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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千里找党
—抗战初期淮安人民找党记
——
■ 成静

抗战初期， 淮安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 在中
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 掀起
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此过程中， 淮安
人民逐渐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斗争的中流
砥柱， 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 就缺少主心骨， 抗
日救亡的许多重大问题就拿不定主意、 把不准方
向。 所以， 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 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与共产党领导紧紧联系在一起， 思党若
渴、 盼党心切。 一批与党失联的共产党员和有识
之士， 纷纷外出找党， 他们辗转千里、 历经周折，
终于找到了党， 迎来党的领导， 这种对共产党的
无限信赖、 无限忠诚， 成为淮安人民战胜敌人，
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武器。
最先外出找党的是宋振鼎。 宋振鼎， 淮阴西
坝人， 1928 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淮阴地委
支部书记、 中共淮盐特委宣传部长、 共青团淮阴
县委书记、 共青团淮盐特委书记。 1937 年冬， 由
于失掉党组织关系， 宋振鼎由无锡到武汉， 找到
中共长江局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张爱萍、 吴仲
超， 希望帮助恢复组织关系。 张爱萍、 吴仲超与
他谈了当前形势和党的统一战线等问题， 动员他
回到苏北， 在家乡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发动广大
群众， 建立民众抗日武装。 他们特别强调， 目前
失掉党组织关系的或从监狱中出来的同志， 先要
把工作搞起来， 等时机成熟， 党组织会主动去找
他们的。 宋振鼎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他
带着这个指示， 回到家乡后， 把涟水、 淮阴、 泗
阳、 淮安等县的一些同志聚集起来， 经过多次商
议， 于 1938 年 ２ 月 19 日在淮阴城周湘庭家成立
苏北抗日同盟总会， 在涟水、 淮安、 淮阴、 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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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宁等地成立分会， 在宝应、 高邮、 泰兴、 泰州
等地也建立了联系。 同时在涟水办了一个抗日训
练班， 吸收不少抗日青年。 宋振鼎这次武汉之行，
把党的抗日决心与方针带给了淮安人民， 并把各
地抗日骨干组织起来， 成为淮安抗日救亡的新起
点。
1938 年 3 月， 陈书同受苏北抗日同盟总会的
委派再次去武汉找党。 他带着 《苏北抗日同盟总
会章程》 和工作报告， 向中共长江局驻武汉办事
处负责人董必武汇报情况， 并要求党派干部到淮
安来工作。 董必武听取汇报后指出： 一、 苏北地
处抗日前沿， 可能很快沦入敌手， 要抓紧时间组
织动员人民。 抗日要依靠民众， 只要团结住民众，
就有办法抗战到底； 二、 党在武汉也很缺乏干部，
抽不出干部去苏北， 八路军已去山东， 苏北离山
东近， 可以主动和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 董必武
这些重要指示， 给淮安人民寻找党组织活动指明
了方向。
此后， 李干成、 孙海光、 朱慕萍等人相继赴
山东等地找党。 1938 年 6 月， 孙海光 （灌南早期
共产党员） 由中共秘密党员李欣介绍， 第一次去
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找党， 由于情况没有搞清，
未能解决组织关系而返回。 年底， 孙海光、 李干
成 （涟水抗盟负责人） 在李欣的陪同下， 再次去
山东沂水王庄 （时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所在
地） 寻找党组织， 经过一个多月辗转周折， 三人
终于经岸堤到达沂水王庄， 受到省委组织部长程
照轩的热情接待， 实现了寻找党组织的夙愿。
李干成等人回到涟水后， 立即派朱慕萍、 陆
亚东去苏皖特委所在地邳县铁佛寺， 请求特委派
人来淮安重建并开展党的工作。 1938 年 12 月，
朱慕萍、 陆亚东等人到邳县铁佛寺找党。 出发前
朱慕萍对妻子说： “打日本鬼子还要依靠共产党
的领导。 我这次去北边找党， 顺利的话很快回来。
如果党一时派不出人来， 我就在那里等， 党什么
时候派人了我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日夜兼程赶到
邳县铁佛寺， 找到中共苏皖特委， 向特委提出派
人到淮 （阴）、 涟 （水） 开展工作的请求。 特委领
导听了他们的汇报后， 向他们解释说， 当下急缺
干部， 一时派不出人到淮涟地区， 让他们先回去。

淮安人民外出寻找党组织示意图
两个倔强的涟水青年在那里磨了两个月， 期间朱
慕萍向组织详细汇报自己此前去上海找党、 历时
两个月靠要饭度日的经历， 诉说了几年来淮涟人
民盼望党的迫切心情， 表示一定要把组织带回去。
苏皖特委被他们的诚意和精神打动， 终于决定派
张芳久、 高兴泰、 戴曦到淮涟开辟工作。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 淮安人民满怀对中国共
产党的热烈向往和执着追求， 锲而不舍多次外出
寻找党组织。 找党过程中， 他们历经艰险而不放
弃， 一次不成再去一次。 之所以有如此壮举， 源

于他们不忘初心， 始终保持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对党领导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 这成为鼓舞他们
一次次外出找党的强大精神动力。 1938 年底至
1939 年初， 中共山东分局和苏皖特委根据党中央
关于“巩固鲁南， 向苏皖发展” 的战略方针和淮
安人民找党的强烈愿望， 先后派遣几批干部， 深
入淮安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领导淮安人民
的抗日斗争， 淮安地区的抗日工作在党的直接领
导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淮安人民的找党活动划
上了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