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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潍坊农民武装

潍坊地区农民暴动的共同点

是：计划不周到，准备不严密，坚

持时间不长，规模和范围较小，没

有组成正规军队，没有建立革命根

据地。农民暴动的失败，给潍坊地

区共产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不少

优秀共产党员被捕牺牲，很多党员

被迫转移外地，部分区域党的组织

和活动从此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潍坊地区的农民暴动虽然以失
败而告终，但农民群众能在黑暗和
严酷的统治下，敢于拿起武器，在

敌强我弱的情况面前，以大无畏的

革命精神向统治者发起斗争，这是
非常可贵的。他们给反动统治者以
沉重的打击，扩大了党的影响，鼓

舞了人民斗争的信心和勇气，锻炼

了群众，提供了经验教训，为后来

更大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建立奠

定了基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潍县大柳树暴动

1927 年秋，中共山东省执行
委员会组织部长丁君羊和农运会委

员刘子久来到潍县，传达中共中央

“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第

一要急速进行武装”的指示。会

后，中共潍县县委迅速作出了建立

革命武装的决定。县委书记庄龙甲

从朋友处借到手枪一支，宣传委员

王全斌动员家庭出资 200 元购买手
枪两支，农民牟洪礼借款 120 元购

买手枪一支。在大家的努力下，县

委搞到了一批枪支弹药。

1928 年 1 月，潍县建立了由王

永庆、王兆恭、成希荣等人组成的

潍县特工组，这是潍坊地区共产党

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特工组成

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又先后
从县警备队、现税务局和溃退军阀
部队士兵手中夺取长短枪 30 余

支。不久，特工组扩大改编为赤卫
队，王兆庆、王兆恭分别担任正副

队长。

同年夏初，中共潍县县委按照

省执委的指示，领导农民开展抗税

抗捐，组织暴动。 4 月 20 日，赤

卫队副队长王兆恭、队员成希荣带

领 50 多人，利用赶大柳树山会的

机会，劈倒了 5 个税役，砸了税局

子。为宣传和组织群众，县委就砸

税局之事发表了《告农民兄弟

书》。 6 月，西南区委在王全斌的

领导下，组织辛庄、夏坡、狼埠、

大寨等十余村的党团员和农民协会

活动分子百余人，抢了军埠口、二

甲王、辛庄等十几个村地主的麦

子，掀起了抗租抢坡斗争的高潮。

7 月 22 日，西南区委书记王治经

领导百余人在大柳树举行武装暴

动，因起义准备不足， 24 日被国

民党第七旅李朝英部和二区保卫团

王学珠联合偷袭， 48 人被捕， 14

人被杀，暴动失败。

昌邑饮马暴动

1928 年 7 月，在中共山东省执

委工作的于培绪、黄复兴来到昌邑
县饮马村，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他

们提出“加入贫民会，不纳捐和
税”、“快入贫民会，一辈子不受
罪”的口号，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

发动，有四、五百人加入贫民会，

黄复兴被推选为会长。

此后，黄复兴挑选了 200 余名

青壮年组成了饮马“红枪会”，经

过广泛联系和结交，很快将杨家

楼、张家屯、丈岭及平度的白里、

泊子等 42 个村庄的“红枪会”组

织起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武
装。

10 月 10 日，在饮马党支部的

领导下，饮马“贫民会”、“红枪

会” 200 余人手持大刀、长矛袭击

了本镇地主恶霸于维清的小衙门—

天宝堂，将经常私设公堂、欺压群

众的于维清和另一地主恶霸于德深

拉到街口，当众进行批判，迫使他

交出了讹诈的粮款，焚烧了高利贷

账。

于德深受到批斗后，密谋地主

恶霸张蒙合利用家丁和私有枪支进

行反抗。饮马支部闻讯后，决定消

灭这些地主武装。 10 月 12 日傍

晚，于培绪、黄复兴带领 30 余名

全副武装的“红枪会”会员，砸开

张蒙合家的大门，袭击了家丁，缴

获步枪 8 支和子弹上千发。地主恶

霸在人民面前狼狈低头，群众无不
拍手称快。 10 月 16 日，昌邑中部
军阀高化青在高密受到群众打击

后，溃退石埠村。饮马支部得到情

报，立即组织杨家楼张家屯等村
200 余名“红枪会”会员将其围
歼，缴获小炮两门，步枪 50 余

支，战马 7 匹，大车 3 辆。饮马

“贫民会”迅速发展，影响越来越

大。

10 月下旬，国民党昌邑县党

部负责人于观成勾结流窜昌邑城的

军阀残余黄凤岐部 103 团团长王路

全，密谋镇压饮马“红枪会”。

12 月 24 日，王路全率武装匪兵

300 余人窜至饮马，摆开进攻阵

势。但见“红枪会”人多势众，士
气高昂，未敢轻举妄动，随即改变

策略，诡称“去北孟执行公务”，

与“红枪会”无碍。于下午撤离饮
马，佯装去北孟。“红枪会”领导

人没有识破敌人的缓兵之计，放松

了警戒。第二天黎明，王路全部伙

同依附于军阀盘踞在北孟的国民党

“梯团”偷袭饮马镇。在地主劣绅

的带领下，挨家挨户搜捕共产党员

和“贫民会”负责人，将王聚堂、

李天伦、于敦荣、于忠田等四人杀

害。于培绪、黄复兴在转移中不幸

被捕，后被残杀于县城西南门外，

暴动因此以失败告终。

潍河暴动

1928 年秋，中共高密县委根

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在潍河两

岸领导贫民会举行了潍河暴动。省

委派农运委员刘子久到高密组织领

导。在曹家郭庄、柿子园、西注

沟、马家埠等村，刘子久与王全

斌、田泗、宋琦等同志积极发展贫

民会员，建立贫民组织。贫民会建

立后，他们又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

抗粮、抗捐和抢秋的斗争。他们使

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武装了

自己，提出了“成立游击队”、

“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10 月，贫民会攻打地主豪绅

集中的曹家郭庄村，烧毁了曹家郭

庄的圩子门和地主的房子，缴收地

主枪支，分发地主粮食，打死了民

愤极大的曹家泊庄和范家庄反动地

主马亭贵，击伤了北营村反动联合
会会长傅立堂，群众情绪非常高
涨。贫民会的暴动，引起地主阶级

的极端恐慌和仇视，他们极力进行

反扑，残酷镇压起义农民，共产党

员刘士秀、贫民会会员张学梯、杨

德清等被杀，多人被捕，暴动坚持

月余而失败。

寿光抗粮抗捐斗争

寿光县早在一九二六年秋就建

立了农民协会。省执委派农运特派

员冀慰怀到寿光进行指导。 1928

年，中共寿光县委两次组织农民群

众抗粮抗捐。同年春，中共寿光县

委发动全县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抗

税抗捐斗争。为深入发动群众，县

委在部分村镇组织群众召开抗议大
会，然后举行游行示威。在重要街

口和交通要道刷写和张贴“反对苛

捐杂税”、“反对军阀割据”、

“打到土豪劣绅“等标语；印制了

《告农民兄弟书》、《告教员学生

书》、《告军官士兵书》等 5 种宣

传品，组织党团骨干和农协会员以
及青年学生，广为散发。

为了震慑反动官吏，县委组织

力量将群众最痛恨的驻王高镇的反

动税官刘文田秘密处决。以上活

动，迫使反动官府很长时间不敢下

乡催粮要捐。后来敌人派兵镇压，

逮捕了部分学生，运动没有达到预

期目的。

潍县桥西暴动

1930 年 3 月，中共潍县县委决

定利用传统节日桥西山会的机会，

组织武装暴动，夺取高里民团枪
支，建立革命武装。事前，县委成

立了“暴动委员会”，由县委书记

曹克明任党代表、县委委员徐宝铎

任司令。暴动队由阙庄、吕家、河
套、埠头子、李家院等十几个村的
100 多名党团员和 200 余名群众骨

干组成。

事前，暴动队缝制了红、白布
各半的袖标，篆刻了“游击司令部”

印章，印制了二十面党旗，暴动武装

除 8 支短枪外，每人准备了一把斧
头。18 日，赶山会的群众人潮如流，

暴动队伍携带武器，随着赶会的人

群按计划进入预定地点。但是，情况

风云突变，国民党县长亲自率领县

大队和骑兵赶到会场，布下阵势，

严加戒备。地主民团也在会场外巡

逻。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暴动委
员会”立即开会决定：“改变原定

计划，停止暴动”。并迅速通知暴动

队伍立即解散，各自回家，暴动因而

没有成功。

益都县郑母暴动

1932 年 5 月，中共山东省委军

委书记张鸿礼到益都，与益都县委
研究武装暴动，并成立了由段亦民

任总指挥的行动委员会。 7 月上

旬，张鸿礼再次来到益都，在益都

一区区公所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研

究益都举行暴动问题。

张鸿礼要求益都县委一定要在

8 月间举行暴动，益都县委书记段

亦民认为暴动时机尚不成熟，认为

“不能拿着鸡蛋碰石头”、“不能

拿着生命开玩笑”，为此与张鸿礼

发生争执，张鸿礼当即宣布撤销段

亦民的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职

务。同时，张鸿礼又改组了县委，

指定郑云岫担任县委书记，并任暴

动总指挥；冀虎臣任东乡暴动指

挥，彭澎兴协助；高兴亭任城区暴

动指挥，耿贞元协助。会后，暴动

武装分头在城区和郑母积极进行筹

备工作。

8 月 16 日晚，郑云岫到郑母完

全小学与冀虎臣、程心田、陈佃治等

同志研究，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8

月 18 日早晨，城区分队按计划行

动，冀虎臣等三人进入区公所，未找

到伪区长，便向区长助理和民团队

长开了枪。守候在区公所门外的起
义群众听到枪声后，立即冲进区公

所与敌人展开搏斗。不时，民团二分

队赶来对群众进行疯狂镇压，起义
群众被迫撤离。后来，由于城区队伍

没有行动，又联系不上县委，为避免

无谓牺牲，队伍解散。

昌乐县青龙山暴动

1932 年 8 月，在孟繁锷、赵西

林、刘焕彩等昌乐特别支部主要负
责人的领导下，昌乐县共产党员、

赤卫队员和积极分子 300 余人于 17

日晚集结青龙山，举行暴动前誓师
大会。会议决定， 18 日夜间举行

暴动，三百余人参加，暴动之后夺

取毕都、北展、北岩乡公所和民团

枪支，然后拉到临朐山区打游击，

壮大革命力量，建立苏区根据地。

后来，青龙山暴动誓师大会消

息走漏，国民党昌乐统治当局对共

产党和进步人士发动了突然袭击。

18 日早，国民党昌乐统治当局出

动军警 30 余人，包围了东耿安

村。刘焕彩机警转移，后辗转回到

郑州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刘焕章、

刘焕斗、刘龙骧和梁振英被捕。刘

焕奎因隐蔽于邻居家中而幸免。下

午，国民党反动军警又包围了杨家

淳于村，该村赤卫队以防御土匪为

名进行抗争。民团团总王士林从中

耍弄圈套，致使杨勋普的父亲杨怀

清、大哥杨明义与赤卫队员、群众

22 人被捕。杨勋普机警逃出，转

移至潍南一带活动。

青龙山暴动在国民党昌乐统治

当局的疯狂镇压下，加之益都县郑

母暴动失败，上级指示停止青龙山

暴动。

潍坊市档案局 周钦生 玄淑惠

根据史料整理

1927 年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

义的方针。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潍坊地区各级党组织根据

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相继转向农村，深入开展秘密的农民运

动。从 1927 年下半年到 1932 年底，潍坊地区先后爆发了大柳

树暴动、饮马暴动等多次农民武装斗争。

潍河暴动遗物

潍河暴动遗物

昌邑饮马暴动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