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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潍坊市奎文区庄家村，在城市化的
浪潮中，显得格外低调。在一片高楼的包围
下，村子一片片整齐有序的红瓦房铺展开来。
老人孩童在街头乘凉，怡然自得。

在村中，有一座白墙黑瓦的古朴房舍尤为
引人注目，这便是庄龙甲故居。从北门一进院
子，映入眼帘的是庄龙甲烈士的塑像。走进故
居陈列室，正对着门口的堂屋墙上挂着庄龙甲
烈士的遗像，西侧的卧室墙上悬挂着庄龙甲烈
士的遗照和他在省立一师与同学的合影。

当年，庄龙甲和同志们为了父老乡亲能过
上好日子，怀揣着共产主义信仰聚集在此。就
是在这个土屋里，潍县党委的会议、骨干分子
会议一次次召开，一份份决议拟定形成，一张
张传单、标语被印刷出来，革命的火种撒向潍
坊大地。一转眼，他们将热血、青春、生命挥
洒到历史的长空中，涂抹下永不消逝的云
霞……

只有马列才能救中国

1903年12月6日，寒风凛冽中，潍县庄家村
一户贫农家中迎来了新成员——— 庄龙甲。小龙
甲的祖父是位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秉性耿
直，不畏权势。父亲是勤劳俭朴、忠厚诚实的
农民，虽识字不多，但熟通珠算。每逢村里丈
量土地，都请他参加。如发现地主趁机侵占穷
人的土地，他就打抱不平，不让贫苦农民吃
亏。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处事公
道，热心助人。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庄龙甲从小就养成
正直、磊落的性格。

6岁时，庄龙甲跟随祖父识字，9岁入本村
私塾读书，13岁靠亲友资助考入潍坊毓华高等
小学。毓华高等小学是一家英美公司开办的外
资学校，位于二十里堡车站附近，庄龙甲从家
到学校要南行五里地。为节约膳宿费，他甘愿
走读，每日往返，常常边走边读，五年如一
日，坚持不懈。

在学校里，庄龙甲的算术特别好，有“神
算”之绰号；他的写作能力十分出众，老师评
价他的作文“不是一般的第一”。他个头不高
但身体强壮，重义气，好打抱不平，乐于助
人，很受同学们的喜爱。

从庄龙甲记事起，所见所闻都沾染着“欺
负”二字：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官家欺压百
姓、地主剥削农民、强者欺负弱者。那时，他
多次请教老师：我们这个大国，为什么要受小
国欺负还不敢反抗？穷人辛勤劳动，为什么祖
祖辈辈受穷？为什么富人吃白面馍馍，我们却
吃高粱饼子？洋火、洋布为什么带“洋”字？
康有为、梁启超是什么人？辛亥革命时，潍县
的革命党都去哪里了？

困惑多了，老师也解答不了，庄龙甲就四
处搜集进步书刊，想从中找寻答案。而现实也
日渐严峻，在他学校附近，美英帝国主义开办
烟草公司，大量掠夺财富；日寇铁蹄沿胶济铁
路踏入山东腹地，一路烧杀抢掠，横行无忌。

现实推着庄龙甲到远方寻找出路，追求真
理。1921年9月，他考到设在济南的山东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家人为筹集学费，典卖了三亩地，全
力支持他的学习。省立一师是当时全省新文化、
新思想传播的中心，革命活动十分活跃。

在济南，庄龙甲结识了山东最早的共产党
人王尽美、邓恩铭，并在他们的启迪下，如饥
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参加各种研究、宣传革
命的组织，逐渐懂得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
国的真理。

在一次次的讨论学习中，庄龙甲与王尽
美、邓恩铭等年轻人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们要想得到民主、和平、幸福，就必须再
来一次革命。只有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废除不
平等条约，中国才能复兴……”

1923年夏，庄龙甲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入党后，他一边学习，一边在学生中
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很快成为省立一师的活动
骨干，当年就担任了省立一师第一任党支部书
记。在求学期间，庄龙甲的孩子也出生了，取
名“济南”，以纪念他人生的转折地。

在省立一师早期党员的回忆中，庄龙甲个
头不高，眼睛炯炯有神，生活朴素。那时，他
除了口头宣传革命道理，还不断向进步同学秘
密赠阅马列主义小册子。许多同学从中接受了
许多革命的道理，走上革命道路。庄龙甲还积
极协助王尽美做了大量工作，被同志们誉为

“王尽美同志的左右手”。

“共产党的潍县”

1925年，遵照王尽美的指示，庄龙甲以国
民党省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利用国共合
作的有利条件开辟党的工作。跟他同期先后回
潍县的还有牟鸿礼、王全斌等。

潍县位于胶济铁路的中段，西接济南，东
连青岛，范围包括现在的潍城区、奎文区、寒
亭区、坊子区、高新区、滨海区等，以县城和
铁路为界分为潍南和潍北两大区域。做好这里
的工作，势必对全省有很大影响。

当时，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十分困难。既没
有办公场所，也没有资金来源，常常是谁领导
革命，谁就负责找工作场所并筹集资金。在举
步维艰的建党初期，革命者们大都选择在自己
家里办公。

庄龙甲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爷
爷当年教书用的“东园书舍”当做了一个秘密
联络点。这是一个有三间北屋，两间小东屋的
小院子，名义上是书房，实际上是他和同志们
秘密活动的地方。小院北面有一个不大的湾，
湾边种着几棵柳树，环境幽静，风景宜人，更
重要的是这里地处村边，同志们进出方便。

为了让外地来的同志能很快找到这里，庄
龙甲在门上写了一副对联：“柳塘岸边是我
家，门前两株马缨花”，横批——— “柳塘别
墅”。

活动的圆点选好了，外围如何辐射出去？
庄龙甲考虑到毓华小学是其母校，各种情况关
系比较熟悉，打算把这里作为根据地。他利用
在学校担任代课教师的合法身份，白天教学，
晚上和业余时间，在教师和学生中开展宣传马
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

不久，他发展了南屯小学教师田化宽、田
智恪和本村庄禄海为党员，并于1925年2月成立
了由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潍县
支部，庄龙甲任书记。

庄龙甲深知，只有团结工农才能有所作
为。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潍县支部在南屯建
立了农民协会，这是潍坊地区乃至全省建立最
早的农民协会，对全省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

随着一个个农民协会的成立，为了启发群
众，庄龙甲甚至自编歌摇，教农民们传唱。其
中有一首这样唱道：“一滴血，一滴汗，收了
麦子不见面，粜出银元送给张督办。要过好日
子，就得组织起来跟他干！”

在厂矿，庄龙甲等人深入到工人中间，宣
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的积极分子，建立了坊子

铁路党支部，将坊子站变为我党来往于济南至
青岛之间的秘密交通站。

经过一年多的活动，至1926年春，全县党
员发展到近120人，团员200多人，成立党团支
部11个。看到条件成熟，庄龙甲便根据省委指
示，在茂子庄王全斌老家的场院屋子里，主持
召开了潍县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
第一届中共潍县中心县委，庄龙甲同志任书
记。

潍县中心县委的建立，使党在潍县的组织
和活动有了坚强的统一领导。潍县的革命之火
从星星点点，开始有了燎原之势。潍县东南、
城南、西南和潍北建立了四个区委。凡是建立
了党、团组织的各区农村，还成立了农民协
会、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大人小孩唱革命歌
曲，散发、张贴革命传单和标语。“打倒帝国
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
“反对苛捐杂税！”这样的标语，不仅在村里
的墙上、路口、碑上到处可见，甚至还出现在
老县衙的大堂上。当时的潍县，有“共产党的
潍县”之称。

其中，革命活动开展最活跃的要算庄家
村，在潍县党内被誉为“小莫斯科”。受庄龙
甲影响，当时庄家村有十五六位党员。那时县
委有不少重要会议是在庄龙甲家里或“东园书
舍”召开的。同志们来了，庄龙甲的母亲总是
忙着给大家烧水和做饭吃。庄龙甲也抓住难得
的间隙，抱抱自己的儿子小济南。

“我得争取多干一点”

1926年春，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大革
命浪潮汹涌澎湃，军阀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摇
摇欲坠，借此东风，潍县党组织发展迅速。尤
其是学校这块思想阵地，庄龙甲加强了在教会
学校文华、文美中学的活动，传播革命思想，
发展了一大批党团员。当时文华中学的进步学
生达80多人，占全部学生的三分之一左右。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汉，成立
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庄龙甲的启发教育
下，有五位同学要求去武汉，参加革命军。

当学生和农民的革命活动日渐活跃时，一
场严寒在悄然降临。1927年冬天，在南昌起义
和秋收起义的影响下，蒋介石大肆逮捕共产党
员，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这时省委下达“急速进行武装”指示，庄
龙甲立即组织县委人员开会进行了研究，决定
先搞到枪，再建立队伍。

“要想搞武装斗争，就得先搞枪。”这是
县委在潍南辛庄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建立武装的
会议上，大家一致的看法。枪的来源，只有两

个办法：一是买，二是夺。当时，党组织没
钱，会后王全斌说服了家庭，捐献现洋二百
元，买了两支短枪，交付王兆恭、王永庆同志
使用。1928年1月初，在庄龙甲家中，建立了由
王永庆、王兆恭等人组成的特工组。

可要真正解决问题只能从敌人手中夺。此
时，庄龙甲接到情报：县警备队的两个队员，
带着匣枪到望留集上去。他和王全斌商量后，
即派王永庆、王石前去把那两个家伙的枪夺
来。

这天黄昏时分，王永庆、王石来到望留到
县城的必经之地黄土埠子村，选好伏击点埋伏
下来。不多时，那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警备队
员摇摇晃晃地走来了。王永庆、王石两人纵身
从背后扑上前去，用枪口指住了对方的后脊
梁，那两个家伙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腰里的
匣枪已到了特工组的手里。

之后，党组织派人从江浙溃退来潍县的士
兵中，夺取了长短枪30余支，建立了六七十人
的赤卫队。

这支武装队伍的建立，使潍县的革命斗争
进入新阶段。1971年10月，在庄龙甲故居院东
的老屋里，发掘出一枚庄龙甲使用的手榴弹。
虽已锈迹斑斑，却隐藏着巨大的威力。

有了枪杆子，才有发言权。当时潍县农
民，处于军阀张宗昌的残酷统治之下，捐税名
目多如牛毛，田赋预征到了20年以后。

1928年春，庄龙甲向县委建议，组织城南
各村的党团员和农民协会骨干分子，进行一次
抗捐抗税的斗争，从而扩大党的影响。

县委会一致通过了庄龙甲同志的意见，决
定趁4月20日大柳树赶会的时机，砸大柳树税局
子。这次行动，使周边老百姓知道共产党砸了
县政府的税局子，给他们出了口恶气，无不拍
手称快。之后，庄龙甲还与高密县委、坊子铁
路支部的同志秘商，在坊子以东地段，以赤卫
队掩护，组织群众将日军一列车面粉一抢而
空。

这年的春天，潍县大旱，灾荒严重，新旧
军阀为争夺山东，军队调动频繁，从长江流域
溃败下来的直皖系军队，住满胶济沿线各城
镇；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出兵侵占青岛、济
南……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很多人家被逼得
背井离乡、卖儿鬻女。为了解决群众粮荒，庄
龙甲召集县委开会，决定于麦收前组织一次抢
粮“吃坡”斗争。

当时，庄龙甲身患肺病，身体情况已经很
坏，但他仍坚持深入第一线，亲自组织和领导
这一斗争。那些日子里，农民的草棚里、屋檐
下、炕头上、坡洼里或场院里，经常跃动着他
的身影。他一头扎进群众中，宣传“我们种地
我们收”“待要有饭吃，就要联合起来和地主
干”的革命道理。

经过广泛宣传发动，抢麦运动从西南区开
始。在共产党员王全斌的领导下，辛庄、夏
坡、狼埠、西北董、大寨等10余村很快组织起
抢麦队伍。趁二地主把麦子晒干，还未送交城
里地主时，王全斌率领身背口袋、手执棍棒的
抢粮队500余人，将军埠口二地主场院里的麦子
一抢而光。

随后，他们又连夜抢分了二甲王村二地主
场院的麦子。几夜间，辛庄、官庄、桃园、孟
家等周围十余村，都掀起了一场抢麦运动。同
时，东南区委也领导黄门庄、段尔庄等村的群
众，将地主的麦子抢割一空。这次斗争，不但
在经济上得到了胜利，还扩大了党的政治影
响，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经过砸税局子、抗租、吃坡等一系列的斗
争，党的领导力量增强了。为了继续扩大党的
武装力量，县委在辛庄集中起六七十名革命热
情高的骨干分子，对外以传徒授艺为名，组成
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革命武装，并以此为核心，
继续扩大力量。

这期间，庄龙甲一边亲自出面作改编土匪
韩二虎部的争取教育工作，一边指示王治经等
打入杂牌军队，以争取杂牌军起义。

与此同时，潍县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猖獗
起来。他们撕掉合作的面具，向我党进行疯狂
的进攻。这时，庄龙甲的肺病相当严重，常咳嗽
得喘不过气来。同志们劝他休养，但他总婉言谢
绝，笑着说：“趁还没有躺下，我得争取多干一
点。等到闭上眼睛，想干也捞不着干了！”

“死而复生精神存”

1928年秋，潍县的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关
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抓捕共产党人。上级为
保护党的干部，决定让庄龙甲隐蔽治病。临行
前，庄龙甲主持召开了潍县县委改组会议，组
成了以牟鸿礼为书记的临时新县委。

临行前，庄龙甲特别交代牟鸿礼，把党的
指挥中心由潍南转入潍北。牟鸿礼遵照庄龙甲
的指示，把党的领导机构分设两处，一处在牟
家院村，一处设在了潍县城内敌人的眼皮底
下。直到这时，他才接受了县委的决定，到安
丘县的一个村庄——— 杞城去治疗。

庄龙甲到杞城，住在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
点——— 傅锡泽开的药房里。他本是治病休养
的，但总是时时刻刻惦念着党的工作。在傅锡
泽护理下，只要身体情况稍有好转，他就拖着
病弱的身体，又走村串户地为革命奔忙起来。

1928年10月10日上午，庄龙甲身着淡蓝色大
褂，戴一顶半新的礼帽到农户中了解当地建立
农会的情况。待他刚回到药房里屋，便听得有
人在盘问傅锡泽。他本想从后门走脱，却被敌
人发觉，当场被捕，随即被押送到国民党南流
区保卫团团部。

敌人用细麻绳拴住龙甲的两个拇指，将他
吊在梁上，施以惨无人道的刑罚，但铮铮铁骨
的庄龙甲，毫不畏惧，坚贞不屈。他愤怒而响
亮地对敌人高喊：“共产党人不怕死！怕死就
不是共产党！”

国民党潍县县党部深知庄龙甲在群众中威
信极高，他们害怕群众会以各种方式将其营
救，便决定在10月12日南流集这天将年仅25岁
的庄龙甲杀害。当天，当敌人荷枪实弹把庄龙
甲押解到指定位置后，他抓住人生最后的时间
向赶集的群众宣传道：“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
革命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穷人摆脱贫
困！”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庄龙甲的行为让
乡亲们潸然泪下，敌人被激怒了。穷凶恶极的
敌人用枪打死庄龙甲后，又铡下了庄龙甲的头
颅，并将其挂在潍县城南门的城楼上示众。

就在庄龙甲牺牲的当天，牟鸿礼到杞城向
他汇报工作，路过南流时听到壮士罹难的消
息。牟鸿礼极力控制住悲愤的心情，赶到40里
外的庄家村，召开了秘密会议。

会上大家关切地询问牟鸿礼：“龙甲同志
现在在哪儿？是否平安无事？”牟鸿礼担心同
志们受不了巨大悲痛的冲击，并没有把噩耗告
诉大家，而是解释道：“不要轻信谣言，他正
在地下隐蔽工作，昨天还有他的消息。”

会上，牟鸿礼只和大家谈了当时的形势，
布置了任务。当晚，他便住在庄立安家的小西
屋里。第二天拂晓，他从庄立安家走到潍城东
门里，叫开庄禄海的家门，到屋里一坐，还没
等庄禄海穿好衣服送他，他说：“趁街上还无
人，我走了。”庄禄海急忙走到外间，看桌子
上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首诗：“老子英雄儿
好汉，庄稼不收年年盼。死而复生精神存，在
与不在何必言。南北东西人知晓，流芳百世万
古传。”

庄禄海急忙拿着纸条找到了庄立安，又叫
上庄克仁，三人斟酌半天，才发现这是一首藏
头诗，每句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老庄死
在南流。”看到这六个字，三个人大惊失色，
刹时屋里寂静无声。少倾，三个人决定派农民
协会会长庄峰云到南流摸清真相。庄峰云连夜
赶到后，知道了南流的同志已把遗体掩埋起
来。他在掩埋地点埋上一块石头为记，以备将
来寻找。

而庄龙甲的祖父庄宗海，听到噩耗时，正
在黄菜楼村教学，当即中风不语。父亲庄鹏云
要求组织上带他到南流亲自看看自己的儿子埋
在什么地方，才开始相信事情真的发生了。

庄龙甲的头颅被敌人挂在潍县城南门城楼
上，后被党的地下工作者取下，秘密掩埋。只
可惜，时过境迁，已无法找到头颅的埋葬地。
1963年清明节前，依照庄峰云的石头记号，潍
坊民政部门将庄龙甲的无头遗骸迁回潍坊革命
烈士陵园。红褐色棺木内只有烈士的躯体四肢
遗骸和断裂的皮腰带及铜扣卡。

庄龙甲的眼睛永远闭上了，他满心的光明
却冲破黑暗，浩然长存……

1928年10月12日，在安丘县南流区的集市上，第一个在潍县播撒革命火种的共产党人庄龙甲被敌人枪杀，头颅被挂在城

楼上示众。他的同志写藏头诗咏志：老子英雄儿好汉，庄稼不收年年盼。死而复生精神存，在与不在何必言。南北东西西人

知晓，流芳百世万古传。

庄龙甲：只要百姓好 断头又何妨
□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王成波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在济南，庄龙
甲结识了山东最早
的共产党人王尽
美、邓恩铭，并在
他们的启迪下，如
饥似渴地阅读革命
书刊，参加各种研
究、宣传革命的组
织，逐渐懂得了只
有马列主义才能救
中国的真理。

潍县第一次党代会
会址(现已拆除) 庄龙甲故居今貌

庄龙甲故居内的
塑像 庄龙甲墓卧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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