944年2

月"温岭分团筹备处"改为"温岭分团部"，分团部干事采用

干事长制度，李有方任干事长，李梦莲任书记。 1947年 11月党

团合井，三青团员举行总登记转为国民党员，李有方为自IJ干事

长，李梦莲为自IJ秘书。

三青团活动了八年二个月。它的发展较快，初建时发展团

员的对象都系政府职员、教育界头面人物、地方士绅，住l林美

正等60多人组成6个分区队和太平小学、民教馆等小组。 1943年

6月有9个区队和39个分队。 1944~ 1945年，各个乡镇都有三青

团的基层组织一一分队，有的乡镇有数个分队，有的乡镇还成

立区队。至1946年 12月，全县有25个区队， 147个分队， 1个直

属分队， 2100多团员。

温岭三青团外围组织和附设机构

青年服务队一一战时青年服务队。由县政的"政工队"改

编，隶属温岭分团部。 1943年ell月浙江大部分地区沦陷，为了

所谓"适应战时环境"，改称为"战时青年服务队"，并加以

武装，成为分团部直接指挥的行动队。 1945年 11 月抗战胜利

后，奉令撤销。"、温岭青年服务队"设队长: 1人， 1940年 1月~

1941年7月队长林瑛; 1941年7月 ~1943年 11 月队长张振亚。

"温岭战时青年，服务队"设队长 l人，队高Ijl 人， 1943年~1945

年4月队长宋锡广; 1945年5月 ~1945年 11 月队长蒋克惠，队高iJ

程学勉。

温岭县青年服务社。于 1940年 1 月 1 日成立，隶属三青团温

岭分团部。服务社设总干事 l人。 1940年 1 月 ~1942年 11月总干

事宋词赞; 1942年 12月 ~1945年总干事宋锡广。 1942年4月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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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员 172人，其中普通社员 158人，赞助社员 10人，名誉社员4

人。

、温岭青年壁报。是"温岭分团部"与"战时青年服务队"

合编，内容均是摘录当时报刊上的文章，逢星期六在城内尚书

坊刊出。

正风报。是"温岭分团部"主办的机关报， 1946年问创

刊， 1947年春因经费关系停刊，社长李有方，编辑林涛。

温岭县新青年读书会。由宋锡广、陈光裕、丁天启参加筹

备工作， 1941年 11 月 21 日国民党温岭县党部指派倪夫爵为指导

员。 1943年9月 30 日，县政府以违背"人民团体总登记"，指

令解散。新青年 i卖书会以联络好同志，共同致力于学术研究，

以培养本身技能，指导青年出路及发扬民族文化为宗旨。会长

宋锡广，干事享I)±曾兰、王家治、王敏芬、陶克舜、吴学泉。会

址， 1942年设新河镇|字街晏公庙， 1943年6月 1 日迁至温岭城

内三青团分团部内，原会址改为东区办事处。经过二年活动，

共发展会员67人，其中40人为三青团员。

通讯员。系秘密特别组织， 1940年宣铁吾曾密令， "通讯

员"应选择可靠的分团部书记或其他一人兼任"通讯员"，采

取单线和浙江支队第二组联系，联系内容"共党活动"、 "敌

伪动态"、 "帮会组织"、 "社会情况"以及主任、干事长的

作风和行动。 1940年|琼但为温岭通讯员， 1942年是李梦莲，继

之是郑植教。积极进行一系列特别活动。

直属台农区队"调查通讯小组" 0 1946年"浙江支团"为

了掌握共产党在台农的地 F活动情况，密令"台农区队"组织

"调查通讯小组"，及时上报"奸党活动"情况。区队长方志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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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为组长，自iJ队长|琼乾兴为组员。为了不暴露特务秘密，以

区队长"方志健"之名，作为"调查通讯小组"与"省支团"

联络的代号。"温岭县分团部"干事长李有方还参加党、团、

政、警、军特别汇报会议，研究反共活动。

太平县(温岭县)公暑

1912年改太平县正堂(衙门)为太平县公署，废封建编

制，设丰|室。 1914年改太平县为温岭县。

1912年 1 月 ~1915年 7月，县公署在知l事室 F 田公投参事

室、第一利、第二利、第三利。参事室佐理知事一切事务，指

挥各乖|室工作;第一科管理民政;第二丰|管理财政;第三科管

理教育。 1915年8月 ~1926年 11月，县公署在知 l事室以下设民政

丰，. (I刑设劝学所)、财政科、教育科、建设利、审检所。

温岭县政府

1927年改"温岭县公署"为"温岭县政府"，县政府的组

织设置，各个时期变化较多，机构时设时引散。

1940年 12月 ~1945年4月，县政府置三室七利。秘书室佐理

县长核签各乖|室文稿及管理人事等项，设主任秘书、秘书、政

工室主任、指导员、科员、事务员。民政科主办户口编制宗教

事务及选举赈灾事宜，设科长、保甲指导员、丰|员、事务员;

财政乖|主办田赋、税捐等财务事宜，设丰|长、丰|员、印花检验

员、事务员;教育丰|主办社会教育事宜，设科长、督学、指导

员、丰|员;建设科主办社会建设事宜，设科长、技士、丰|员、

事务员;兵役科主办壮丁征送、免缓役及拨充兵源等事直，设

丰|长、科员;粮政丰|办理粮食封仓、定购、运输及军粮被给事

项，设科长、丰，-9=!、事务员;社会丰|主管社会救济、物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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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会团体事项，设科长、指导员、丰I·~; 合作室组织各项

合作社事工页，设主任、指导员;军法室主办政治犯、军人犯及

盗匪、烟赂等案件，设主任、承审员、书记、法兵;会计室主

办政府一切经济开支事工页，设主任、丰|员、助理员、雇员。

1945年5 月 ~1949年6月，县政府置秘书室(增设会报秘

书，负责情报工作) ，民政利、财政利、教育科、军事利、建

设科、社会丰，. 0945年增设伺业仲裁委员会)、军法室、合作

室、会计室。办理事项与人员编制同前。 1945年设立地政利，

主办地政事宜，设科长、帮办科长、丰|员、事务员， 1947年撤

销。 1947年设立统计室，主办调查统计事直，设统计员、事务

员， 1948年裁撤。

温山令县政府行暑

于 1942年5月 30 日成立，系县政府之分署。署址始设大溪狮

峰谢氏宗祠， 6月 28 日改设潘郎流庆寺。行署主任范崇照，第

二任项风。行署内置文书股、会计室、庶务股、卫生股、保管'

股、运输股、征募股、政工股、情报股、军法股、警卫队。上

述机构曾进行裁井，因资料不全，无法考查。

同年8月 21 日，行署因"时局较稳定"而暂被撤俏。撤销

后，派|砾矣(总负责)、章安楷、工页刚直、|砾仙禄留守，保护

公物。由大溪派出所进驻流庆寺，担负警卫。

温岭县政府社会科

于 1942年设立。是县政的的重要职能部门，人员大多来源

于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毕业的骨干。丰|长张建浩(中

统、 1942~1948) 、马杰 0948~1949) ，指导员缪恩多(中

统、 1942~1949) 、林云从(中统、 1942~1943) 、齐盈教

- 11 -



。争温山令民国组织简史令

(中统、 1945~ 1949) 、无匡林(中统、 1945~1949) ，丰|员

林吟乔、赵文迪、陶尚裕、|砾光升。社会科|咐设佣业仲裁委员

会、社会服务处、救济院。

温龄县救济院

于 1932年成立，院以下仅设一衰老院。 1932年后， IE! 设育

婴所、养老所、残废所、贷款所、施医所。 1942年开始隶属县

政府社会丰|管理。历任院长金传)11 C1 932~1933) 、王秀川

C1 933~1936) 、|砾吾行C1937~1938) 、阮季良C1939~

1940) 、林子石C1940~1945) 、颜赞卿C1945~1947)、金

良i古C1947~1948) 、徐如九C1948~1948) 。

温山令县政府军法室(庭)

于1938年，设立， 1947年5月撤销。主办政治犯、军人犯及盗

匪、烟奇、盗坟、贪污等案件。设军法官1人(县长兼任)、军

法承审员 3人，军法书记员 3人，事务员 1人，法兵6人，烟毒化

验员 1人。主办军法承审员有吴北枢(东阳、 1934~1940) 、魏

勋(i;者暨、 1940~ 1943) 、王家骏(黄岩、? ~1945) 、乐俊

芬(上海、 1945~1947)。

温岭县地方法院

院长下有推事 书记官 执达员;书记 书记官

一一录事:亩'长。历任院长: 1923~? 年郑景，别名平江，黄

岩人; ? ~1935年6月何宗武，诸暨人; 1935年7月 ~1940年石

坷，别名天卢，新昌人; 1940~945年周暑琪，奉化人; 1945~

1947年翁振书，兰溪人; 1947~ 1948年 I~在光照，盐城人; 1948

~1949年国恩光。

温岭县地方法院检察处

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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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党政团令

首席检察官，下设检察官 书记官 录事:主任书记

亩'一一检验员、录事、法警。历任首席检察官: ? ~1934年 10

月，徐杏书; 1934年 11 月 ~1936年 10月，何立言，诸暨人;

1936年 10月 ~1938年，王嗣祥，诸暨人; 1938年'·5 月 ~1938年'·7

月，朱f易裕，金华人; 1938年7月 ~1938年 11月，召[)钦植，东阳

人; 1938年 11 月 ~1943年，王j齐，别名北江，黄岩人; 1943年

~1945年，瞿梁，萧山人; 1945年:~1946年，张绅; 1947年2

月 ~1947年8月，潘国栋，安徽人; 1947年'·8 月 ~1948年， I砾庆

粹，象山人; 1948年~1949年5月，赵拌，金华人。

温岭县监狱暑 (1935年)

县监狱署以管狱员负责全署工作。内设文牍主任、工场主

任、戒护主任、作业导师、医师、会计员、书记、看守等30人

左右。|啄烈文，东阳人，任监狱员:金瑶，温岭人，任医师:

林三妹，、温岭人，任看守。

温岭县看守所C1947~1949年)

1947年县监狱为扩充编制成立温岭县看守所。看守所组织

与监狱大体相同，以所长负责全所工作，所官协助所长工作。

所长;其IUfflj云象山人，所官李忠良河北人，戒护主任田正象山

人，总务股主任徐兴康(斋)宁波人， I琼维邦宁波人，会计员

卢家鼎宁波人，作业导师林玉棠象山人，医师张怀恩温岭人。

温岭县参事会

于 1921年成立，是审核县议会议之案件，然后交政府执行

的机构。县参事长由县长兼，参事由县长委派。 1921~1923

年，参事长徐庆自C1921~1922) 、李瑞年C1922~1923) ,

参事邱伯唐(商会秘书)、王簧:三、|琼庚堂、林君武(~月~区区

n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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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砾宾野(军法官)。

温岭县议会

于 1921年成立。 1921~1923年，议长;徐希勉(天保) ，议

员郑焕章、江仲彝、江f自定、|琼达球、宋宪甫、刘振伦、朱五

常、毕玉亭、李恩贤、王一中、李达夫、莫松庭、王济云、金

履垣、孙寅生、赵子崇、赵慕道、张月笙、林君武、金季烈、

|砾庚堂、阮灵甫、徐勉、|琼宾野。

温岭县参议会筹备处

于 1944年7月成立。主任毛有伦(秘书兼) ，副主任檀先

琪。 t月~区选举组织长檀先琪(兼) ，组员即{言伟、耐1德勤。职

业团体选举组织长张建浩，组员缪恩多、林云从。宣传组长|坏

中，总务组组长|琼绍先。

温岭县参议会

于 1946年 12月成立。参议长张心怕， ;IJ参议长;林子延，秘

书毛有伦，总务股长林表，议事股长|砾定远，参议员 70余人。

温岭县j青乡局

于 1931年成立。局长唐梗献(县民:兼) ，自IJ局民:寿尧(公

安局长兼)。以行政区为清乡段，各区区长为段长。段设清乡

办事处。

温山令县政府清乡办事处

于 1941年 12月成立， 1942年2月撤销。县清乡办事处 F设辑:

横办事分处。县清乡办事处主任夏高阳(县长兼) ，副主任曹

肇颜(民国兵团自IJ 团长) , 15(永强(县党部书记长)、李有方

(县三青团干事长) , I砾伯麟、张|斑裕。总务股长王达，股员

顾蓉舟、诸葛行士，经济干事林子木。情报股长罗颂，股员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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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耕、|坏宗岳，情报员毛 I~~I谷、|砾文在{、|砾世悼、李后秀、张

~熬、张克惠，探员李霞章、张启超、徐龙章、李云连、 H十起

祥、|砾昌杰。

若横办事处主任唐烙章(笋横自卫大队长) ，办事员陆明

麟(辑:横自卫中队长)、祝宏献(若横自卫大队长)、潘杰

(磐横自卫大队指导员)。

温岭县党政军联合剿匪办事处

于1945年成立，系全县清乡最高指挥机关，目的"为彻底

肃清县境奸匪，确保社会之安宁秩序起见，除袭击兵力向股匪

进击及伤各区乡镇 1\迫地严密防范外，同时普遍实施清乡，扑灭

潜伏分子， 1耳!达根绝匪患"。

办事处设四级:政务组"办理奸党匪自首自新之初步侦查

事项";党务组"政令宣传事直，发r)]党员工作队配合清剿部

队工作事项，办理县行政机关驻军地方团队学校工厂民众团体

报社等机关防奸小组事项";团务组"发动青年服务队为随军

联络员工作事工页，对匪区各机关员工可疑分子之检举事项";

情报组"侦察匪情及联络交换情报事工页，设置并调整区乡镇情

报网事项"。

重点清算IJ地区:第一清乡区为潘郎、大球、冠城、大溪、

坞根、河溪;第二清乡区为桥 F、翁山、牧蚊、湖屿、温哧、

江山;第三清乡区为沿海一各乡镇;第四清乡区为城区各乡镇。

温岭县j青乡委员会

于 1947年7月成立，主任梁鸿鸣、许正直，下设总务组、

宣导组、调查组、工作队。总务组长曹毅，宣导组长蔡槐归p 、

自iJ组长赵时中，调查组长徐人骥、副组长翁振书，工作队金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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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女。

温山令县松门、上马、石塘、誓山、钓滨、龙门、凤尾七乡

镇联合清乡委员会

于1947年8月成立，主任委员王相义，委员松门刘伯瑜、张

萧陆、|啄仲秀，上马骆伯祥、毛善正，钓洪张业满，石塘刘文

彬、曾若海，誓山|砾兆年，龙门|琼友方，凤尾王相义、王炎。

温岭县1948年制发国民身份证宣传检查队

于1948年8月底成立， 115u发国民身份证完成后裁撤。总队长

由县政的第一丰|利民:兼任，负责全队督导考核事宜。 f 设中、

东、南、西、 ~I 七 5个分队，队长由各该区警察所长兼任。城区由

县警察局行政科长兼任，秉承总队长之命，负责督导队员宣传

检查事宜。队员由警察局、所及乡镇公所户籍干事调充1O~15

人。

温岭县政府机要组织

机要室(夏高阳任内)经历人徐正墅、项风、|砾仙禄、林

云从。会报室经办人|砾洁、金声、赵嘉礼。

温岭县情报处

于 1937年成立，隶属第七区情报处，负责"侦察汉奸、间

谍及一切反动分子活动，预防危害国家与社会治安等事直"。

情报分处由县长主办，设总务、情报二股，县以下和重要地区

设情报分站，每站设2名以上情报员。主任赵咏八(县长:) ,

副主任胡三友(县政府第三科科长)。总务股长叶良方，股员

崔参、寿汝梅。情报股长吴昭征，股员|砾立峰。各情报站情报

员，新河陆宗英、|砾怡士，凤尾范仲侃、寿天忠，结i横江致

福、江益民，松门宋炳章、朱子文，石塘享I)大良、王奎照，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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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冯立、钱永春，温岭镇马祖、王行，坞根童升义、林道志，

湖雾江仲武、江美槐，大溪王伯勤、 lit 福生，泽国潘怀、周

南。

温山令县政府情报报告室(简称"情报室" )

于 1938年成立，以"沟通前后方抗战消息"为目的。以警

察局长、政工队正自IJ 队长、各警察派出所巡官、各区署区长、

各乡镇长、各防空监视哨 II肖长、各级学校校长、各民教馆馆长

为情报员，井吐|机关秘书科长;或其他重要职员指定一人负责，

主持情报室工作。 1945年5月情报室主任程逸品。

温岭县政府政工指导室一一情报总站

情报总站于 1941年奉命成立，以综理全县政情报告。总站

分内线、外线。内线 F属分站，县各平行机关各设通讯员 l人;

支部(指区级和警察局) ，区支站，下设各乡镇通讯员 1人，派

出所通讯员 l人;城区各乡镇通讯员;各乖|室通讯员。外线 F属

全县各重要地区情报员。分站通讯员由各机关进选;支站通讯

员由县的令派局长、区长兼任;乡镇和派出所通讯员由县的令

派乡镇长、巡官兼充:夕|、线通讯员由县府密派。

台外|守备区指挥部温龄、玉环、乐清三县边境联防办事处

于 1942年成立。主任张|斑摇(温岭)、副主任|砾伯麟(温

岭)、何经训( II臼海)、仇岳希(乐清)、郑l莫廷(玉环) ,

主任秘书|砾吾行，秘书金敏、罗颂，自IJ 官张望熬、 II十钟琪，军

事组长叫云从、自IJ 组长;周恩危，情报组长陈伯、目j 组长;其I)卓

行、|砾治江。

温岭、黄岩、乐清三县边境联防办事处

于 1944年 1 月 3 日在区专员杜柯:主持下在大荆组织成立，址

- 17 -



¢o 温山令民国组织简史令

设隘门岭，以"确保温黄乐三县边境安谧"为目的。

办事处直属第七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主任边公

?棒、副主任晏奉恩、处员口十汉度。防务时间自 1944年 1月 16 日至

1944年4月 15 日。防务范围包括乐清的东林、|陆溪、镇安、智

仁，温岭县的大溪、狮峰、大球，黄岩县的岩前乡。

温岭县政府临时情报组

于1944年6月成立，经贯之兼主任。区情报站站长由各该区

长兼充，东区毛有伦，南区|砾 X ，西区林篆，泽国汪顺贵。情

报员由各乡镇长兼充，计50名。通讯员由各区的保甲长兼充。

温岭县松门区暑侦缉组

于1943年8月设立，为肃清匪患，维持地方治安起见，特设

侦缉组，执行侦查缉捕之任务。 8月份，组长章厚基，自IJ组长章

记智，组员|砾抱天、方小桃、章程强、章学能、周启瑞、徐安

童、潘必满、张人;望、杨四侬、潘未得。 9月份，组长王东杰，

组员|砾良法、王天昌、徐德胜、潘必满、张士元、李正富。

温岭县渔会海防情报组

于1937年8月 26 日成立，其任务是侦查敌军汉奸之活动。组

民;张锦梅，组员蒋南村、林存厚、顾得标、郑达材、范五帆。

温山令县应变委员会

于 1944年9月成立，常务委员蔡槐卿、李有方、周时璜，

总务股主任金声、财务股林子延、军事股朱春生、宣传股王宗

旦、情报股经贯之，梁慎11多驻大荆联络情报。

温岭县政府特务干部人员训练班

于 1938年4月开办。为充实乡镇保甲组织，增强人民自卫

能力，培养基干人员。招收年龄20~30岁，具有初中毕业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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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籍男子;年龄在36岁以内之现任乡镇事务员。训练军事(六

分)、政治(四分)。受训一个月后分配各乡镇。充任军事、

政治工作。主任向大光，军事总教官田 VII庭，政治总教官张士

达，学员总队长教官|砾贯雄。学员分两批，共录取62名。

浙江省无线电台温岭县分台

于 1944年左右设立，隶属县政府和省总台，目的为畅通政

府上下之间的联络。台址城关后溪岸。台长吴全庆 0944. 5~

1946.6) 、吴孝传 0946. 6~1947. 11) 、朱玉泉 0947. 11~

1949. 日，报务员曾烙 0944. 5~1945. 11) ，译 l毡员 ~l~叫卖明

(女， 1943.4~1945.5) 、梁尚戒 0945. 4~1947. 8) 、|砾志

贤 0947. 9~1949. 5) ，报务员徐正富 0946~1947.8) 。

温山令县社训总队

1938年，社VII 总队分设5个区队， 63个乡镇队。每保编1个

班， 4班成l联保队。每I跃保队分设警备游击、工程、运输、通

讯4日1。区乡镇长兼任队长;联保队长以1937~1938年度区干

训毕业之学员充任;班长以1938年度受班长训练之甲长充任。

社训总队长李元，副总队长田VII庭，政VII 员曹廷祥，督练员黄

养正、陆瑞彬、戚国钩，上尉书记|琼侣，第一常备中队长卢国

屏，第二常备队中队长林志卿，第三常备队中队长范维屏。

温山令县社训总队妇女干部训练队

1939年5月开训队长蒋笛清，第一分队长施允谐，第二分队

民;李涤，第三分队长徐i里劲，特务民;林瑜、学员|琼秀娟等133

人。

温岭县行政干部训练所

于?年成立，为基层政权训练骨干。县长兼任所长，教育

- 19 -



¢o 温山令民国组织简史令

长主管全所的工作，下设教务股、训练股、总务股和军 VII 队。

教育长杨建章、傅锦炜、李雯、张和，教务股长;杨华满、林朝

锵、赵定远，总务股长查梦秋、林友京、洁思激，军训队长fil3

秉正、林伟愕、范维屏。

期别 受训对象 训练起吃时间

2 乡镇保长 1941. 6~

3 副保长

4 1米口 长

7 ~ 计 |阳川月

8 乡镇干事

9 乡镇事务员 1943.4.14结束

10 副乡镇长 1943. 5结束

11 JzE可h 计 1943. 6~7月

13 副保长 1943. 1O~

16 ~ 计 1944. 2~3月

22 户 政 1945. 3~4月

26 户 政 1948. 3~4月

温山令县粮食管理委员会粮政干部训练班

1941年7月，受训学员 44人，主任夏高阳，副主任倪永强，

军训队长户批|哇(护粮队长)。

温岭县卫生院

内分保健、医疗、总务主部分。历任院长:王建一

C1 94 1. 8~1943.5) ，林峰 (1943. 5~1946. 肘，哀化遐

0946. 9~194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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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县农业推广所

于 1943年3月设立。 1943年3月 ~1945年历任所长;钱元武、

杨锡才、杨槐林、赵子昌、戚子远。

季宽纪念农场股份有限公司

建于 1946~1947年间，主任罗浩忠，副主任梁鸿鸣，经理

|砾庚堂。

温岭县地证处

于1938年 10月间，省派吴树圳，副主任陶毅。第一股主办

总务，股长张颂树g; 第二股测量、求积、绘图等，股长闻韶;

第三股督促造朋、结状等，股民:1琼彬、钱国粱。

温山令县土地登记处

于1942年，成立，其前身为县地征处。总处编制如前， -f 设5

个登记分处，一分处那国学、二分处王佩言、三分处李伯齐、

四分处程秉、五分处|啄文固。

1946年 1月，各分处工作陆续结束，同年:8月缩编为2股，住l

县政府地政科长张颂相j任主任，第一股长|砾恒修，第二股长应

大蝶、俞嘉福。

温岭县政府土地整理委员会

于 1943年 12月 2 日成立，审理土地事宜，委员林云从等 18

人。

温岭县财政整理委员会

1944年主任蔡竹屏，副主任徐人琪，组长王植跤，整理员

沈琢璋、应鸣山，书记王仲l达。

温岭县税捐稽征处

自 1942~1949年，县处设处长 1人，分设总务股、征收股、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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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室、票照室，各股室设主任1人。征收股下属中、东、南、

西、 ~I七区稽征所，所设主任1人，征收员若干人。

处长 1942~1943年诸思征， 1945~1945年丁芹波、丁乃

元， 1945~1946年卢子优， 1946~1947年黄公权， 1947~ 1949

年唐坚白。

浙江省银行温龄办事处

约成立于1937年，直属|陆海分行管理。处内设主任、会

计、金库主管、出纳各l人，均由行员担任。 1940年始设泽国、

新7日I贷款所， 1942年停办。

1937~1939年主任黄锦朝， 1939~1946年主任周炎昌，

1946~ 1949年主任金盈坝。新河贷款所主管人王温远、泽国贷

款所杨汝通。

温岭县政府建设委员会

于 1929年3月成立。 1931年5月(第三届)委员有唐村里献、

王皑叔、宋守灵、裴勋员、林吟桥、刘伯瑜、张11:~1赫。

温岭县财务委员会

于1938年7月成立， 1945年改称县公有款产委员会。委员会

受县的委托，管理全县公有款产，女I]公田田租，购置整理田产

和管理各项专款等。设正副主任委员各1人，委员7人。共召开8

届委员会，历届正副主任委员女I]-f:

届别 时间 正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1 1938年 叫舜九 H十履成

2 1939年 叫舜九 叫履成

3 1940年 王建中 王熏

4 1941年 王建中 王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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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届别 时间 正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5 1942年 王建中 王熏

6 1943年 李伯周 王熏

7 1944年 李伯周 王熏

8 1945年 李伯周 王熏

温岭县公有款产管理委员会

于 1946年8月成立，其前身为县财务委员会，任务同财委

会，设正副主任委员各 l人，委员 9人，县政府财政科长与教

育丰|快为当然委员。主任委员县民:兼任，副主任委员徐人骥

(1945~1949 )

温山令县粮食管理处

1940年7月 ~1940年 12月 主任皮嗣襄、夏高阳，副主任

金锦柏、陆子坤，总务股长;张刚、柯立，业务股民;刘大魁、 II↑

盖尘、何国钩，管理股长金仲略、林子延、范若海，稽核陆子

坤、孙元漠。

温岭县粮食管理委员会

1941年 1月改"粮食管理处"为"粮食管理委员会" 0 1941

年1月 ~12月，主任委员夏高阳、副主任委员倪永强，秘书林子

坤、何国钧、张仓冠，第一股长王立、王宗且，第二股长朱子

美，第三股长叶作民。

温岭县粮食管理委员会业务处

于 1941年成立，属于县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任务机构。经理

沈祥耀、何国钧、张仓冠，总务组长;黄尚武、王鸿麟，购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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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张兴祥、王耀南、张雄，分配组长黄家麟、傅锦华、王鹤

林，会计室主任李寿洛，办事处主任曹人尧、孔照炜、|砾贯

雄，检查站站长魏均淫、金荣寿、金损、梁慎修、享I)人发，护

粮队队长卢志|哩。

温岭县粮食管理委员会业务资金管理委员会

于 1941年4月 20 日成立，主任委员张心柏，常务委员夏高

阳、倪永强、王子初、林君武，委员张翰定、阮季良、李梦

莲、 H十舜'九、金萧谐、江伯方、包卓人、张右直、周炎昌、倪

笑天、徐子琪、范崇!熙、王建中、谢赞候。

温岭县田赋粮食管理处

于 1941年 10月成立，县长兼任处长。丰|室变更频繁， 1949

年时设二室(秘书、会计)三科(一、二、三)0 1945年，县

以下设有温啡、桥下、辑:横、潘自I) 、泽国、麻车桥、新河等办

事处。历任;IJ处长某某 (1940. 1O ~194 1. 6) ，缪天定 (1941. 6

~1945. 7) ，吴秀生 0945. 7~1946. 7) ，马云良(1946. 7

~1948. 3) ，陆俊人 (1948. 3~1948. 6) ，秦鼎 0948. 6~

1949. 日，胡鸣龙。

温岭县积谷委员会

于 1932年成立，隶属于县政府民政利，后改属县政粮政乖|

和田赋粮食管理处。主任委员县长兼任，副主任委员徐子琪，

委员张翰庭、林君武、黄仲文、包卓人、|啄庚堂、王行侠、金

I吾、阮季良、 H十舜九，办事员|砾志渊。

温岭县f田业仲裁委员会

于1939年6月成立。 1940年，常务委员(部分)倪永强、吴树

圳、吴锡恩、金乃武、蔡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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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县治虫委员会

于 1930年2月 18 日成立，设主席 1人，由县长;兼任，常务委

员 2人，委员若干人，治虫专员 1人，专办全县治虫指导督促事

工页。各区设治虫事务所，以区长为主席。第二届 0931年2月~

7月)主席唐榈献，常务委员金作梅、林师白，委员王皑权等19

人。

温岭县抗日自卫委员会

于1938年5月成立， 1940年改称"动员委员会"。是抗战时

期全县民众动员抗战筹划机关，为增进抗日自卫力量，集中地

方人才。

委员会主任委员向大光 0938. 5~1938. 8) 、李元

0938. 9~1939. 7)、皮嗣襄 0939. 7~1940. 3) ，副主任委

员潘梦麟 0938. 5~1939. 10) 倪永强 0939. 1O~ 1940. 3) ,

常务委员叫舜'九、|砾兆麟、李伯周、张心柏、徐人骥、委员方

季容、张翰庭、潘德逊、林君武、裴俊卿、赵任、王行楠、林

子延、金泉溪、包卓人、李有方、张|晓棍、张11:~1赫、林云从、

叫履成、刘伯瑜、毕玉庭、梁耀南、口十斐英。办事机构秘书|琼

吾行、|琼宾野，总务组主任李伯周，副主任张仲赫、季理。军

事组主任|琼兆麟，副主任张|斑掘。经济组主任口十舜'九，副主任

林君武。政 VII组主任叶履成，副主任包毅华、林云从。

温岭县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委员会

于 1938年 11 月 5 日成立，负责办理出征抗敌军人家属优待

事宜。设委员 9~15人，县长为主任委员，其余由县参政机关

推边，抗战期间县参政机关未设立前，住|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推

选。委员有张心柏、潘梦麟、何甘露、萧忡1劫、郑海秋、林子

Fh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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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韩遮因、林泽、方季容、裴{麦、刘大魁、林直、蒋边清。

委员会设秘书、总务、慰问、筹募、保管、救济组。秘书由抗

日自卫委员会秘书兼任;各组设主任1人，住l委员会兼任，办事

员若干人，住|抗日自卫委员会职员兼任。

温岭县动员委员会

于1940年4月由抗日自卫委员会改组成立， 1941年增设"国

民精神总动员会"，同年底奉命撤销。主任委员皮嗣襄、夏高

阳，副主任委员倪永强，常务委员李伯周、徐人骥、张心柏，

委员除"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兼任外，还增选丁天杰、王树

森、李安素、刘大魁、林仲行5人为委员。秘书|琼吾行、谢赞

11吴、林子延，总务组主任张仲赫、副主任季理，政 VII 组主任叫

履成、副主任林云从，经济组主任叫舜'九、副主任张严辘，教

育文化组主任徐赞漠、副主任李有方。

1940年6月 10 日第一次改组，主任委员皮嗣襄，书记长|砾宾

野，组 VII股主任倪永强(兼) ，征调股主任张晓搭(兼) ，经

济股主任项斌，宣传股主任徐赞漠，总务股主任张仲赫。

温岭县军民合作指导处暨合作站

指导处于1943年 1月成立，为军队提供副食， 1944年 12月撤

销，处长蔡竹屏，日IJ处长席士古段，干事钱纪文、楼洪泽、颜义

球、要宪章:合作站分配股股长钱纪文， -f 设事务员 3人。征购

股股长楼洪泽，下设事务员 3人。总务股股长杨宪章，下设会

计、出纳、文书。

温岭县军民合作总站

于1949年3月 7 日成立。总站站长住|参议长兼任，县以 F 军

事需要之乡镇设立分站。分站站长住|所在乡镇长或乡镇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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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总站内设征雇、供应、救慰、侦导4组。总站站长张，心

柏，副主任韩焕然，站务委员金桐村、|砾宗岳、刘大魁、蔡绳

武、|砾毓秀(女)、张日清、张严镇、|琼叔轩、|砾贯雄、赵守

邦、|砾仲士、金f白戚、金增祥、材、云从、 Iii 立文、应鸣谷、

邵颂芬、朱光泽、|琼卓、|砾定远等 19人。总干事林震远(专

任) ，征雇组长川l十股枝，供应组长朱光泽，救慰组民;袁化遐，

侦导组长胡庚来(专任)。

温岭县抗敌后援会

抗敌后援会主办抗敌后援募捐慰劳前方军士及指导民众，

加强战时准备等事直，于 1937年成立，设交通工作团、看护工

作团、消防工作团。会长由县长兼任，消防工作团长卢涛。

温龄县抗战后援会松门办事处

1937年办事处主任葛祥生，副主任郑志远、段非韩。

温岭县公益救济事业委员会

于 1941年3月 31 日成立，主任委员张右直，副主任委员金

萧谐，委员夏高阳、倪永强、徐赞漠、周 H才琪、谢赞候、张心

柏、林君武、王子初、张翰庭、丰Ii遮因、阮季良、包卓人、江

伯方。

温龄县政府劝募公债支会

1937年11月，主席委员向大光。

温岭县征募寒衣运动支会

1939年 10月，成立支会设总务、征募、宣传、制动组，主

任倪永强等22人。

温岭县一元献机运动劝募委员会

于1941年8月成立，由各机关团体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主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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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员夏高阳，委员倪永强等2人。

温岭县献金粮委员会

于 1929年9月 29 日成立，主席林恩波，常务委员徐子琪、

|砾则大、金傅) I[ 、 Iii 舜'九、|砾叔轩、王秀) 1[ , 11吴丰|、常务委员黄

次伦、阮泉溪、|啄件1王乐。总务股主任|砾则大，财务股主任王秀

) I[ 、|砾叔制，调查股主任黄次伦。

温岭县水灾筹赈会

于1922年成立，由东、南、西、二|七、中五乡各推选代表20

人为会员。会内设文j击、庶、会计及书记。东乡英松亭、徐肖

臣等;南乡蒋友生、江秀生:西乡孙寅生、李古臣等;二|七乡谢

仲策、 H十缉士等;中乡召[)仁甫、林雨人等。

浙江省临海区各界募款购机呈献政府筹备会温岭支会

于1936年5月 20 日，为纪念蒋介石五十寿辰而设。常务主席

县长兼，常务委员石湖、 11-1 履成，委员林君武、 H十舜九、谢赞

11吴、李↑台士、徐件1瑜、|砾伯) I[ 、包卓人、阮泉溪、金衡士、王

行侠。

温岭县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

1945年5月 6 日时令人员有蔡槐卿(主席)、林峰、口十启龙、

林其元、 fil) 济) I[ 、谢雨民、曹毅、李有方、张建浩、潘敦义、

裴{麦、用时琪、刘大魁。

温岭县水利协会

出席 1947年 11 月 18 日第九次临时会议委员有张心柏(主

席)、林子延、张企乔、张翰庭、徐子骥、林君武、李伯周、

杨咏甫、许正直。

温岭县水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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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12月参议会通过徐人琪、林子延、林君武、|坏宗

岳、张|琼烈、|琼典、李呜涛、李伯周、江挠、骆f自祥、|砾仲

士、王行侠、蔡裴、葛铺、金铺柏、口「舜九、口十履成、张四维

20人为委员。

温岭县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于1946年 11 月 16 日成立，主任委员江浇。

温岭县政府战时政治工作队

于1938年8月成立。 1938年8月 ~1938年 11月队长蔡诵芬，

干事长张建浩，干事李安素、王绍梧、金女I] 盔，纠察员施中

行、罗廷、颜邦恒，宣传队长赵复。

1939年2月 ~1939年 10月队长李安素，干事长梁慎修，干事

谢廷建，纠察员叶女I]梦、王振中、洪福生。一区队长叶铁珊，

二区队长孔昭伟，三区队长颜华权，四区队长江若伟(兼) ,

五区队长;郑醒民。

1939年 12月 ~1940年 1 月队长张晓搭(兼) ，自IJ 队长李一

峰，干事长|砾乃容，干事江若伟，孔昭伟，纠察员|琼绍文、屈

梅五、金愚。一区队长孔昭伟，二区队长缪惠勇，三区队长张

夏斋，四区队长:1砾干达，五区队长郑醒民。

1940年2月 ~1940年:3月队长方树德，干事长王士敏，干事

王振中、郑醒民，纠察员金愚、屈梅五，区队长女I] 前。

1940年3月 ~1940年5月队长林云从，干事长|啄尧，干事罗

理尧、蔡子达，纠察员屈梅五、王守清、王振中。一区队长孔

昭伟，二区队长蔡子达，三区队长许岳，四区队长张松池，五

区队长缪惠勇。

浙江省防空协会温龄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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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县支会所在地之党务公务人员，法定社会团体与国营事

业机关之员工，中等以上学校员生，小学教师及军警官佐士兵

均为当然委员。 1939年支会长李元。

温山令县j鱼会护 j鱼委员会

1908年4月 30 日成立，隶属于温岭县渔会，设总务、财务、

护渔三股，总务、护渔二股主任由正副主任委员兼任，财务股

主任由委员中推选。主任委员王小桃，副主任委员|砾忠良，委

员杨仙野、曾人志、张崇友、|琼益三、孙达发、|砾阿九、黄梅

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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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县防空监视哨

隶属于温岭县政府民政科，业务属黄岩县防空监视队领

导。任务监视敌机，预报气象。设 u肖长、班长各 l人，哨兵6

人，炊事兵l人。

时间

1937~1939年

1939~1941年

1941~1944年

1944~1945 年

H肖长 班长

陈立降 金连明

蔡若梦 吴友光

骆国俊 蒋庆春

沈呜泉 蒋庆春

浙江省第五 O防空监视哨(即温龄)

1938~1941 年， u肖长吴若梦(1 938 )、董涤(1 94 1)。

温龄县城区防空哨

1938年 II肖长陈立峰、钱大忻

温岭县松门防空口肖

II肖长;李士槐(1 938) 、|砾友兰。

温岭县递步口肖总哨所

于1938年 12月 1 日成立，利;第三战区递步 II肖温岭县总 II肖所，

为本县迅速传递文件、命令、辅助通讯，特设置递步哨，址设

县城，并根据缓急划分支线、干线、预备线，在适当的地点设

分哨所。 1938年设牧屿、大球 2分哨所， 1941 年增设 50个分哨

所。总哨所设 u肖长 l人，稽查员、事务员 1~2人，哨兵 10人;分

哨所 II肖长 1人，哨兵若干人。

总哨所总管县递步 u肖亚务，总 II肖民;由县民;指派，以兼任为

原则，秉任县长办理全县各 u肖应行事宜。稽查等由 II肖长进荐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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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以专任为原则。分|哨所 u肖长以所在地乡镇长兼任，直属总

II肖所，并受区署监督指挥。分|哨所哨兵由各该 II肖长;派定，报总

1哨所备查。

1938年总 II肖长林希曾，事务员戴文敛，稽查徐和祥、郑文

献。牧屿分 II肖长李鼎烈，大球分II肖长|琼|响。 1943~1944年，兼

总 II肖长傅锦炜、王士敏。

温岭县剿匪指挥部

1941年7月，少将指挥官张晓裕，少校自IJ 官|砾治江，上尉自IJ

官梁鼎，上尉书记罗颂，上尉事务员黄伟民、金边，少尉司书

李季勉。 1941年5月，少将指挥官张晓棍，中校自IJ官朱贤德，上

尉书记潘杰，少尉司书孔烈轩，上尉侦挥组长梁鼎，少尉探员

|砾阿四、王斌、陆适时\江正柄。 1941年8月，少将指挥官张|斑

i苔，中l校参谋张烈光，少校自IJ 官|啄泊江，上尉自IJ 官梁鼎，上尉

书记罗颂，上尉事务员戚国钩，少尉司书郑光华。

浙江师管区临海团管区新兵第一大队部

于 1946年 10月成立，它的任务是接收转送新兵，设大队

长、大队副、自IJ 宫、军需、军医、书记、文书各1人。下设5个

中队，每中队分3个分队。中队部设中队长;、中队副、特工氏、

文书各1人;分队设分队长 l人。大队长林雅，大队高IJ 习培根，

副官沈庆绪，军需哀彩芹，军医朱国权，书记胡志云，文书胡

华福。

温岭县新兵征集所

于 1941年成立"新兵招待所" , 1943年改柏:"新兵征集

所"，是接受训练壮丁，输送新兵的机构。 1941~1942年 1 月，

隶属温岭县常备队，所长林志卿，管理员朱芳，事务员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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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 ~1944年7月，隶属县国民兵团，所长|琼贯雄，管理

员周乃斌、|琼慕超，事务员王达、|琼让。 1947~1947年6月，

隶属县政的军事利，所长阮明，管理员朱天海，事务员诸葛i~!J

士、刘绍邦。 1947年6月 ~1947年 12月，所长日清泉，管理员向

闻礼，事务员诸葛衡士。

温岭县防护团

于1939年5月成立，为防日寇使用各种毒气而组设。团长李

元，副团长范超湘，干事马仁孚。

浙江省船舶总队民船第七大队第三中队

1937年大队长曹伯闻，中队长向大光，第一队队长柯美

岳，第一小队长庄届生、第二小队长蒋永交、第三小队长朱文

生、第四小队长梁洪培、第五小队长吴邦友、第六小队长王佩

l二1 。

温岭县游击队

1940年12月，住l尤振忠、( ep 明秀)等130人组成。

温岭县抗卫联防委员会

于 1941年6月成立，为健全民众组织，加强抗敌力量，乡

镇为基层组织，以一中队为标准( ep战斗单位) ，区为战术单

位，县为战略单位。

各区乡镇设联防办事处，下设总务、军事、经济3组，各组

设组长 1人，干事若干人，并由组长、干事互推主任1人，呈报

县核准。各乡镇长为区联防办事处当然干事。

温岭县地方自卫团队

于1933年2月成立，系全县武装组织。有10个分队，每分队

30人; 1个特务班10人，分不11于二|七港、 i乌恨、沙山等地。常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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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5个区团 116甲，每队人数不等，一般以甲为单位，也有几甲

联合组织，各队设队长 1人。基干队第一分队分队长陈作梅，

特务班班长汪振令。第一区团第一甲常备队队长夏迫明，第二

区团第一甲常备队队长卢棋，第三区团第一甲常备队队长|琼择

民，第四区团第一甲常备队队长张{Jml文，第五区团第一甲常备

队队长|琼章等。

温岭县自卫团队指挥部

于1938年 1月成立，由原保安警察壮丁队、警察及一切民众

自卫团队联合组成。指挥官县长兼任，副指挥官田训庭(县社

总训队副总队长:)、宣憋跟t (保安警察大队长)。

温山令县自卫总团自卫大队独立第二分队

1948年至 1949年5月，县长卢伯炎从上海市民政局长张|斑

摇处活动到一批特工人员，如|啄刚、口十兴东、何明球、张伯希

等人，其中|琼刚为最，接充独立二分队(突击队)辰，整顿队

伍后，派叫兴东、何明球充任战斗队情报队长，扩充武器，与

人民为敌，与共产党为敌。温岭解放前夕，被卢伯炎改组为第

五中队，与第一分队合井，王云洲升充为中队长， I啄刚见机逃

跑，未在本县逮捕。总团民;程方、卢伯炎，自IJ 团长;郝一飞，团

|咐相辛友，独立分队长|琼|响。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军区特别党部临黄师管区党部温岭县国

民兵团区分部中山室

1943年成立，以宣扬三民主义，提高民族意识与国家观

念，增进党员与民众训练效能为宗旨。室主任夏高阳，副主任

曹肇颜，文化组长曹庭祥、自IJ组长洪尚馅，娱乐组长汤启连、

自IJ组长谢泰泉，体育组长阮明、副组长曹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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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县国民兵团自卫大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大举入侵，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迫使国民党当局停止

内战，准备抗战。当时各县武装力量单薄，因此，民国政府通

令各县增设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当地武装力量，本县为应付当

时抗日局丽，于 1938年?月设立温岭县固民兵团自卫大队(曾

称温岭县司令部抗日自卫大队，温岭县国民兵团抗日自卫大

队)。

自卫大队分三中队和一训练队，每中队(训练队)分若干

队。 1938~1939年，大队长|琼德明、张|斑棍、|琼伯麟，大队|咐

|砾贯雄、蒋宏发，指导员寿琪， :iIJ 官周乃斌; 1939~1940年大

队长何经训，大队|咐叶金|堤，指导员寿琪，自iJ官周乃斌; 1940

~1941年，大队长叶金|班，大队|咐|砾治江，副官周乃斌，指导

员寿琪; 1941~1942年，大队长唐烙章，大队附洪学礼、祝宏

献，政治指导员寿琪，自iJ官应服; 1943年，大队长洪学礼，大

队|咐程庆松，指导员华志明，副官应服;1944~1946年，大队

长|琼贯雄，大队附黄永德，指导员李德兴，自IJ 官|砾哲康，书记

曹哲仁，中尉军医黎品来; 1947~1949年，大队长|琼敏俊，上

尉干事罗俊，指导员用清直、傅逸石，副官询:漠，军需裴俊、

程忠令。

温岭县国民兵团

1946年6月前(后改县政的军事科)团部设警卫股、征募

股、编练股。团长蔡行屏，自iJ团长朱春生，团|咐冯际宇、曹

毅、潘敦义，军需程远、林桦，军医林峰、林镜明，书记蔡继

勋、施震寰，司书|啄梅英。警卫股股员叶着光，征募股股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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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昭、葛国杯、 II十振远、井升元，编练股股员曹廷祥、应修

熠。

温山令县国民兵团特务班训练大队

学员在最短期内(三个月)使熟习绪制式与法则，同时f段

炼体力，严肃生产，巩|面精神之训练，养成效忠党固，捍卫国

家之决心为宗旨。集训时间于 1944年8月 10 日 ~1944年 11 月 10

日，集训l大队大队长卢泽汉。

温岭县国民兵团兵役训练班

为"健全兵役干部学识技能"。址设大明因寺。主任夏高

阳，副主任曹肇顿，军训总教管曹毅，政治总教官孙楚良，教

育自IJ 官|砾秉直、|砾济中，中队长吴学礼，指导员王冠云、张纪

庚。

1940年第一期， 7月 1 日至8月 30 日，参加训练240人; 1940

年第二期， 9月 5至 11 月 5 日，参加训练117人。 1941年第一期， 8

月 15 日至 10月 15 日，参加训练142人; 1941年第二期， 10月 20 日

至12月 20 日，参加训练135人。 1943年第五期， 6月至9月。

温岭县保卫队士官训练队

1936年，队长;熊亨灵，政治教官寿廷、仇复、黄德成、崔

参、|砾及夫、林云从，军事教官钟振华、|砾作梅、高求平、赵

介清。

温岭县国民兵团谍报组

于 1941年2月设立，其人员和活动地区:

职务 姓名 化名 活动地点

组长 陈含真 洪琛 县城

组员 蒋克惠 谭善 石塘至钓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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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职务 姓名 化名 活动地点

组员 江盛德 马康 若山

组员 李伟人 洪遥 上马

组员 潘学呜 陆一呜 松n

组员 叶玉斌 张仁贤 淋川至贯庄

组员 张子良 J丁S 悦击r 桂 桥下至高龙

组员 陈友棠 黄一天 东111j

组员 陈达南 杨崇明 辈子横至贯庄

组员 陈美法 A王ιL 刀主E之, 石桥至大间

组员 陈灵生 杨樊 在环至大间

组员 陶木山 陈沛 新西至湖UI与

组员 程场楷 梁钩 滨海至?可洋

组员 王玉根 王仁 新?可

雇员 江美槐 陈玉 大球

温岭县基干队

于1932年6月 10 日成立，编制核定为400名，己编310名，未

编90名。总团长唐榈献。

温龄县义勇壮丁队

于1937年成立。

"温岭县义勇壮丁队遵照省颁义勇壮丁队暂行办法，民国

二才·五年度 (1936) ，全县己 VII 壮丁分别编组，嗣省编九种任

务班……兹因本县地处滨海国防前线，同时进选己编成义勇军

队侦察班之壮丁，编为义勇壮丁模范队1200余名，专负地方防

务之责。为增民众自卫力量，计划将己编壮丁各种任务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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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予以分别集中训练。"

中队长黄文奎。

温山令县石塘水陆保卫团

于1917年成立， "以保卫地方人民财产及渔业为宗旨"。

团长金镇，书记江汉，船长王庆庭。

温岭县警察局警察大队附属县党部党员自卫班

1945年2月，二等警长王学知，一等警士方学球，三等警士

朱学立等18人。

温岭县党员自卫队

党员自卫队队员资格. "1、本县党员及预备党员自备或自

能借枪弹、服装，并经济力量足以自给者; 2、本县住民品格端

方，经济力量足以自给，自备枪弹、服装，经党员二人以上介

绍，并经本县党支部审核认可者; 3、本县党员及预备党员或住

民经本县党部特准者。"

1938年 1 月，总队长叶履成，副总队长林子卿、|砾允中。

第一区队区队长林子卿， :iIJ 区队长林云从，一分队分队长蔡秉

文， :iU分队长叶景遮;第二区队区队长戚酬，自IJ 区队长罗×。

一分队分队长;冯立， :iIJ 分队长张振江，二分队分队民;金奏，日IJ

分队长叶绍祯。共有队员 100人。

温山令县警察暑

建于 1911 年， 1914年后改警察署为警察所。设署长、警

官、巡官、雇员、警察等30余人。署长1911~1912年施国平，

1913~1914年，吴郁周， 1912~1913年任斌甫， 1914年徐宪章。

温岭县警察所

于 1941年改警察署为警察所，组织略有变更，撤销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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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呼2分所，仅设凤尾、松门、泽国3分所， 1929年撤销。 1914

~1915年所长:1砾承侣， 1916~1922年王粥， 1922~1923年顾锡

麟， 1923~1924年梁禹甸， 1924~1925年周卓， 1925年杨禄

纯， 1926年，沈秉成、王维三， 1926~1927年张伟扬， 1927~

1929年吴嘉宾。

温岭县公安局

1929年改县警察所为县公安局，始设局长、股长 (1930年

改股民;为督察员) ，后增设丰|长、科员各l人，巡官、巡氏、书

记、警察等30余人。下设凤尾、松门、新河、泽|丑4个分局。

1932年，局内增科扩员，设总务利、行政利、司法利。局

下设泽国、凤尾、松门 3个分局，、温岭m、大溪2个派出所。

1935年因县政府设立公安科，县公安局被撤销。

1937年9月 1 日改设温岭县警察局。

职别 姓名 籍贯 任 期

局长 李来松 江西 1929~1930

局长 寿尧 诸暨 1930~1931

局长 施震球 绍兴 1931~1931

局长 薛纯忠 江苏 1931~1932

局长 刘省、三 湖南 1932~1932

局长 寿廷 诸暨 1932~1936

局长 卢涛 湖南 1937~1937

局长 胡三友 永康 1937~1937

温山令县警察局

1937年2 月 1 日改县公安局为县警察局。局内设总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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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司法三利，下设新7日I警察所(新河、凤尾派出所)、潘自I)

警察所(潘郎、泽固派出所)、城区警察所(城区分驻杏环、

温哧派出所)。历任局长:

职别 姓名 籍贯 {平L 期

局长 胡=友 永康 1937~1937

代局长 |句 珍 湖南 1938~1938

局长 JJ)i斌 浦江 1938~1940

局长 张友栓 浦江 1940~1943

局长 李警 1943~1944

局长 生f§:刘υ/卜' ，申山、 萧山 1944~1945

局长 潘敦义 山东 1945~1945

局长 段启山 山东 1945~1946

局长 陈国铭 温州 1946~1948

局长 韩焕然 天台 1948~1949. 6

温岭县义勇警察

1938年建立，分设5个区队，每区队设队长、高IJ 队长各 l

人，学科、术利、政治教官若干人。

第一区队队长王振廷(兼术科教官) ，自IJ 区队长郑悼云

(兼术科教亩') ，政治教育寿廷、林云从、黄德成、崔参，国

术教馆徐峰山;第二队队长马祖前，日IJ 区长王行侠;第三区

队队长:祝邦亮(兼术科教官) ，自iJ区队长:享I) 成龙(兼术科教

亩') ，学科教官李绍白、李骏、寿朗，术丰|教官|啄介栅;第

四区队队长徐光涛(兼学科教官) ，区队 1)11 享I)成龙(兼术科教

亩') ，学术教官|砾介栅，学科教官|砾通云;第区班长洪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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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光裕;第六区队队长寿朗，自IJ 队长游志刚，术乖|教官方友

庆、周荡舟，学科教官方瑛、郑文法、赵少庭。

温山令县警察局警察队

1944年中队长许克夏，分队长王楚廷、卢其祥、 H俞其友，

特务长麻守一，书记方正伦。

温岭县警察局警卫训练班

1948年共有学员 37人，主任|砾国馅，教育股长王志云、 Iii

维明，总务股长|砾胜杰，军事总教官王宗谦，区队长|砾志新、

章宏文。

温岭县警察局便衣警察组

于1931年成立，后直属警察局的督察室，有便衣警士4人，

各藏有"探警"字样的符号一方为证件，便于活动需要。 1943

改变侦缉组。曾任过便f衣警察的有陈云卿、询:广州|、 II十启明、

汤铭、王明山。

温岭县警察局侦缉组

始于1943年，到 1946年2月 1 日改称温岭县警察局侦缉队。

主要搞秘密活动，组员持有侦缉证，直属督察长领导，设正副

组长各1人，探长2人，探员若干人。组长楼天志，自IJ组长吴凤

鸣，探长王树林、吴德富。

温山令县警察局侦缉队

于 1946年2月 1 日改县警察局侦缉组为县警察局侦缉队。

温岭县警察局刑警队

于 1945年成立(前身是侦缉组) 0 1946年为了对付共产

党，还建立了刑警队外围组，所谓"耳目"，人源来于地主、

保长、兵痞、流氓等。"耳目"以行政区划分为各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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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蒋逸农、曾昭达、朱多、余枢、徐泰荣、|砾胜杰、方

步云，队|咐张江兰，组长;王呜山、|琼旭明、李康鉴、|砾忠明。

"耳目"总负责王呜山。城区总耳目元腾宝、吴小妹、林梅

生、林姐头、其I)再河、李三玉、林生、毛哲明、饭店i小玉;东

路耳目张加梅、陈子南;南路总耳目|砾林、询:炜、|砾乃星、|砾

明康、|叶剑民、|砾福梅、|琼昌杰;西路总耳目单边欠、谢茂

楷;二|七路总耳目邱一山、林吉利、 11-1景云。

温岭县警察局财务稽查委员会

于1938年5月 16 日成立。主席委员钟振华，委员李克成、蒋

纯I宗、马祖勋、卢忻。

温山令县警察局情报站

于 1945年成立， "管理全县共产党活动情况……"。警察

局长兼负责，行政科长兼站长主办全站情报，督察处督察员、

巡官为总站站员(情报员) ，各警察分所所长兼各该情报组组

长，分所巡宫、警长、警士为组员(情报员) ，刑警队长为情

报组长，队员为情报员。

1945年，站长|啄耀!东，站员陶国员、徐f自英、麻天寿、李

鑫、曾绍达。各情报组组伏，新河鞠中l吾，松门王日 1眷，泪昕

|砾国佐，泽国笆'毅，大溪鞠中吾，在环韩章发、杨善举，东浦

徐修l花，刑警队曾绍达、莫英富; 1946~1948年站长陈国佐、

|砾剑河、徐华国、夏云，站员|砾达明、 7J步云、李建勋、|啄鸿

璋。各情报组长，新河朱多，松门徐国华，温j屏姚士魁，泽国

蒋克惠、翁达人，大溪(不详) ，杏环(不详) ，刑警队蒋逸

农、曾绍达、余枢、朱多、徐泰荣、|琼胜杰、方步云; 1949年

站长张正福，站员王振廷、|琼剑河、张桂璋、王若渠。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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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长，新河沈正元，松门徐国华、温哧李昌宋，泽国蒋克

惠，刑警队潘加兴。

温山令县警察局情报组

于 1948年8月 25 日成立，设组长 l人，由警察局长兼任;责

任情报员 12人，受组长直接指挥;各区警察所及分驻所所长、

巡宫、各乡镇长;均为义务情报员。

在"匪情"较为复杂之城区、大球、 i乌根、白石、在环、

大间、温啡、大溪等乡镇，设立情报网，指派专任人员负责报

j草。情报组专任情报员有:

姓名 化名 姓名 化名

王若渠 远呜 冯声 周末

陈雨民 石辉 i共建训 草木

翁先孝 仙友 金定妥 瑞方

许炎 太乙 何永信 周生

赵丑u宁 -乏J二φ 号飞士r昼 蒋兴贵 修德

李义鲍 少元 方守看 德忠

温岭县兵役协会

于1940年6月成立，常务干事林泽、蒋边清、徐子骥、曹廷

祥、|砾侣，干事徐赞漠、刘大魁、李伯周、蔡毫明、张|砾烈、

林子廷、阮明、王建中、金桐村， 11吴补干事李梦莲、张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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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县商会

于 1910年由林子厚等6人筹备成立，设会长、秘书各1人。

会址设岳庙，后迁至1或惶庙。 1928年改称"商民协会"，后称

"商统会" 0 1930年 12月 26 日改称"县商会"，设主席委员、

常务委员、执行委员、监察委员。 1943年(第九届)改主席委

员为理事长，改常务委员、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为理事。

历届组织情况:

一届， 1910~1916年，会长吴云粟，秘书林师白;

二届， 1917~1922年，会民;林11:1:1方，秘书林师白;

三届 ， 1923~1927年，会长江伯定，秘书林师白;

四届， 1928~1933年，主席委员钟子琴，常务委员林品

甲、召[)以仁、 fir)作模、|砾云波，执行委员李锦然、|砾景:儒，朱

星宝、|啄仲彝、牟菊庭、|砾宗岳、潘松玉，监察委员戴文、钟

碗、用叔雍。

五届， 1933~1935年，主席委员|砾宗岳，常务委员陈云

波、召[)以仁、|琼景儒、谢赞候。执行委员李锦然、潘松玉、周

叔雍、|琼仲彝、黄渔生、|琼景崖、屈彦埠，监察委员|琼岳九、

马立、车菊庭。

六届， 1936~ 1937年，主席委员酣赞候，常务委员召[)以

仁、李占卿、文Ij大魁、屈彦璋。执行委员周叔雍、潘松玉、黄

渔生、|啄仲彝、牟菊庭、|砾景;儒、 fir)作模、杨秀清，监察委员

|砾济、林福梅、|砾景崖。

七届， 1938~1939年，主席委员林彬甫，常务委员召[)以

仁、李占卿、 fir)作模、屈彦璋，执行委员黄渔生、潘松玉、车

菊庭、杨秀清、李锦然、文Ij大魁、召[)师桥、张香生，监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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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景崖、 Il*11:f'彝、王梅生。

八届， 1939~1942年，主席委员林彬甫，常务委员召I) 以

仁、李占卿、邱作模、屈彦璋，执行委员黄渔生、潘松玉、牟

菊庭、杨秀清、李锦然、召I)师侨、张香生，监察委员|砾景崖、

|砾仲彝、王梅生。

九届， 1943~1949年，理事民;刘大魁，常务理事fil) 作模、

召I)师侨、林子延、李占卿，理事王大启、|砾景崖、屈彦珍、王

化中、杨秀清、 I~剧中彝、谢赞候、共I)斌、王殿士，监事梁叔

环、 林才在1梅、 |啄 VII 臣。

温岭县总工会

于 1927年 11 月 23 日首次改组成立，产生执监委，以委员长

为最高负责人，内设组织、宣传、调解、卫生、文书昨日，各设

部长1人。 1937年，县党部指派曹国美整理工会，由各业工会改

组为"职业工会联合会"，产生常委会，以主任委员会为最高

负责人。 1941年，重称县总工会，产生理、监事，以理事长为

最高负责人。

1927年至 1949年，历经六届。历届最高负责人， 1927年|琼

其慧， 1930~1936年|琼宗岳， 1937~1940年邵颂芬， 1941~

1949年|砾宗岳。

温山令县各业工会

1927年 10月各业工会进行整理，建立常委制。各业工会常

务委员:药业工会王义中、碗业工会金学问、木匠工会张金

华、烟业工会杨继昌、泥水工|砾朝满、成衣工会|砾宽桃、布业

工会林件1本、坊木工会吴仲仪、面业工会|砾鸿!熙、漆业工会林

光连、理发工会|砾明桂、石匠工会李昌才、桶业工会莫金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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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业工会(下分3个分会)周良1~1、理业工会(下分3个分会)

项昌才。

温山令县盐业产业工会

于1942年成立，下属 10个分会(亦称支部) , 223个小组，

4877名工人。理事长曹合源，常务干事朱克宽。各分会情况:

分会名 常务干事 地别 地 址

7-儿145'; 金妙瑞 11 坞根

二分会 施大有 12 沙屠塘

三二 7}~ 高忠祥 13 青 UI与至湖雾

四分会 陶淤士 4 雨伞庙沿海

五分会 江厚银 5 辛辛 横

一/\、 7}~ 王钦钮 6 乃演

七分会 7 东111j乡

八分会 8 高龙乡

九分会 王忠和 9 上马石

+7}~文 杜士满 10 在环镇

温岭县国药业职业工会战时工作队

于 1938年建立，以"救亡图存"为宗旨。区队长孙雨生，

自IJ 队长张某~fl 、王中怪。第一分队长马仁孚，自 IJ 分队长牟利

平;第二分队长随国兴， :iIJ 分队民:王润因。

温岭县烟业同业工会

于1937年5月 23 日成立，址设太平镇城惶庙。第一届 0937

年)主席委员会用成岳，常务委员蒋立秀、吴天末，执行委员

吴三妹、林荣福、用仁机、周仁吾。第二届 (1948年)常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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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周德富，理事黄金魁、用仁吾、林荣福、周仁岳，候补理事

李修身、王合和，监事周仁民， 11芙补监事叶国培。

温山令县农会整理会

是县农会的筹备机构。 1930年东外乡长林咏菊等7人，在县

党部授意 f ，整理基层农会。整理3个区、 11个乡的农会后，

选出代表，成立温岭县农会整理会。常务委员林咏菊，委员姚

梦兰、赵中、裴勋元、|琼皑、蔡 j草友。第一农区干事长黄渔

生，下属东外乡农会干事长王光焰，下属北山乡农会干事长|砾

凤祥、屏 F乡农会 I~在永源、凤山乡农会金鹤亭、小泉乡农会程

永梅;第三区农会干事长戴虞廷，下属坦头乡农会干事长林光

怕、泾杏乡农会|砾明泉、横湖乡农会程桂、 H十家乡农会戴雅

臣。

温岭县农会

"整理会"成立后，打着"二五诫租"幌子，大量扩展组

织，吸收会员，撤销区农会，发展乡农会(时有20余个) ，在

此基础上，于1931年召开第一届农代大会，县农会正式宣告成

JL 。

第一届C1931~1939) ，干事长裴俊，自IJ干事长张炳照，

干事|砾方魁、|琼皑、谢赞候。第二届C1939~194 7) ，理事长;

蔡毫明，常务理事裴俊、林云从，理事谢赞候、 1番文梓、李

益、江f自方、金奏、林人佑，监事民:张仲赫，监事张炳!熙、|砾

方魁;第三届C1947~1949) ，理事长金桐村，常务理事林云

从、裴俊，理事|砾碟椿、王鲁臣。 1949年金桐村辞职，理事长;

由林云从接任，常务理事由金禹锡接任。

温岭县渔会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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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渔术之改良，渔民之团结"，于×年×月成立温

岭县渔会，理事长|砾仲秀、骆f自祥。并于1940年成立渔业凤尾

£',.A
/J 7.写。

温山令县中医工会

于 1936年 12月成立，常务理事赵立民、理事夏禹平等9人:

常务监事朱仲甫、监事章儒珍等3人。事务股主任黄宝|理、研究

股主任夏禹平、财政股主任朱明扬、宣传股主任谢秀庭、设查

股主任章禹斋。

温岭县律师工会

于 1928年成立，隶属县党部和县政府的指导和县地方法院

的监督。会员必须具有省高等法院核准的具有律师资格者。

1928~1941年为会长制，设正副会长各l人，后必为理监事，设

常务理事1人，理事2人。

一届 (1928~1931) ，会长王建中，目IJ会长;林泽;二届

(1932~1937) 会长林泽，日IJ 会长王建中;三届C1938~

1941) ，会长林泽，因l会长张严镰;四届C1942~1946) ，常

务理事林泽，理事王建中、张严辘，监事徐光球;五届(1947

~1949) ，常务理事徐人骥，理事林泽、张严辘，监事王建

中，会员徐光球等29人。

中国青年励志会温龄分会

于1937年8月 20日成立，以"修养身心，磨励志气，服务社

会，复兴民族"为宗旨。常务理事李伯用。

中国航空协会浙江省分会征求会员温岭分队

1940年各支队支队长是:第364支队徐赞馍，第365支队王

行侠，第366支队金萧谐，第367支队张友俭，第368支队阮苍

nJFh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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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第369支队张仲赫，第370支队林篆，第371支队金桐村，第

372支队张日清，第373支队|砾百) I[ ，第 374支队王济，第 375支

队叫舜九，第 376支队倪永强，第 377支队张望熬，第 378支队肇

修汉。

童子军温岭县战时服务团

1939年4月 1 日成立，聘请徐秉荣、胡罩、蔡佳、|砾桑、徐

赞漠、黄心培、李伯周为团务委员。

温岭县青年学会

"为联络感情，互助互励，研究乡土、文物，促进故乡福

利"，于 1945年5月 10 日， I砾奕良、王士文、|琼希贵、张国纲等

人发起组织温岭青年学会。参加的是温岭籍专利以上学校，在

学及毕业青年，当时参加者有|砾奕良等 20人。

温岭县抗卫会青年营

"为奉行抗战建国纲领及本省战时政治纲领，积极参加抗

战勤务，养成为主民主义奋斗牺牲之青年"，于 1939年7月 28 日

招考队员，成立县抗卫会青年营。

青年营直属抗卫会，并受县党指导与县政的监督。设营主

任1人，由抗卫会副主任兼任， -f"设总干事 1人，干事 2人，分任

组织、训练、总务等事务。总干事、干事由营主任选聘。营主

任节bk强。

温岭县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

于1945年4月前成立，主任委员蔡竹屏，总干事倪德 Il召，常

务委员蔡槐卿、宋惕广、缪天定、李有方、刘大魁、卡贻谋、

金孚民、即三、王琳、江文炜、徐赞漠。

浙江省第七区干部训练班温岭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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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40年 10月 10 日成立，址设太平镇公所。常务理事叶i由

原、李挺甫、骆伯鉴，理事江益明、黄英宙、王玉根、|啄友

堂、江盛德、江俊。候补理事颜赞廷、|琼烈尧、戴琴贤、 H十玉

斌，指导员曹毅、|砾皑。总务股长季挺甫，干事戴琴贤、徐兆

桂;研究股民:1琼荣行，干事|砾烈尧;通讯版L 民:章伯雄，干事颜

赞廷;话剧股长黄英宙，干事朱金生、 lit 玉斌、阮振祥。各区

通讯小组组长-.东区李保全，南区朱金生，西区戴琴贤， ~I七区

洪昌本。

浙江省立台外|农业职业学校毕业同学会

于 1942年 12 月 17 日成立。发起人包云鹏、陶素鹏、王秀

庭。筹备员石守法、享I~增兰、陶素鹏。

温山令县南区石桥头镇柴刀会

会首蒋三雅园、蒋玉、蒋明东、蒋小豆。

十八党(又名尖刀会)

于 1918年3月在湖亭庄中段一带活动，主要人员有郑仁云兄

弟、吴滋大儿子。

温岭县凤尾乡难民救济会

于 1943年成立。主任委员陈提，总干事张宏广，委员刘伯

瑜、用呈裕、张宏广、口十大乔、|琼11:1:1秀、|砾炳麟、|砾提。

温山令县有限责任新河镇草帽运销供给合作社

1940年4月 26 日，于新河聚新庄成立。理事罗昌人、梁妙

$1 、丁梅丹，监事段贵平、王经伦、沈乐初，出席县联社代表

叶仅容。

无限责任温岭县屏下村薯粉运销供给合作社

社址屏 F 村|砾氏宗祠，理事主席|琼式地，监事主席|琼式

FhJVFh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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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

温岭县征属示范场(工厂)

于 1941年成立， 1945年撤销。 1941~1943年，主任夏枕

湖，业务股民;冀晨初、总务股民;江再度; 1943~1944年，厂长

程梓彬，工务股长杨世荣，总务股长马孟芳，营业股长马孟

芳，纺纱工场负责人|砾恒礼，织布工场负责人杨世荣; 1944~

1945年，厂长周盛泽，工务股长萧然，总务股长王孔道，营业

股长沈XX ，纺纱工场负责人何钩，织布工场负责人杨 xx 。

温岭县地方自治协进支会

于 1922年 10月成立。"以辅佐京师总会，联络各道分会，

普及自治生1:1识，协助自治"为宗旨。设会长 1人，副会长 1人，

干事 5人。会员来自内务部地方自治模范讲习所手日本道县讲习分

所教职员、学员、各地方绅民赞同本会宗旨，经会员2人以上介

绍入会者。会址北圳青婴堂。

支会上级是京师总会、会稽j草分会。

温岭县地方自治实施协进会

1945年6月，宋锡广等17人发起，于1945年 10月 20 日成立，

会址横湖小学。从事关于地方自治之推行;关于民权行使之训

导;关于负责守纪精神l之培养成;关于五大建设(心理、论

理、社会、政治、经济建设) ;其他符合本会宗旨之事项。

常务理事长宋锡广，常务理事兼理事长办公室主任|砾乃

新，常务理事|砾光裕、金杰、 H十馨。理事兼政务课民;李一峰，

理事兼组训课长林继法，理事兼宣导课长林泽，理事兼交际课

民;陶尚裕。常务监事宋湖赞，监事郑祖教、朱11:~1林。候补理事

蒋光辉、赵济、肖学德、王怀广， 11芙补监事郭甫民。指导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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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指导员蔡槐卿、林子延、李有方、梁鸿鸣。

共有会员 32人。

温龄县在乡军人会筹备会

1947年在城内尚书功王士通家成立，经6个月，因经费无

着而终止工作。会长;郑尚，自IJ会民;王明天，理事民;张烈先，监

事长吴易子，理监事戚国铭、戚光炜、洪震遐、王薪水、潘明

超、|砾祥、应明谷、|琼伯麟，总干事王士通。会员叶馨等40人

左右。

1948年初成立乡军官分会，管理在乡中校以 F退役军官。

由县长兼任分会长，第一任干事王放水，第二任干事王士通。

温山令县教育会

于 1940年整理成立。址设县党部。县教育会下属为各区教

育会。各级教育会均设总务、研究、调查、编辑四股，各股股

长1人。

县教育常务干事李伯周，干事王恕、钟炳文、章 11多河、林

兆庚、|砾佐、徐赞馍，总务股长章修河，研究股长徐赞漠，调

查股长林兆庚，编辑股长王恕;各区教育会常务干事:中区毛

定植，东区徐景山，南区|啄定华，西区程勉， ~I七区钟斌。

温龄县国民教育研究会

于1943年9月成立。人员来自县主管教育行政科长，县督学

及指导员，县立简师校辰，主任教员，教育学科教员及其附属

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县立小学校长，县民教馆馆长，幼稚因

主任，乡镇国民教育研究会代表。

研究会设主任 l人，住l县政府教育行政科长兼任，主持会

务。 f 分设总务、福利、研究3组，总务组长蔡绳武，福利组

寸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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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戴炳南，研究组长赵沛。研究组下设5组，各组研究员9~13

人。各组主持人:学校行政组罗:J].I.舜，课程教导组林瑶光，社

教推行组金杰，政教联系组潘德逊，福利进修组金孚民。

温山令县教育特种基金保管委员会

于 1947年5月成立，常务委员张心柏、徐人骥、詹饶，委

员林子延、张寅、江谤、 11-1 履成、季烈、李有方、林仁基、|叶

伯、王耀邦、童振翰、蔡绳武。

温岭县乡镇教育经费复议委员会

于1947年3月 10 日成立。县长为主席，有关处、丰|长及正副

议长、士绅为委员，办事人员设秘书1人，住|县政的派兼。委员

有陆俊人、蔡槐卿、张心怕、林子延、黄公权、 H十|包、詹饶、

金象芬、张颂南、张建浩、张翰庭、蔡绳武、江谤、潘德宁等

15人。

温岭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总干事夏高阳，办事员王允卿，设计股员林云从、曹国

美，调查股员夏克奈、缪静夫、朱11:1:1林、吴兆梓，总务股员夏

汝明、黄养正。

温岭县尊师运动委员会

于 1946年 11 月 16 日成立，以"筹谋改善教师待遇，发展教

育事业"为宗旨。主任委员梁鸿鸣，常务委员蔡槐卿、李有

方、张i e" 柏、徐子琪、蔡绳武、詹饶。

温岭县民众教育馆

于 1929年4月设立，其前身为温岭县通俗图书馆。设馆长;

l人，图书管理员和干事若干人。隶属县政府教育科(局)的

宣传机构。 1937年成立民教馆担任全县民训民运工作，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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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术促进会、少年团、青年团、改进会、民众)~lIJ社、民众乐社

等。

历任馆长: 1920~1930年杨济中， 1930~ 1933年金建启，

1933~1935年蔡俭， 1935~1938年"十馨， 1938~1940年|砾袋，

1940~1940年|啄乃新， 1941~1947年李范青， 1947~1949年季

歹U

温岭县少年团

于1937年成立。 1938年有团员 300余人，并正在扩大至各乡

镇。

温岭县青年团

1937年由县民众教育馆主办，后改属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

组。 1938年有团员 70余人。

温岭县改进会

1937年由县民教馆主办，后改属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

组。 1938年有会员 50余人，分布在县城附近的小泉村。

温岭县国术促进会

1937年由县民教馆主办，后改属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

组。共有10个分会，散布各乡镇，有会员800余人。

温山令县东j甫乡化装演讲宣传队

于1936年6月下旬成立，有队员林克让等19人。

温岭县音乐协会

于1944年7月成立，发展人有潘拓堂等15人。

温岭县民众乐社

1937年成立，有社员20人。

温岭县民众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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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成立，有社员 70余人。

温岭县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

于 1943年6月 27 日成立，会址城关西门外常乐寺。设干事 1

人，委员若干人，干事由主席聘任。主席委员僧玉松，委员张

建浩、|坏宗岳、王宗旦、{曾檐云、僧良定。 1947年6月改组后委

员有金象芬、刘振伦、陆明麟、僧华庄、金紫云。

浙江省战时剧人协会温岭县分会

于 1939年2 月 1 日成立。会址~*西吊楼 F 。常务理事叶复

生，理事诸葛剑青、|砾遮友、黄炳麟、黄渔生。 1942年9月 27

日改选，理事长;叶复生，常务理事黄渔生、黄炳麟，理事|琼明

暖、屈梅生、郑豫章、沈开福、赵廉、罗渺森，监事|琼宝庆、

叫肖甫、蒋健。

新河青年剧团

团设新河青年服务社内，分京剧、绍刷、话剧、服务、总

务5股，主持人郭中立，有团员 30人。于 1942年解散。

温岭县妇女救济会一一温龄县妇女会

于1932年 1月，蒋笛清、口十巧卿、蔡佩声等发起组织温岭县

妇女救济会，于1933年2月宣告成立。以"唤起妇女之国民责任

心，提高其道德与智能，并参加国民革命而增进自身及国家之

福利"为宗旨。会址|刑设城内关岳庙三青团部内。

妇救会最高权力为会员大会，闭会后设理监事会，主持日

常会务。理事会互选一人为常务理事， -f 设总务、组织、训

练、救济四股，各股设主任、理事各一人。历届常务理事:

1932~1939年叶巧卿， 1939~1941年曹慕华， 1941~1942年徐

渥劲， 1942~1949年|琼毓秀。 1943年有会员 192人，大部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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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t月£关地区。

温岭县道教会

于 1937年9月 13 日成立，会址县城西夕|、火神庙。常务理事

蔡心斋，理事金鸿勋、|砾枚斋、|琼礼云、吴天泽、材、云鹏、张

\nX泰，监事林丹壶、蔡理庭、谢宗欣， 11吴补理事李渺生、李连

行， 11吴丰|、监事|砾方里。理事会设总务、调查、教育、慈善、社

会5股。有会员 120人，均系各宫观i草教徒。

中国佛教会温岭分会

1939年理事长蕴光，常务理事良定、月松。

温岭县抗卫会松门基督教战时救护工作队

于 1939年5月成立，同年 10月改称为温岭县动员委员会松

门基督战时救护工作队。直属县抗卫会指挥监督。队员人数不

限，由本教会会友及地方热心公正人士，各医院医师、练习

生、看护生等满 16岁以上， 45岁以下之男女组成。队长|砾厚

鹤，队 1)11 叫玉斌、王志福，干事徐持民、骆伯盔、 11-1泰忠，治

疗组长林文敏，看护组长林文辉，担架组长李裕勤。

温岭县佛教分会僧众救护训练队

于 1939年6月成立，计男僧训练、二期，女僧训练一期。地

址梅溪小明因寺。队长蕴光，队附良定、月松，干事继源、雪

岭，督导员华庄、军事教官王允利，担(架)教官月松，卫生

教官张日清、|琼佩芝(女) ，政治教官|琼镜江，歌咏教官|啄1Jml

芝(女)。

温岭县战时救护工作队

于1939年6月成立，队部设城西灯盏i乌。队长张日清，队|咐

蕴光，治疗股副主任林振华，看护股主任张才涵，副主任|砾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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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担架股主任月松，副主任维源。

温岭县立师范学校校友会

会设正:ill会长各1人，下设干事，由干事7~9人组织之，干

事由大会选举。干事会 F 设总务、学术、前一艺、联络、出版、

研究、通讯7股，各股股长由干事兼任。主席朱华，干事朱华、

赵培i吉、江梅伍、邱来琪、口十蕉文、章的秋、陈善、潘拓堂。

温岭县酱油业同业工会

于1934年，成立，会址城内卖鱼桥裕益:正记酱国店，后设丰11'

惶庙。常务主席林子石，常务委员邱灵生、金师尹，执行委员

林仲涵、1i13作模、王荣甫、曹扬， 11芙补执行委员召13绍宾、杜元

宝、周庆祥。

同善社

浙江总首事张戴扬， 30年前即来温岭创办先觉祠，曾向泽

国、大溪、新河、若i横、 1月~关进行活动。

领导骨干，发展对象系士绅、军政人员之类的。他们掌握

了"大刀会"、 "小刀会"武装，又组织了"正义荡寇救国

军" 0 1948年，在温岭的"正义救国军"司令王履中(同善社

四层功，任温岭先觉祠首事)组织特务，与我为敌。

4歪歪.....

-~J.旦

一贯道又名老母教、孙孟救、济公教、儒教、弥~JJ教、观

音教等。据考， 1932年左右，起源于山东青川、|。它供奉的所

谓神仙女I] 关云长、济公等。它的祖师爷是温士张天然(即光

璧) 0 1947年道首莫国良、|琼彬章、阮圣登、谢茂友等开荒

( Nil 发展)到温岭。在温岭活动有东派(刘派)、西派 (I砾

派)。东派有黄岩组、杭州组，在温岭活动较有基础的，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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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等二，大组。点传师王良法，道首周良玉，办j草人员童诚源、

蔡显尧。

济公坛

济公坛系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及地霸、填充建势力掌握

的，以地霸为领导骨干，以党团、军政官员为政治背景，并经

国民党政府登记的"合法"组织。

济公坛大部从黄岩传入，有的由当地恶霸组织。 1937年4

月，泽国李伯嘉发起组织济公坛，拢络当地潘干民、潘德宁、

张祝平等为骨干，李自任社辰。 1948年秋，李逃往上海后，由

荡寇司令部司令王履中(同善社四层功)草任社长，直至泪岭

解放。 1941年向温西发展，以、温j屏镇江彝之、邱瑞巨等9人为骨

干，设立j草德研究室，至1949年被军官童定行学:握，进行特务

活动。 1943年由金清传入的，有城关镇济公坛，又名仁化慈善

社、聚义慈善社。 1944年由金清传入有石|珠、石塘济公坛和主rr

河济公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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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青年生活》杂志社

于 1943年5月 21 日，经中央宣传部核准，登记证号为警字

第8936号。社发行《青年生活》月刊。社址温岭;1月£内。社设总

务、编辑、发行3组。发行人宣季蒜，编辑|踪一平、李律。

民生日报社

1943年，县长;蔡竹屏，建设科长杨锡:才、秘书李雯等将温

岭新报社，收编改刊为民生日报社。 1945年，因蔡离任，民生

日报社亦随之歇闭。

职别 姓名 籍贯 曾任职务

社长 李雯 宁波 县府秘书

总编 胡继涛 金华 县用秘书

编辑 李士俊 平阳 浙江潮半月刊编辑

编辑 陈中 宁波 宁波时公报编辑

经理 杨锡才 宁波 建设科长

收发 王绍尧 温岭 县附科员

会计 陈佩芝 温~I令 县府会计

EJj]如理 屈彦珍 温~I令

1945年7月，县长梁鸿鸣接办民生日报社，1947年上半年，

梁奉令调离，民生日报社随之结束。

职别 姓名 籍贯 曾任职务

社长 梁绍文 温岭 民政本|长

总编 颜、安康 温岭 县党部秘书长

编辑 林涛 温岭

校对 陈崇春 温岭 水利处收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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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职别 姓名 籍贯 曾任职务

经理 方圣智 黄岩

协理 屈彦珍 温岭

会计 丁理庭 温岭

温山令玉新报社

1945年 F 半年，颜安康离开民生日报之后，开始创办洪海

通讯社，有腊纸忖印、缮写胡立青等。半年后改刊为《温玉新

报 II ， 颜自任社，结写胡立青、石印。至1949年温岭解放前夕

停刊。

平报社

1948年5月 12 日，社长赵如义(兼总编)、朱乃得，经理|琼

式女I]，缮写委岳英，编辑江载11:1:1 ，发行员|砾崇春。

台南报社

1948年3月，王恕、林子石等发启，创办台南报社，推举|琼

崇春任发行人，刘文彬为缮写。发行了三个月左右，因登记未

准，遭到当局反对而停刊。

Il;、社

1926年，林师俞， I砾则大等以"心心相印研究文学"为宗

旨，组织"心社"，订立社章，推举林师俞为总务，吸收各乡

青年入社。林师俞病死， I砾则大外出，主持乏人， "心社"无

形停顿。其后，将所有款项移赠沮岭《新闻报 II ， " 心社"随

之解体。

发启人林师俞、|砾则大，经济林次民、黄文令，保管员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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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人、|琼则大，社员林吟桥、郑丙生、王秀|习。、张11:1:1斌、林伯

阳、金奏、赵中、 11-1 太逢、江长卿、黄次伦、张严骥、平:tt云、

叫秋泉、罗颂、赵襄国、戚麟生、蒋声远、张伯良、赵立民、

|砾仲力。

原草社

1929年，张刚同旅沪学生林伟、王恕、等发启，以"研究科

学，讨论文艺为主，并争取团结力量，夺取教育地位"为目

的。无国定组织、地址，常聚集张刚、 H十叔涵家，各自资助书

籍，订购报刊。后因与祖岭新闻报社目的一致，归并结束。时

有社员张刚、林伟、王恕、口十叔涵、赵立民、张振刚、林涛、

应呜谷。

军军文艺社

1928年3月，蔡绳武等发启筹办，社址设城内方;1月~中学旧

址，出版《靠靠半月刊》、 《靠靠用干IJ II ( ep 临海县党部宣传

总出版的《赤城日报 II 1咐刊) ，并设有"靠靠图书馆"。同年:8

月 1 日，制定章程，呈报县政府。以"砂|究文艺，交换思想，谋

文学前途之进度"为宗旨。

社员分基本社员(发启人)、普通社员(思想纯正之文艺

者，住l基本社员2人以上介绍入社)、赞助社员(以实力援助本

社者)、名誉社员(赞成本社之进行者)四种。全体社员大会

为最高权力机构，产生执委3人，候补执行2人，组成执行委员

会，其中 1人为常务委员。 f 设社会部， -f 属文书、交际、会

计、庶务4利;总辑部，下属定刊、事务、编辑、审查、征稿5

科;募捐部， -f居新刷、社内募捐、社外募捐3利。执行委员金

振铺(锦蓉)、王宗旦(纵丹)、王则毒(梦飞) ，候补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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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教 (TC) ，基本社员代表蔡绳武(代表26基本社员)。

==户".，.6..
斗 t三斗仨气f-z:;;:

1932年，在靠靠文艺社的基础上，林兆庚、蔡绳武、林子

延、 I~在皑、诸葛剑青、|坏宗岳、裴裴、|琼乃新、郑 VII 等又发起

筹组"靠靠学会"，经呈准于 1月 24 日召开成立大会。 1939年3

月奉省令解散。

"研究学术，看重个己修养，并提高文化，促成社会之

进步"为宗旨。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7人，监事

会5人，办 JJ.~切会务。理事会下设总务利、研究实验利、

出版科和基金筹募保管委员会。常务理事林兆庚、 I~在皑、裴

裴，理事林子延、|砾乃新、金建启、诸葛剑青，候补理事胡

若梅(女)、梁平、林以中I (女)、林宜珍(女)、|琼毓秀

(女)。常务监事蔡绳武，监事郑训、洪伯闲、谢赞候、|坏宗

岳， 11庆丰|、监事蒋笛清(女)、 11-1 巧卿(女)、季理。

共有会员64人，来自觉、政、教各界。

温岭县新闻报社

、温岭《新闻报》社为|啄则大、|琼仲力、林师臼创办，于

1931年 10月 10 日创刊。 1941年，县长夏高阳认为言论与政的意

见有冲突，而被迫停刊。

姓名 职务 籍贯 曾任职务

陈则大 总编辑 温岭南城 省议会秘书

上海民政局专员

林涛 编辑 温岭南城 税务员

即叔起 编辑 温岭南城 税员

叶作民 编辑 温岭东城 县抗E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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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姓名 职务 籍贯 曾任职务

郑丙生 编辑 温~I令白石 县款产会书记

赵立民 编辑 温岭南城 县中教师、中医师

王之景 短评 杭州

til' 岳 负责人 温岭城关 县救济院院长等

黄文龄 经济负责人 温岭潘郎 潘郎镇镇长

王秀川 经济

林次民 出纳员 温岭南城 镇长、里长等

江长青(卿) 会计 温山专著横

张仲赫 事务员 温岭东外 太平镇镇长

温岭县《横湖民报》社

于 1932年间，由张子雄(别名启旦)发起创设，同年10月

10 日首次发行。发行《横湖民报》日报。于1936年，倒闭。

社以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 -f 设理事会、监委会、基金

委员会。发行所址城内当街井张敏树堂。社长张子雄、金鸣才

(仲良) ，发行人|砾戴平(真平) ，总编辑叶琴生(浮J:t) ,

编辑林次霞(梅影)、金1':1:
1 略(梦醒)、林长、季理、应鸣

谷、刘申及。

《温岭日报》社

于 1933年创办，创办人洪伯闲、诸葛剑青、|砾德斧、林子

延、谢赞候、蔡绳武、|坏宗岳、钟子琴，董事长兼社长金桐

村，董事洪伯闲、诸葛剑青、|琼德斧、林子延、谢赞候、蔡绳

武、|砾宗岳、击中子琴、|啄理年二十、金桐村。社内设编辑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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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诸葛剑青、洪伯闲、|琼德斧、蔡绳武、谢赞候(兼采访新

闻)。

1941年，聘夏铸九为编辑，诸葛剑青为总编辑。后因夏铸

九逮捕(吸毒) ，诸葛剑青撤职， «温岭日报》停刊，社内铅

字机等器材转入民生日报社。时每有编辑曹庭祥、口十松斋、|叫

声、李桂丹，对内指挥仇禹卿、林君武、张小东。

温岭县《药工月干IJ!)社

为"联络医药界，增加会员知识，训练学徒"，于1938年

1 月 1 日创办《药工月刊》社，发行《药工月刊 II (每月一日出

版)。

主办单位温岭县药业工会，发行所设温岭县总工会，发行

人孙雨生(萍) ，编辑张常轩、马仁孚 (I畸人)。

jE岭新报社

于 1940年 6 月 1 日创刊。«温岭新报》高IJ 刊为《乡政建

设 II ， 半月刊，以各区乡(镇)长等骨干为撰稿员。

董事长兼发行人夏高阳 (1942年6月) ，董事倪永强等 18

人，社长或发行人倪永强 (1940年6月)、张刚 (1940年 12

月)、颜安康 0942年8月)， "雷讯"编辑徐文耀，主笔董松

冈。

j椅波文学学习社

于 1942年8月 12 日， I砾艺圃发起筹组。时逾3月，迄未筹组

成立，后以与法不合为由，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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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民因时期历ff温岭县 K (切事) -"览表

、4

CJ1

任职 名称 官职 姓名 咋{平牛H咿1、 口υ 期 离职日期 备注

第一任 太平县公署 去日事 王万怀 民国元年二月 民国元年十月

第二任 太平县公岩 知|事 汪成教 民国元年十月三日 民国二年七月十九日

第一一任 太平县公署 知事 夏钊1澎 民国三年七月二十日 民国=年一月十日

第四任 温~I令县公署 知事 孔广仪 民国三年一月十日 民国三年六月十日

第五任 i日Il ~岭县公署 知|事 张绍丰十 民国三年六月十日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六任 植岭县公署 如|事 徐柱石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民国四年七月十七日

第七任 温岭县公署 主日事 严伟 民国四年七月十七日 民国五年四月十一日

第八任 温岭县公署 去日事 陆维李 民国五年四月十一日 民国六年三月十一日

第九任 温岭县公署 知事 吕本端 民国六年三月十一日 民囡六年十二月一日

第十任 ~'ITl~玲县公署 知|事 阳忠浩 民国六年十二月一日 民国十年九月二十日

第十一任 咀岭县公署 知|事 方霖 民国十年九月二十日 民国十一年八月一日

第十二任 温岭县公~ 知事 狄绍青 民国十一年八月一日 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第十二任 温岭县公署 知事 徐广自 民国十年十二月 日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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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 名称 台h 职 姓名 任职日期 离职日期 备注

第十四任 i日\~岭县公署 知|事 李瑞年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民国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第十五任 咀岭县公署 知|事 吴琪 民国十四年七月=十日 民国十五年六月一日

第十六任 温岭县公~ 知事 朱 ~) 民国十五年六月一日 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十七任 温~I令县公署 知事 去!且大名 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民国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第十八任 温~I令县政府 县长 王恭礼 民国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民国十六年四月七日

第十九任 i日1岭县政府 县长 王效文 民国十六年四月七日 民国十六年八月一日

第二十任 植岭县政府 县长 H俞磐 民国十六年八月一日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八日

第二十一任 温岭县政府 县长 吴爵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八日 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二任 温岭县政府 县长 王致敬 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民国十九月二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三任 i日1岭县政府 县长 黄正铭 民国十九月二月二十一日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四任 阻岭县政府 县长; 唐椒献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五任 温岭县政府 县长 熊亨灵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

第二十六任 温岭县政府 县长 赵掠八 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七任 i日1岭县政府 县长 向大光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续上表

任职 名称 台h 职 姓名 任职日期 离职日期 备注

第二十八任 i日1岭县政府 县长 李元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一日

第二十九任 咀岭县政府 县长 皮嗣襄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一日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第=十任 温岭县政府 县长 夏高阳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民国=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第二十一任 温~I令县政府 县长 蔡竹屏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民国三十四年五月 日

第二十二任 温~I令县政府 县长 梁鸿鸣 民国三十四年五月 日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三任 i日1岭县政府 县长 许正直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民国

第二十四任 咀岭县政府 县长 童碟昭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J

、J

。
响
。
至
灿
灿
A
V



。争温山令民国组织简史令

附录二:

民因时期县各级组织关系因

| 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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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民因时期四年1日岭大事记( 1911-1949年)

1911年 10月 浙江光复。台川军政分的都督姚梧岗委任詹

泰钟(大溪人)为太平民事长。清如:I县胡为和在地绅支持下拒

不交印，扬言杀詹。詹被迫离去。胡为和改任县民事长。

1912年2月 改县民事长为知事，首任知事王万怀到任，通

告男子剪除辫发，禁止妇女缠足。

1913年1月 17 日 县农会成立，会员 109人。

1913年3月 12 日 省行政公署定太平县为二等县。

1914年1月 30 日 内务部改太平县为温岭县。

1919年6月 就读省立甲种水产学校的温岭籍学生金辅华在

该校学生会主席宣侠父的带领下，到处宣传发动，组织学生、

市民和各界人士，开展罢课、罢市斗争，声援"五四"青年学

生爱国运动。

1919年7月 16 日 温岭各界代表赴海门商议查处日货事宜。

1919年9月 县立乙种蚕业学校建立。开县职业教育之始。

1920年7月 14 日 狂风暴雨历时三昼夜，洪湖泛滥，淹死

3000余人。

1921年6月 受"五四"运动洗礼的北京大学助教郑振损

(温岭籍人)、闻 i寺等人组织"旅京温岭学会"，创办《新横

湖》杂志，向家乡人民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2年5月 1 日 于温岭街(今温哧镇)设电报房。次年迁

至城内。

1923年6月 县首家机械碾米厂 泽国三万米厂开业。次年

- 79 -



¢o 温山令民国组织简史令

|咐设电灯厂，系温岭最早电订厂。

1924年秋 中共党员金辅华受党组织指派从海门回温岭，

以创办方城初级中学为名，进行党组织活动。

1925年6月 "五步11" 运动爆发后，在上海就读的大学生

潘怀等回乡联络县内知识青年，下乡宣传，男;筹款项，支援罢

工工人。县内各地掀起抵制洋货运动。城区群众将私商运来的

2500包大英牌香烟于学前头当众烧毁。

1926年12月 中共温岭独立支部建立。隶属宁波地委。

1927年2月 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温岭县党部筹备处

成立。

1927年4月 奉令改县知事为县长。 6月 10 日，改县公署为

县政府。

1927年4月 16 日 北乡农民联合会在潘郎成立，中共党员|砾

照立任会长。

1927年8月 10 日 县总工会成立。这是温岭最早的工会组

中口
"'/、。

1927年10月 1 日 《、温岭日报》创刊，系温岭最早的报纸。

1928年1月 中共温岭县委员会成立。随后相继建立工人运

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温岭县委员会。

1928年秋 中共祖岭县委指派常委柑[J苦民，执委叶景泰去

坞根开辟根据地，组织武装斗争。

是年 民国时期第一次户口调查。全县96003户、 396514

人。

1929年2月 中共横峰、大溪、潘郎等地基层党组织遭破

坏，县委处于瘫痪状态。 8月建立县中心支部，行使县委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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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温岭阮万昌坊生产的美味卫生酱油在中国最早规模

最大轰动中国的西湖博览会上被评为特等奖。(浙江共有91个

产品获特等奖)

1930年3月 中共领导的坞根游击大队成立。 4月，编入浙

南红军第二独立团。 7月 24 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1--=军第

二团。 8月 31 日，扩编为红二师， 700余人。

1930年9月 设立温岭电话支局。

1930年， 誓山|琼其风购置钢质货轮"泰JI顷"号，载重200

吨，航行广州、台湾、大连等地。

1931年2月 7 日 红二师策划劫广济客轮攻打海门， II十勉秀

等 12人执行任务途中l遭国民党海军拦截，全部被捕。 18 日，红

二师主力在坞根寺基被围，程JI陨昌等国人牺牲。

1932年 10月 1 日 新金清闸动工兴建，至1934年8月工程竣

工。闸22孔，为浙东最大出海闸。

1933年10月 黄(岩)泽(国)公路建成通车。

1934年11 月 泽清馆(泽国乐清馆头)公路建成通车。

1935年3月 城区易名太平慎。

1936年9月 1 日 设立浙江省地方银行温岭分理处。后改办

事处。

1936年 10月 始行征兵制，于县城东岳庙公开抽签征兵，

俗称"抽壮丁"。嗣后，主事者受贿作弊，百姓怨声载j草。

1937年 10月 31 日 旅沪回乡大学生和进步青年发起组织的

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青战团" )成立。后发展至68

个分队， 1000余人。系当时台川、|最大抗日救亡团体。

1937年12月 中共温岭县临时每工作委员会成立。次年5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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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县委。

1938年7月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温岭分队成立。

1938年 11 月 县地政处成立，全面开始丈量土地，绘图标

号，历时6年完成。此为解放前最完整的房地产图，今存。

1938年12月 2 日 游击队张梅庭部在横山沙头与县警

察队激战。张在战斗中牺牲。至此，红二师余部的武装斗争完

全停止。

1939年 1 月 1 日 中共温岭县委和"青战团"领导发动全县

青战团员和进步青年群众向国民党泪岭县政府请愿，要求收

回"解散青战团"的指令。

1939年7月 7 日 于西安I)场举行"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

纪念碑"落成典礼。

1940年2月 1 日 于西安I)场举行抵制日货反对资敌誓师大

三λ
Z写。

1941年1月 县农林场成立，次年改组为农业推广所。

1941年3月 15 日 县卫生院成立。

1941年4月 15 日下午2时许 日机2架轰炸县城，投燃烧弹2

枚，死3人，焚毁房屋600余|、|习。 16 日，日机扫射轰炸松门、潘

郎、石桥头等慎。 23 日，日机轰炸县城、新河，并出兵占领松

门、淋) II ，焚毁性J屋。 26 日，驻松门国民党部队和地方自卫队

奋起抗击，敌退至海上。

1942年8月 东、南两区霍乱流行，仅县城收尸 108具。

1943年3月 国民党中统浙江省调查室行动股长陈家璧带特

务来温"政治扫荡"。至 8月，中共温岭党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1944年3月 土著武装王仙金(大|琼岛人)率部夺回被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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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的大|砾岛。 6月 5 日，国民党政府收编王部等1007人，改编

为温台护航委员会第七区海上抗卫支队。

1945年9月 3 日 温岭县各界在西安1\场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

三λ
Z写。

1946年4月 莞渭蔡600多饥民闹荒。国民党政府派警察前

去镇压，饥民群起反抗，痛打警察，夺取步枪12支。后官兵压

境，大肆砸抢，打死农妇1人，重伤数人。

1947年6月 中共浙东椒路工委于冠城赵任家重建浙东南交

通联络站，并派人到横河开展党的工作。

1948年4月中旬 中共领导的括苍支队百余人进入大球、坞

根、丘l壁等地收缴当地自卫队和地主枪支，扩展游击区。

1949年5月 15 日 国民党~O=师七|六团三营营长陈光裕

率部300人起义。

1949年5月 16 日 国民党省政的委任省内河水警局局长童碟

昭为温岭县县长， 23 日带兵上任，妄图阻止温岭解放。

1949年5月 28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在

支队长周至振指挥下，激战4小时，解放温岭县城，歼敌700余

人，活捉县长;童碟昭。遂成立温岭县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丁

世祥为主任委员。

1949年6月 1 日 中共温岭县委成立。 6月 18 日，张学义带领

南下干部70余人到温岭。县委正式开始办公，张学义任县委书

记。

1949年6月 29 日 县人民政用成立。张学义任县长。

1949年10月 1 日 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

1949年 10月 29~31 日 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I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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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确定剿匪、减租、征粮等工作任务。至

1953年4月，共召开6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第二、四、六

次会议，分别选举产生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

附录四:

i古代jl.il岭(大于)官员履历口录

姓名 籍贯 官职 年代

刘以璋 陕西西安府周至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乾隆 17年

屈彰 奉天府承德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乾隆34年

萧).'E.运 湖北汉阳附黄阪县 浙江台州附太平县知县 乾隆50年

蒋业谦 江苏苏州府长洲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乾隆52年

杨抡 江苏常州府金匮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乾隆52年

诩t祖锡 广东肇庆府阳春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乾隆53年

王怨、 四川忠州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乾隆58年

谭).'E.酬 安徽庐州府合肥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乾隆60年

张虎步 福建汀州府上杭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嘉庆2年

:韩涛 四川重庆附长寿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嘉庆8年

庆霖 正蓝旗汉军 1=1-运佐领下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嘉庆 11年

兴麟 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启裕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咸丰2年

佐领下

李宗漠 湖南长沙府安化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咸丰2年

鱼E3莺κ主E 江西建昌用新城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咸丰2年

黄nr莹 广东广州附花县 浙江台州府太平县知县 咸丰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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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民因时期温岭阵亡将士-名录

α2
4刀

序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所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1 陆方全 30 一等兵 -0五师=一五团五连 193901 抗战时期 江西

2 H芝权 23 巾 士 六师=四国一营二连 193303 北伐至抗战 江西

3 陈恒文 28 上尉 六师一六团三连 194601 戳平白 时叫 期 湖北

4 闻鹤 II鸟 30 少校 新四五师战炮连 194509 民~乱时期 新扭

5 缪新贵 24 二等兵 暂二二川ifi一团九连 194509 戳乱时期 浙江

6 曾明林 22 等兵 二六师七七团二连 194508 抗战时期 浙江

7 王明亮 32 中尉 绍兴，国民兵自卫五大警卫中队 194508 抗战时期 浙江

8 杨*11林 32 一等兵 浙江保安一团二大六中队 194508 抗战时期 浙江

9 陈普材 28 七等兵 浙江保安一国二大五巾队 194508 抗战时期 浙江

10 徐锦样 22 一等兵 浙江保安一国二大五巾队 194508 抗战时期 浙江

11 金学连 32 二等兵 浙江保安一团三大机中队 194508 抗战时期 浙江

12 赵桂中 41 一等兵 浙江玉环自卫二中 E 、 194507 抗战时期 江苏

13 郑贤亨 31 上等兵 四0师一二0团四连 194507 抗战时期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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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14 胡文 28 t 尉 iVr保五|主|三大八巾队 194507 抗战时期 浙江

15 茵云法 24 一等兵 突击一纵队二营二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16 林志云 35 上等兵 突击一纵队二营二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17 杨天学: 28 二等兵 突击一纵队四营四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18 鲍惠民 29 上士 暂二二川ifi 三二团八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19 张法 24 t等兵 暂- -，师=团八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20 乔1业寿 25 上等兵 暂--师=团=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21 叶来宝 27 t等兵 暂三三师一国八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22 15向U却中叫:口11=1 28 巾 士 暂三=师一国六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23 叶家春 22 一等兵 暂三三师一团六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24 郑根寿 25 下士 暂三三师一团六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25 共I~阿林 32 上等兵 暂二二川ifi一团迫炮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26 江仁富 29 等兵 暂二三川ifi一团二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27 赵振王 20 下士 暂--师一团四连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续上表

α2
、J

)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28 陈玉富 28 t等兵 iVr保安二国三大七巾队 194506 抗战时期 浙江

29 卢沙l~利 26 F 士 一九师五七国=连 194505 抗战时期 湖南

30 夏可支 24 中士 一九师五七团五连 194505 抗战时期 湖南

31 金得胜 25 二等兵 泪\~玲自卫三中队 194505 抗战时期 江西

32 陈益金 24 二等兵 温岭自 E二中队 194505 抗战时期 浙江

33 陈友棠 35 少尉 温岭自卫=中队 194505 抗战时期 浙江

34 孔飞祥 24 一等兵 温岭自卫=中队 194505 抗战时期 浙江

35 林云元 33 t等兵 泪\ ~I令自卫三巾队 194505 抗战时期 浙江

36 郑逊 24 一等兵 温岭自卫士巾队 194505 抗战时期 浙江

37 毛定郎 33 一等兵 浙江玉]不自卫队二中队 194505 抗战时期 浙江

38 陈得彪 20 一等兵 新二一师六一团四连 194504 抗战时期 浙江

39 陈运明 21 上等兵 九师五六团七连 194504 抗战时期 湖南

40 陈义达 23 上士 九师五六团七连 194504 抗战时期 浙江

41 陈志祥 26 一等兵 五三师一五六团工连 194503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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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余益源 29 t等兵 暂三三师三国二连 194503 抗战时期 浙江

43 金华民 33 少尉 i打I保独七大队一巾队 194503 抗战时期 浙江

44 颜义JE 39 上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团八连 194412 抗战时期 安徽

45 张景道 25 一等兵 暂三三师三团二连 194412 抗战时期 浙江

46 词t茂海 19 等兵 暂二二川ifi 三二团 连 194412 抗战时期 浙江

47 方师维 30 t等兵 暂- -，师一团输送连 194412 抗战时期 浙江

48 朱友士 23 上等兵 一九师五七团六连 194411 抗战时期 湖北

49 蒋兴文 26 一等兵 iVr保凹|主|二大四巾队 194411 抗战时期 江西

50 金通伊、 26 七等兵 i打I保凹|主|二大四巾队 194411 抗战时期 江西

51 周米清 19 一等兵 浙保四团二大四中队 194411 抗战时期 江西

52 郑四妹 22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一团机连 194411 抗战时期 浙江

53 李小妹 25 二等兵 暂二二川ifi一团九连 194411 抗战时期 浙江

54 莫国各! 23 等兵 暂二三川ifi一团六连 194411 抗战时期 浙江

55 叶家炳 28 一等兵 暂--师一团六连 194411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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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56 张宝富 32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一国五连 194411 抗战时期 浙江

57 金学法 18 二等兵 i打I保安四|刻一大机巾队 194411 抗战时期 浙江

58 蒋佐堂 19 一等兵 浙保四团二大机四中队 194411 抗战时期 浙江

59 徐安贵 22 二等兵 新二一师六二团八连 194410 抗战时期 浙江

60 李友发 24 二等兵 新二一所fi六二团六连 194410 抗战时期 浙江

61 陈断友 29 一等兵 暂- -，师一团机连 194410 抗战时期 浙江

62 连正桂 23 二等兵 暂--师一团九连 194410 抗战时期 浙江

63 手里永才 22 一等兵 浙江保安四国一大一巾队 194410 抗战时期 浙江

64 王齐清 21 二等兵 浙江保安四国一大一巾队 194410 抗战时期 浙江

65 张学明 25 一等兵 暂三三师一团四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江西

66 金德标 30 一等兵 三三师一团八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67 罗宗文 29 等兵 新二一所fi六 团六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68 陈其芽 22 等兵 新二-YiP六团三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69 叶克学 27 二等兵 新工一师六一团=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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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方世田 23 一一- 组~，-主/丘i、 新二一师六一|主|四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71 方思源 20 二等兵 新二一师六一|主|四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72 黄鹤斌 24 一等兵 暂三三师三团二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73 李长发 26 中士 暂三三师三团二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74 林小生 31 二等兵 暂三三师工团机八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75 杨华姐 24 等兵 暂二二川ifi二团九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76 林奶侬 24 二等兵 暂--师三团六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77 梁小奶 25 一等兵 暂--师=团四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78 潘光桃 21 一等兵 暂二三师三国四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79 胡育元 22 二等兵 暂三=师=国一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80 陈祖义 37 一等兵 暂三三师搜索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81 王大姐 31 上等兵 暂三三师搜索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82 张立福 26 下士 暂二二川l搜索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83 林小王 18 二等兵 暂--师团机二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续上表

<D
•

)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84 陈玉 18 一等兵 暂三三师回九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85 柯美乾 24 F 士 暂三=师一国八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86 李光灿 35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一团八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87 夏赦妹 25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一团九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88 叫小保 22 二等兵 暂二二川ifi一团九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89 曹自立 24 二等兵 暂- -，师一团六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90 金以康 24 上等兵 暂--师一团六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91 李日光 23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一国六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92 严如巾 28 二等兵 暂三=师一国六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93 赵增妹 25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一团六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94 江合顺 21 一等兵 暂三三师一团五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95 吴德美 31 等兵 j折保四团二大四中队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96 才寸5:' 明 24 等兵 i折保四团一大三中队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97 郭二梓 25 下士 一九二师一一一七团八连 194408 抗战时期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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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陈文 27 t等兵 一九师五七国八连 194408 抗战时期 湖南

99 戴汉青 20 一等兵 新二一师六二|主|六连 194408 抗战时期 浙江

100 林德tiJ 26 一等兵 新二一师六二团迫炮连 194408 抗战时期 浙江

101 陈志清 31 准剧 新二一师六三团五连 194408 抗战时期 浙江

102 王式增 22 等兵 新二一所fi六 团机连 194408 抗战时期 浙江

103 张享美 24 二等兵 新二一师六一团四连 194408 抗战时期 浙江

104 英国尧 20 一等兵 四一师-一团工连 194407 抗战时期 广西

105 叶达 22 巾尉 一九师五七国八连 194407 抗战时期 湖南

106 缪宠球 25 七等兵 一九师五五国八连 194407 抗战时期 湖南

107 王永祥 29 上等兵 一九师五五团四连 194407 抗战时期 湖南

108 丁歪头 27 下士 一九师五五团五连 194407 抗战时期 湖南

109 王小四 21 下士 暂二五川ifi二 团五连 194407 抗战时期 浙江

110 林三口 30 等兵 一六师工二四六团 营 194406 抗战时期 广西

111 李二豆 36 下士 一九师五五团九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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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张天富 27 F 士 一九师五五国九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湖南

113 陈祖 )1顷 26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国六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湖南

114 林玉才 21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团六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湖南

115 谢茂香 22 一等兵 二六师七八团二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浙江

116 杨克照 22 二等兵 二六师七八团二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浙江

117 赵云降 33 t等兵 二六师七八团工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浙江

118 江仁梅 24 下士 二六师七八团三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浙江

119 江有旺 31 t等兵 二六师七八国输送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浙江

120 孙秋生 27 F 士 二六师七七国二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浙江

121 张崇保 23 下士 二六师七七团三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浙江

122 )业美玉 26 二等兵 二六师七七团五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浙江

123 王尚霖 28 少尉 七九师二二五七连 194406 抗战时期 浙江

124 蒋定山 28 等兵 二四川JOO团迫连 194405 抗战时期 广西

125 陈义方 26 少尉 八师搜索连 194405 抗战时期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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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蒋德奎 36 上士 九九师二九五|主|三连 194405 抗战时期 湖南

127 王云友 20 二等兵 温岭自卫大队三巾队 194405 抗战时期 浙江

128 陈老五 27 二等兵 j折保四团五中队 194403 抗战时期 浙江

129 方道源 35 一等兵 浙江保安三团一营一连 194401 抗战时期 江西

130 王志良 25 二等兵 浙保四团一大二中队 194401 抗战时期 浙江

131 蓝兴 39 士 新一-yrri 二三团二连 194312 抗战时期 湖南

132 金寿福 21 二等兵 一九师五团团三连 194312 抗战时期 湖南

133 江=妹 32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团九连 194312 抗战时期 湖南

134 陈直正 31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国四连 194312 抗战时期 湖南

135 王妹儿 26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国四连 194312 抗战时期 湖南

136 颜顺保 24 中士 九八师二九二团四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137 沈享本 29 等兵 0预师二八团五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138 毛廷为 24 上等兵 0预师工 0团七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139 陈奶玉 27 上等兵 一九师五五团二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续上表

<D
C刀

)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140 应三妹 22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国二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141 管平发 26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国九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142 彭先君 26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团六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143 瞿四妹 31 二等兵 一九师五五团三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144 毛太金 37 等兵 九师五五团五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145 朱正 Z比 27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团工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湖南

146 张仁明 27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团=连 194311 抗战时期 上海

147 谢凝香 20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一国七连 194311 抗战时期 浙江

148 汪志标 25 一等兵 一九师五五国九连 194310 抗战时期 湖南

149 陈桂 24 上等兵 一九二师一一一七团机连 194310 抗战时期 浙江

150 王吉元 24 中士 新三四师二团六连 194305 抗战时期 湖北

151 陈荣友 20 上等兵 暂二四川ifi二团五连 194305 抗战时期 湖北

152 林学生 22 上等兵 二四川)0二团中几二连 194302 抗战时期 湖南

153 词f敖根 32 上等兵 一九师五六团一连 194208 抗战时期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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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王妙法 28 F 士 六七师二 0一国六连 194208 抗战时期 浙江

155 陈学众 27 一等兵 六七师一九九|主| 194208 抗战时期 浙江

156 李春梅 20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三团二连 194208 抗战时期 浙江

157 李德生 32 上士 暂三三师一团机二连 194207 抗战时期 浙江

158 赵效)1顷 23 上等兵 六七师二0 团炮排 194206 抗战时期 江苏

159 吕小妹 25 二等兵 七五师工二四团机二连 194206 抗战时期 江苏

160 潘恩汉 20 二等兵 五七师二三四机工连 194206 抗战时期 江西

161 何邦一 27 一等兵 一九师五六国八连 194206 抗战时期 江西

162 毛楚贵 28 七等兵 一九师五六国八连 194206 抗战时期 江西

163 林标 30 上等兵 一六师四六团机连 194206 抗战时期 浙江

164 余家兴 30 二等兵 一六师四六团机连 194206 抗战时期 浙江

165 张松岳 23 上等兵 Or91师工兵营二连 194201 抗战时期 安徽

166 陈显增 41 上等兵 Or则IIi 三 0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可北

167 程声岳 25 上等兵 -0预师二九团输送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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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陈孔贵 25 t等兵 ~O预师三0国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69 胡善太 30 七等兵 一0预师=o国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0 李五妹 23 一等兵 ~O预师三0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1 林妹头 25 上等兵 ~O预师三0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2 潘俊位 35 下士 Or91师工 0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3 潘小妹 24 一等兵 ~O预师=o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4 王昌贵 28 上等兵 ~O预师=o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5 翁燕龄 24 一等兵 ~O预师三0国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6 吴f可宝 26 七等兵 一0预师=o国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7 颜可祺 24 下士 ~O预师三0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8 叶兴镜 27 一等兵 ~O预师三0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79 张建康 30 上等兵 Or91师工0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80 锺福生 27 等兵 Or则IIi 三 0团七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81 林梅香 22 上等兵 ~O预师=o团一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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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杨天昌 39 F 士 一九0师五七O[主|二连 194201 抗战时期 湖南

183 陈齐士 24 一等兵 一九师五六国二营机连 194111 抗战时期 江西

184 吴天享 28 一等兵 九八师二九三团八连 194110 抗战时期 湖北

185 吴少慧 36 上等兵 七五军四预师 -0四连 194110 抗战时期 湖北

186 僧善德 26 等兵 七五军四预师 0团机二连 194110 抗战时期 湖北

187 陈永芳 24 F 士 七五车四预师 -0团四连 194110 抗战时期 湖北

188 潘德淘 30 一等兵 四预师一一团三连 194110 抗战时期 湖北

189 陈享桂 26 t等兵 二六师七八国一连 194110 抗战时期 湖南

190 陈齐梅 23 七等兵 九八师二九=|主|八连 194110 抗战时期 湖南

191 李光富 24 上等兵 二六师七八团六连 194110 抗战时期 浙江

192 梁国干 27 一等兵 二六师野补团一连 194110 抗战时期 浙江

193 赵道明 22 等兵 Or91师二九团机二连 194109 北伐至抗战 河北

194 翁晓玉 32 上等兵 五七师一七 0团卫生队 194109 抗战时期 湖北

195 叶大正 29 一等兵 九七师一七 0团四连 194109 抗战时期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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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罗吕宝 22 t等兵 五七师一七 0国四连 194109 抗战时期 湖南

197 陈梅朵 31 七等兵 五七师一七 O[王1五连 194109 抗战时期 湖南

198 叶玉 40 二等兵 五七师一七一团八连 194109 抗战时期 湖南

199 梁启雄 24 二等兵 五七师一七一团机三连 194109 抗战时期 湖南

200 王天鉴 29 等兵 五一师五三团工连 194109 抗战时期 湖南

201 郑文彬 27 t等兵 五一师一五三团侦毒主任 194109 抗战时期 湖南

202 方行 27 下士 六二师一八五团一连 194109 抗战时期 浙江

203 阿三梅 26 上士 四0师一一九国二连 194108 抗战时期 江苏

204 王阿玉 21 一等兵 五八师补|刻八连 194108 抗战时期 江西

205 王三妹 24 上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团二连 194108 抗战时期 浙江

206 林大喜 41 上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团一连 194108 抗战时期 浙江

207 林植富 27 上等兵 六二师八六团一连 194108 抗战时期 浙江

208 王乃儿 35 等兵 四0师一二0团五连 194107 抗战时期 江西

209 林荣秀 36 二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团七连 194107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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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刘文生 27 二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主|七连 194107 抗战时期 浙江

211 江荣田 25 一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主|=连 194107 抗战时期 浙江

212 李世锐 28 上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团四连 194107 抗战时期 浙江

213 林;王胜 25 二等兵 新二一师六二团六连 194106 抗战时期 浙江

214 蔡夏福 31 二等兵 。五师二二团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江西

215 王道全 26 t等兵 一四六师四三七团九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江西

216 赵家福 30 下士 暂=五师=团三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江西

217 林得胜 29 一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主|八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18 林4'lrj 良 38 七等兵 六七师二0一|刻步炮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19 狄德耕 20 一等兵 六七师二 0一团五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20 彭球 30 二等兵 六七师一九九团九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21 锤允达 27 下士 暂二二川ifi 三二团机工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22 叫志九 25 上等兵 暂二五川ifi二团二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23 蔡老九 24 上等兵 暂=五师工团通信排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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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卢安禄 28 t等兵 暂三五师三国机三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25 王才江 25 巾 士 暂三五师三国五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26 陈华文 25 中上 暂三五师一团二营机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27 陆、问美 30 一等兵 暂三五师一团七连 194105 抗战时期 浙江

228 闰德华 25 下士 八军荣师团四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湖北

229 颜德生 23 二等兵 暂二二川iri= 团二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江西

230 林太川 20 一等兵 暂--师工团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江西

231 金望发 21 二等兵 暂--师二团五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江西

232 张照坤 29 一等兵 暂三四师三国机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江西

233 王永义 25 七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主|二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34 颜小玉 20 上等兵 六二师一八六团二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35 王由玉 29 等兵 六七师二00团机三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36 颜可忠 22 等兵 六七师二0 团八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37 郑朝水 27 二等兵 --师三团七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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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蒋度梅 24 一一- 组~，-主/丘i、 暂三三师二国八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39 吴恒春 20 二等兵 暂二三师二国八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0 附、治喜 29 二等兵 暂三三师二团七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1 !口「 =口k 辛王辛严 32 二等兵 暂三三师二团七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2 江志英 23 二等兵 暂三三师二团三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3 江小三 25 等兵 暂二二川ifi二团八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4 丁阿五 25 一等兵 暂--师三团九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5 张妹头 23 二等兵 暂--师=团六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6 周仁堂 27 一等兵 暂二三师三国六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7 郑里林 26 二等兵 暂三=师=国七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8 金士义 30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三团四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49 陈学杰 25 二等兵 暂三三师工团五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50 潘臣明 25 二等兵 暂二二川ifi二团五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51 II十士胜 25 二等兵 暂--师三团五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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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陈永良 26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三国一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53 陈哲根 25 二等兵 暂三=师=国一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54 戴四妹 24 二等兵 暂三四师三团九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55 林三玉 24 一等兵 暂三四师三团九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56 锤子孝 27 下士 暂二四川ifi二团五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57 林大金 29 一等兵 暂=四师一团八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58 王知先 23 一等兵 暂=四师一团八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59 谢经i朝 29 一等兵 暂三四师一国八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60 朱士曾满 27 一等兵 暂=四师一国八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61 李维享 26 一等兵 暂三四师一团三营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62 颜怀信 33 少校 暂三四师一团三营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63 颜可仁 24 等兵 暂二四川ifi一团五连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64 陈荣祥 25 上士 浙江保安七大队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265 王国元 24 二等兵 浙江保安七大队工中队 194104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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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柯美正 27 一等兵 二六师补国二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67 毛子青 20 一等兵 二六师补团三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68 吴统宇 41 二等兵 二六师补团一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69 张昌寿 37 二等兵 二六师七八团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0 马显增 24 二等兵 二六师工团三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1 吴斯文 31 二等兵 五七师一七 0团六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2 陈锡志 36 二等兵 五七师一七0团迫炮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3 冯山玉 28 二等兵 五七师一七 0国 ill);包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4 林美育 28 二等兵 五七师一七 0国迫炮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5 王定志 20 二等兵 五七师一七 0团迫炮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6 王老五 41 一等兵 五七师一七 0团迫炮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7 陈宝善 29 二等兵 五七师七0团五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8 林香春 20 二等兵 五七师七0团五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279 金妹女H 24 一等兵 五七师一七0团一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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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张友庭 20 t等兵 二六师补国一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浙江

281 林茂发 21 一等兵 九二师一五六|主|=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浙江

282 王长善 36 一等兵 九二师一五六团一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浙江

283 杨兴法 28 一等兵 九二师一五四团六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浙江

284 龚秀棠 25 二等兵 五二师五六团四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浙江

285 朱Jfll 云 22 一等兵 五二师一五六团一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浙江

286 萧文明 26 一等兵 一九师五六团九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浙江

287 锤子寿 24 一等兵 暂三四师一国五连 194103 抗战时期 浙江

288 江同方 25 少尉 =七师二 O[主|七连 194102 抗战时期 湖北

289 李子卿 32 二等兵 -0五师三一三团三连 194101 抗战时期 江西

290 潘名华 22 二等兵 一九师五六团机二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江西

291 江再忠 36 等兵 六二师六二八团五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292 项云标 39 二等兵 六二师工七二团机三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293 潘文 29 上等兵 六二师=七二团九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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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王敦满 27 t等兵 六二师=七二|主|九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295 吴得标 31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主|九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296 际金元 32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七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297 陈一民 30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七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298 胡万清 24 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七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299 刘，目、祥 23 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七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00 张昌根 23 上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七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01 郑*11)11 25 一等兵 六二师=七二团七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02 郑小梅 23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主|七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03 黄兆笛 35 二等兵 六九师一九九|主|七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04 吴计友 25 二等兵 六七师00团四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05 叫呈文 25 二等兵 六七师二00四七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06 陈士芬 30 二等兵 六七师二00团九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07 陈云香 23 二等兵 六七师二 00团六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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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锺向美 20 一一- 组~，-主/丘i、 六七师二 00国六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09 王德庆 30 一等兵 六七师二 00国=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0 判jjj<.明 30 一等兵 六七师二0一团八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1 陈人祝 20 上等兵 六七师二 0一团二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2 季匡洪 30 二等兵 六七师二0 团二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3 毛中俭 24 二等兵 六七师二0 团迫炮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4 郑恭珠 31 一等兵 六七师二0一团一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5 周金山 26 一等兵 六七师三0一团一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6 姐家明 38 一等兵 六七师一九九|主|八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7 陈记云 21 一等兵 六七师一九九|主|二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8 蔡大姐 27 二等兵 六七师一九九团九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19 伍光富 24 等兵 六七师九九团六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20 王焕林 20 等兵 六七师九九团四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21 黄忠岭 23 二等兵 六七师一九九团五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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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连守如 22 组~，-主/日i、三 六七师一九九|主|五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23 王季良 21 一等兵 六七|主|一九九|主|八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24 孙达梅 29 一等兵 七九师二三六团九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25 陆、美云 22 一等兵 七九师二三五团三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26 林兆山 25 等兵 七九师三三七团四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27 洪良)胜 23 等兵 暂二五师fi二国三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28 金金义 24 一等兵 暂=五师三团补二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29 胡士芳 26 一等兵 暂=五师=团机工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30 卢歪妹 23 一等兵 暂三五师三国机二连 194010 抗战时期 浙江

331 林大贵 22 一等兵 六二师=七二|主|七连 194009 抗战时期 浙江

332 陈文杰 21 少尉 五八师一七四团五连 194007 抗战时期 江西

333 楼三头 23 二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三连 194007 抗战时期 浙江

334 李定开 25 二等兵 宁波防守部守备一团八连 194007 抗战时期 浙江

335 陈德胜 29 一等兵 一0预师=o团七连 194007 抗战时期 浙江

l

→
o
∞

l



。
响
。Z
4

划l

续上表

)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336 以本有 29 二等兵 ~O预师三0国七连 194007 抗战时期 浙江

337 判)jJ<.禄 23 一等兵 一0预师=o国七连 194007 抗战时期 浙江

338 张享炎 28 二等兵 新七师一团一连 194006 抗战时期 安徽

339 潘文祥 39 一等兵 五八师一七三团机连 194006 抗战时期 湖南

340 赵定国 25 上尉 忠义教国军南京行动总队三队 194006 抗战时期 湖南

341 李~II梅 30 一等兵 五一师一五三团五连 194006 抗战时期 江西

342 张考思 37 上等兵 五预师一四团=连 194006 抗战时期 江西

343 张夫干 24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主|二连 194006 抗战时期 浙江

344 李维德 27 一等兵 六二师=七二|主|六连 194006 抗战时期 浙江

345 颜冬枚 19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六连 194006 抗战时期 浙江

346 王志武 43 少尉 六师一八团输送连 194005 抗战时期 湖北

347 林步1\1可 26 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工连 194005 抗战时期 浙江

348 林树华 21 等兵 六二师工七二团机三连 194005 抗战时期 浙江

349 陈二妹 26 一等兵 六二师=七二团九连 194005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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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林纪云 27 t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主|九连 194005 抗战时期 浙江

351 杨宪云 27 一等兵 六二师=七二|主|七连 194005 抗战时期 浙江

352 叶国富 23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七连 194005 抗战时期 浙江

353 刘德标 24 二等兵 一八四师五五二团五连 194004 抗战时期 湖北

354 金大妹 23 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机三连 194004 抗战时期 浙江

355 梁四妹 24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团七连 194004 抗战时期 浙江

356 赵小春 26 一等兵 六二师=七二团七连 194004 抗战时期 浙江

357 林学梅 26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主|七连 194003 抗战时期 浙江

358 蔡阿休 21 一等兵 六二师=七二|主|二连 194002 抗战时期 浙江

359 )业心友 27 二等兵 七九师二三六团六连 194002 抗战时期 浙江

360 邹问四 22 二等兵 七九师二三六团六连 194002 抗战时期 浙江

361 王丈溥 25 等兵 诸蝶新宁游总大二中|认 194002 抗战时期 浙江

362 王子炳 28 二等兵 诸蝶新游击总二大五中队 194002 抗战时期 浙江

363 林小春 23 二等兵 六七师一一九团一连 194001 抗战时期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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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张德镇 30 组~，-主/日i、三 一五师四五国一连 194001 抗战时期 湖北

365 蒋启友 29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主|八连 194001 抗战时期 浙江

366 吴文 25 少剧 j折优自卫二支机连 194001 抗战时期 浙江

367 朱锡兰 30 二等兵 六七师二 0一团四连 193912 抗战时期 安徽

368 李云初 29 上等兵 五八师七二团一连 193912 抗战时期 江西

369 周阿文 23 下士 六七师二0 团二营 193912 抗战时期 浙江

370 金定宇 27 一等兵 浙保四团三大机中队 193912 抗战时期 浙江

371 王锡良 32 一等兵 六二师=六八团八连 193911 抗战时期 浙江

372 周秋桂 19 二等兵 六二师三六八|主|五连 193911 抗战时期 浙江

373 吴勺庭 31 一等兵 六二师=七一|主|五连 193911 抗战时期 浙江

374 金香梧 25 一等兵 浙保安六团一大二中队 193911 抗战时期 浙江

375 麻小和 26 二等兵 九八师二九三团八连 193910 抗战时期 湖北

376 陈汉城 24 二等兵 九八师二九三团九连 193910 抗战时期 湖北

377 蒋友梅 27 二等兵 九八师二九三团=连 193910 抗战时期 湖北

l

•••



A
V
前
零
用
固
自
坦
因
阳

A
V

续上表

)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378 管德)1顷 29 一等兵 六二师三七二|主|四连 193910 抗战时期 浙江

379 陈士得 24 二等兵 九八师二九=|主|一连 193909 抗战时期 湖北

380 朱哲民 21 少剧 四六师一三六团八连 193909 抗战时期 山西

381 徐永和 30 一等兵 四师一九团一连 193906 抗战时期 察H合乐

382 李克俭 20 等兵 六七师三九八团二连 193906 抗战时期 江苏

383 王小宝 20 一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八连 193906 抗战时期 江苏

384 林雨信 30 一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二连 193906 抗战时期 江苏

385 黄光增 21 一等兵 六七师四 0一国九连 193906 抗战时期 江苏

386 李↑自妹 21 二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刻七连 193906 抗战时期 江苏

387 陈光云 30 二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五连 193906 抗战时期 江苏

388 高洪士中 22 一等兵 六七师一九九团八连 193906 抗战时期 江苏

389 林人成 27 等兵 六七师四 o 团九连 193906 抗战时期 江西

390 赵云卿 38 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九连 193906 抗战时期 浙江

391 陈梅生 26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二三团七连 193905 抗战时期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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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392 陈阿水 29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一国四连 193905 北伐至抗战 江苏

393 陈化升 25 二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刻凹连 193905 抗战时期 江苏

394 附、继顺 29 二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四连 193905 抗战时期 江苏

395 陈荣标 22 一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四连 193905 抗战时期 江苏

396 戴贤仙 26 二等兵 六七师四 o 团四连 193905 抗战时期 江苏

397 方维松 30 二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四连 193905 抗战时期 江苏

398 吴爵才 19 一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四连 193905 抗战时期 江苏

399 锺振标 26 二等兵 二二补训处二|主|七连 193905 抗战时期 浙江

400 谢{仑奎 25 一等兵 七九师二=七|主|=连 193904 抗战时期 江西

401 叶启只 27 一等兵 -0预师三六团九连 193904 抗战时期 江西

402 日 计U旷 t、 ;/恨古r 22 一等兵 七九师二三七团八连 193903 抗战时期 江苏

403 王暂银 26 等兵 七六师四五 团九连 193903 抗战时期 江西

404 林家到 22 二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二连 193812 抗战时期 安徽

405 n十得刚 24 二等兵 六七师四o一团二连 193812 抗战时期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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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406 葛锡地 27 一等兵 六七师四 0二国=连 193811 抗战时期 安徽

407 连新采 32 二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刻二连 193811 抗战时期 安徽

408 张心友 27 二等兵 六预师二三团七连 193810 抗战时期 湖南

409 陈美富 21 二等兵 六预师二二团七连 193810 抗战时期 江西

410 共I~迎海 24 等兵 六预川l二二团机工连 193810 抗战时期 江西

411 江可国 26 一等兵 六预师工=团机=连 193810 抗战时期 江西

412 颜福友 26 二等兵 六预师二=团七连 193810 抗战时期 江西

413 邹定信 17 二等兵 六预师二三国七连 193810 抗战时期 江西

414 赵国瑞 25 二等兵 一九0师一一0九|主|机一连 193810 抗战时期 浙江

415 梁学富 30 上等兵 五七师三二团机一连 193809 抗战时期 湖北

416 E奇、同 )1顷 27 上等兵 一一师六二团一营三连 193809 抗战时期 江苏

417 林芝德 23 二等兵 六预川l二二团六连 193809 抗战时期 江西

418 王绍金 24 二等兵 六预川l二二团六连 193809 抗战时期 江西

419 叶贤根 25 二等兵 六预师二=团六连 193809 抗战时期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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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420 程方福 25 二等兵 浙江保安四国一大二巾队 193809 抗战时期 浙江

421 王贤仁 23 七等兵 诸崛新宁游击总队一大一巾队 193808 抗战时期 浙江

422 毛乐平 26 上等兵 六七师四 o一团五连 193805 抗战时期 安徽

423 何荣杰 23 二等兵 七五师四四六团二营五连 193805 抗战时期 福建

424 张四妹 23 二等兵 六七师四 o 团五连 193805 抗战时期 湖南

425 陈绍明 26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团四连 193804 抗战时期 江苏

426 毛阿定 36 上等兵 六师=四团二连 193804 抗战时期 山东

427 萤鸿;王 26 巾尉 iVr保三|主|三大九巾队 193802 抗战时期 安徽

428 丑，6ι./r了]"'\ 25 巾尉 陆炮校练习队 193712 抗战时期 江苏

429 附、鹤 H鸟 35 上剧 七九师四七三团三连 193711 抗战时期 浙江

430 叫"纯 Vii 31 上剧 二五师一四五团二营 193710 抗战时期 河北

431 朱昌明 24 二等兵 六七师三九八团六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32 狄化汉 25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二团八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33 李大淘 23 一等兵 六七师四 0=团二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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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rJi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434 王加金 24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二国六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35 林大享 26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二|型工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36 蔡梅成 21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二团四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37 戴永兴 28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二团四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38 陈霖 27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二团四五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39 王梅富 28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团五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40 f帝主但丛三 r刁i之? 主一L 30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团五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41 金超然 30 t 尉 一四师八四国五连 193709 抗战时期 江苏

442 张商民 22 巾 士 六师兰兰|型机=连 193709 北伐至抗战 江西

郑国华
一一一等 一一级

防校照测工队 抗战时期 江苏443 21 193708
机械士

444 江贤发 25 二等兵 六七师三九八团五连 193708 抗战时期 江苏

445 林小桃 31 二等兵 六七师工九八团五连 193708 抗战时期 江苏

446 梁荣福 25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团八连 193708 抗战时期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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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年龄 级职 所属部队 死亡时间 类别
死亡

地点

447 赵肖玉 30 二等兵 六七师三九八|主|六连 193708 抗战时期 浙江

448 郑义达 25 二等兵 六七师四 0二国七连 193708 抗战时期 浙江

449 王步仑 28 中校 七九师充补团一营 193408 北伐至抗战 江西

450 朱凤翔 38 上尉 八九师五=四团机连 193407 北伐至抗战 江西

451 吴飞Ml' 28 少尉 六师=四国机=连 193310 北伐至抗战 江苏

452 林存仁 25 一等兵 六师三四团二连 193310 抗战时期 江西

453 李回 )1陨 23 等兵 六师三四团连 193310 抗战时期 江西

454 陈得标 25 上等兵 六师=一团一连 193310 北伐至抗战 江西

455 张青治 22 上等兵 六师一八旅=四|主|二营五连 193310 北伐至抗战 江西

456 林存仁 25 一等兵 六师一八旅三四团一营七连 193310 北伐至抗战 江西

457 陈钟岳 34 少尉 六师一八旅三六团二营六连 193306 北伐至抗战 江西

458 张志堂 25 F 士 八七师五一八团八连 193202 抗战时期 浙江

459 滕真才 24 二等兵 六二师二国五连 192711 北伐至抗战 江苏

460 蔡江遥 30 二等兵 暂三三师一团九连 194409 抗战时期 浙江

461 李元 )1顷 等兵 六七师四 o 团四连 抗战时期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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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岭黄埔军校人名录

序号 姓名 别号 部另Ij 期别 地址 备注

l 蔡涌茸 一之 炮兵队第十二教授班 011 i 日1岭麻车桥

2 蔡正岳 中自告 炮兵第二中队 020 泽国新桥头

3 陈伯森 维邮 第十二队 017 新?可后苍

4 陈恒文 第九队 017 温岭新~I:iJ

5 陈吉光 微波 步兵第六队 008 城关 t司前

6 陈少臼 林侠 第兰大队第七队 017 新河长屿

7 |你新华 演 第三大队第八队 017 城关当it}井三边里

8 l你学仁 士勋 炮兵第二大队五中队 021 泽国耀糖巷

9 范锦云 定远 交通兵队第十六班 011 城关

10 何浩然 靖华 步兵队 013

11 何江风 步兵第二队 008 温岭西城

12 黄'$ 未之 步兵第六队 008 城关肖前村

13 黄建捕 星垣 车面重队 006 j番自[l

14 江少林 i青滔 第十一队 017 贯庄五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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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姓名 另Ij号 部另Ij 期别 地址 备注

15 江划i'风 士华 步兵队 003 若横镇

16 汇U~i'风 西安督抽|处处部 021 横

17 江雄风 政治部 004 辛辛横镇

18 江印川 若天 步兵第十中队 006

19 江元永 陵 第十二队 014 若横镇

20 蒋定友 立巾 第七总队步兵第六队 019 j番自[l

21 蒋庆 II伍 第一总队炮兵第一队 019 潘郎

22 金质 朴夫 步兵大队第一队 010 横峰i真

23 金立曾 振民 步二队 013 横峰东洋

24 金展华 国权 第十一队 017 若横戚田下

25 李承云 达 步六队 013 温岭东岸

26 林克 子能 步兵第六队 008 城关卖鱼桥

27 林发春 垦 第十队 017 誓山汇浦

28 林君牵 存琳 步二队 011 城关1七汀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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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另Ij号 部另Ij 期别 地址 备注

29 林玉泉 步二队 013

30 林之江 步兵科一巾队 006 城关横街

31 林子扬 官 炮兵大队 019

32 罗琛 润初 工兵二队 020 新?可塘下

33 罗廷 琼如l 第一队 017 潘朗白山

34 罗{果民 第一总队步兵六队 019 潘朗上在

35 罗耀秋 信峰 第六队第七队 017 那r~i可塘 -F1:!j

36 潘德辉 拯 通信兵二中队 020 新?可镇

37 潘善明 第三大队第七队 017 若横

38 潘文车十 青峰 第七队 017 城关小较场

39 裴月桂 震东 第=大队第八队 017 城关尚书坊

40 戚仙炜 绍光 步兵十中队 006 泽|丑镇

41 阮圣尧 第一总队步兵工队 019 泽国镇

42 苏溪4来 望之 步兵第三队 008 i 日1山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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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别号 部另Ij 期别 f也划 备注

43 陶伯修 细算 第一总队 018 新河南鉴

44 王超球 第五队 017 泽国镇巾街

45 王民天 兆枚 经理大队二队 004 潘郎

46 王治强 道南 配属一总队教官 018 牧屿

47 王治强 道南 工兵大队一队 014 牧屿

48 闯鹤鸣 第九队 014 潘自Il

49 吴作民 019 联树镇

50 谢道如 维 第十队 017 辛辛横镇

51 谢洪达 度宝 步兵一大队一中队 021 大溪镇

52 许普亮 光 骑兵队 013 泽国镇

53 颜 民 第一总队 018 新河肖家桥

54 叶定国 一之 第一总|认 018 潘郎白山

55 叫化字 化雨 第二总队 018 潘郎白山

56 叶齐良 鹤年 交通一队 006 城关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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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别号 部另Ij 期别 地址 备注

57 叶习之 振杰 炮兵大队 019 i牢固

58 袁愈 翼民 第=大队八队 017 肖村

59 张翅 止住飞 步兵一队四队 015 麻车桥

60 张成康 第十一队 017 大溪镇

61 张秋伟 斐子 交通队 013

62 张佩 {白仁l 第一总队步兵一队 019 麻车桥

63 张雅山 春岚 步四队 013 期T1i百I塘下张

64 赵咸 品祥 工兵三中队 006 大溪镇

65 共Ij 尚 琴浪 经理大队二队 004 泽国夹屿

66 朱风翔 少诸 步兵三巾队 006 城关巾司前

67 夹~国样 逸武 步兵九中队 022 大溪镇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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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国档案史料的编篡

出版工作，把加快馆藏民国档案史料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纳入了

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实施方案、纳入了"浙江省文化研

究工程"内容。为了贯彻落实这一精神，我们在原《温岭民

国组织简史》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整理、核对。在

编第二修订过程中增加了附录章节，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

《温岭民国组织简史》经过二|多年的资料收集、整理、核对

终于与国者见面了。«、温岭民国组织简史》利用馆藏民国档案

资料，坚持文献编篡的原则，本着尊重历史、以史为实的指导

思想，忠实客观地反映了温岭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科技、

文化、社会团体等各种机构的建立、发展、变迁和人员任免情

况，以及民国时期温岭其它有关史料。对于了解温岭民国时-期

历史沿革，研究温岭地方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

时，也为机关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编史修志提供资料。是一部

垂鉴后世的工具参考书。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浙江省档案局韩李敏副局长、

梁绍红高IJ处伏的大力支持，浙江省档案局王立忠局长;亲自为本

书撰写序言，在此，一并致以最凶x挚的谢意。本书由许新颜负

责撰稿和统稿，李国庆审核。

本书从构思筹划到出版，三次编印易稿(征求意见稿) ,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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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二一|多年时间，终于成功出版。由于馆藏资料的缺陷和编

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定然不少，敬请专家、学者及广

大国者指教。

编者

2007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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