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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青山下，革命永传扬。在连绵的马山
东麓、莱州市郭家店镇葛城村一带，曾诞生了
中共胶东区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地区的最高领
导机关。

昨天，再次回顾那段历史时，莱州党史研
究中心副编审孙玉光说：自1938年12月建立
至1950年5月撤销的十余年间，中共胶东区委
领导和带领胶东人民为胶东革命的胜利和胶
东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独特
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革命低潮中探索方向

中共胶东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胶东特委的
基础上建立的。1933年3月，中共胶东特委在
牟平县刘伶庄成立。在成立的五年中，由于斗
争形势复杂，中共胶东特委屡遭破坏，先后八

次更迭特委书记，有张静源、张连珠、理琪三位
特委书记牺牲。

孙玉光说，1936年的胶东，正值“一一·
四”暴动失败，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殆尽，革命处
于低潮。此时，理琪只身来到胶东。4月，主持
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创办了《真理报》。
为了恢复发展胶东党的组织，理琪对胶东的情
况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撰写了《胶东特委给
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基本观点，全面总结了胶东党组织在前一
时期，特别是“一一·四”武装暴动前后的工作，
深刻分析了暴动失败的原因，指出了党在政
治、军事、思想理论及组织、纪律、斗争方式、工
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制定了改进措
施，也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以及完成任务
的策略和方法，为胶东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36年 8月，理琪为了寻找上级党的关
系，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从文登县(今威海市文
登区)沟于家村秘密迁至烟台市。他以求学为
掩护，在烟台山东省立第八中学开展党的工
作。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共烟台市工委书记吕
志恒。理琪通过吕志恒，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接
上了关系。10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
示，胶东临时特委改为胶东临时工委，理琪任
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12月29日，由于叛徒
出卖，驻烟台的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机关遭到破

坏，临时工委书记理琪和邹恒禄、李厚生被捕。
1937年2月，吕志恒在威海重建胶东临时

工委，吕志恒任书记。胶东临时工委隶属于中
共中央北方局。临时工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了中心工作：抓紧建立、恢复和发展各县党组
织；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
集武器，准备组织抗日武装。

胶东各地党组织抓紧恢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共实现了
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在
这种形势下，胶东各地党组织抓紧时间恢复和
建立党的组织。

1937年12月上旬，理琪从济南国民党监
狱获释，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指派回到胶东，在
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重新成立中共胶
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

在中共胶东特委重建前后，1937年8月，
中共荣成县临时委员会成立，10月，改为中共
荣成县特别支部。1937年11月，中共蓬莱县
委成立；1937年9月，中共青岛特别支部成立；
11月，中共青岛市委建立；1937年10月，中共
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临时委员会成立；
1937年11月，中共海阳特支重新成立；
1937年 11月，中共潍县县委

成立；1937年12月，中共莱阳县委员会成立；
1937年12月，中共牟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
1938年4月，中共招远县特别支部重新建立；
1938年6月，中共文登中心县委成立；1938年
10月，中共威海特支重新组建。

到1938年底，胶东有掖县、蓬莱、海阳、莱
阳、招远、栖霞、黄县、文登、潍县、昌邑、诸城等
11个县成立了县委，其余的县也都有了党的组
织，地方党员发展到2000多人。

中共胶东区委诞生

抗战爆发后，胶东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为中
共胶东区委的组建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1938年8月，为了加强党对整个胶东地区的领
导，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在中共胶东特
委的基础上组建中共胶东区委。

1938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
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随后，根据山东分局的
指示，中共胶东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掖县
葛城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胶东区委

员会(简称中共胶东区委或胶东区党委)，王文
任书记。王文、高锦纯、吕志恒、林一山、宋澄、
贺致平、曹漫之等七人为区委常委；柳运光、于
克恭、李紫辉、高嵩、于己午、于烺等六人为区
委执委；孙端夫、丛祺滋(林江)为候补执委。

孙玉光说，中共胶东区委的建立，标志着
胶东的党组织建设和抗日斗争发展到一个新
阶段。

1939年7月，山东分局决定，中共胶东区
委改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三区党委，但习惯
上仍称中共胶东区委。中共胶东区委曾管辖
过中共文登中心县委和东海特委、地委，北海
特委、地委，南海特委、地委，西海地委，中海地
委，胶北特委，烟台市委、特区工委，青岛市工
委、市委，胶即平工委，高昌平工委，胶高即中
心县委，昌潍中心县委，牙前县委，威海市委，
滨北地委。中共胶东区委机关辗转于胶东各
地领导和指挥革命斗争，先后驻掖县、黄县、莱
西、海阳、乳山、莱阳等地。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中共胶东区委诞生 领导胶东人民走向胜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
员 王磊 摄影报道）4月6日上午，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走进牟平区高陵镇槐树庄村，村
口一处北方风格、古典气派的“福寿长廊”和

“瑞雲亭”别有一番风味。三三两两的村民
坐在其中聊着家常，晒着太阳，好不惬意。
这条长廊和“瑞雲亭”正是槐树庄村村部翻
新后建成的。

“过去，俺村村部是四间破旧不堪的平
房，遇有雨雪天气，简直连脚都插不进去。
乡村振兴服务队来了之后，帮我们协调资
金，建成了现有村部，还帮助我们成立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村民腰包鼓了，整个村的精
气神也和以往大不一样！”槐树庄村党支部
书记于峰说。

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线上线下忙销路

“外面又来个订单，要800箱地瓜干，抓
紧时间包装！早早给人家送过去。”昨天上
午，在槐树庄村红薯干加工厂，宽敞明亮的
车间里，20余名村民身穿工作服，佩戴口罩
和一次性手套，经过严格的分拣比对，麻利
地将加工好的“烟薯25”红薯干装入牛皮纸
袋中，然后打包封箱，搬上货车，准备发往全
国各地。“别小看这小小的地瓜干，背后需要
清洗，蒸，扒皮，切干，风干，刮干，分捡，包
装，入库，共9道工序才能完成。”村民刘振淑
介绍。

记者注意到，每个箱子上都印有字样
“十八抱”的商标。说起这个商标的由来，村
党支部书记于峰介绍，元末明初，村庄于氏
祖先发现此处风景秀丽，大槐树上长有茯

苓，认为是吉祥福地，全族从北山搬迁至此，
建村起名槐树庄。数百年来，勤劳善良的村
民世世代代在大槐树下晾晒红薯干，近年
来，村里18名党员共同发起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所以注册商标“十八抱”。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合作社种
植的“烟薯25”是烟台农科院经过多年杂交、
选育出的食用型地瓜新品种，产量高、品质
好、营养价值高，近年来成为了地瓜品种里的

“宠儿”。2019年，槐树庄村嵛茂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正式成立，合作社瞅准“烟薯25”的市
场发展前景，流转了259亩土地，开始种植“烟
薯25”，同时在高陵镇乡村振兴服务队的帮助
下，建立了红薯育苗大棚和红薯干加工厂。

合作社加工的红薯干因为口感甜糯，备
受市场追捧。如今，通过电商、微商等销售
渠道，每年合作社仅销售“烟薯25”红薯干的

收益就能达到约12万元。从去年腊月开始
到春节这段时间，平均每天的发货量稳定在
四五百箱。

不光线上销售卖得火热，线下也有不少
市民和企业过来购买，周边居民自行驱车过
来订购红薯干礼盒的也不在少数。

育苗种植一体化
增加村集体收入

“村里没成立合作社之前，俺在家闲着，
也没什么收入，现在村里有了产业发展，俺
可是闲不住了，去红薯干加工厂干一天活，
能挣100块钱呢，加上年底分红，一个人一年
2万左右的收入，你说这日子不甜吗？”村民
开心地合不拢嘴。

为了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在上级党

委政府和高陵镇乡村振兴服务队的支持和帮
助下，村里投资建设了两个大棚，在于峰的带
领下，记者来到了蔬菜和红薯育苗结合多功
能大棚，两个大棚一共1400平方米。每年的
3月份，于峰带领合作社社员将精挑细选出好
的红薯进行育苗，5月份出苗，10月份收成，一
个大棚预计能产出50万株苗。

“俺村除了有甜糯的地瓜干，还有蘑菇
呢！”说着，于峰打开了另一个大棚，村民于
少林作为大棚负责人，正在仔细查看蘑菇
长势，做好养菌管护、出菇管理等，确保优
质高产。

多功能大棚在红薯育苗间歇期进行了
大胆探索和尝试，2019年年底试种了10余
种青菜，对种植环境、劳动力需求、上市时间
等诸多因素进行探索和对比，并将全部蔬菜
作为福利分发给社员农户。2020年，多功能
大棚进行了更细致化的功能分区，继续开展
应季蔬菜种植的同时，一方面进行了颠茄育
苗，为来年种植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与德和
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合作,探索食用菌种植，
于1月底前入棚6000菌棒,计划2月底前再
入棚3000菌棒。

面对数十年不遇的寒潮天气，服务队和
村、合作方一起积极防范，顺利渡过寒情难
关，蘑菇从每天30斤、毛收入不足200元，到
目前稳定在每天200斤、毛收入1200余元，
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入15000余元。一年多
的坚持和努力，精心设计的“一专多能”产业
之路上，已枝繁叶茂，瓜果飘香。

牟平高陵槐树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上特色产业振兴路——

小小“红薯干”撑起致富“艳阳天”

“放飞希望 你和我都能出彩，咱用劳动
和汗水，共圆中国梦……”昨日上午，芝罘区
奇山街道塔山社区红色小院传出阵阵悠扬
的歌声，塔山社区艺术团团长王显珠正带着
文艺队员们排练着新节目《共圆中国梦》。

“现在的生活真是有滋有味，我每天都
会来红色小院跳跳舞，带着大家一起参加集
体活动，不仅增加了邻里之间感情，还有利
于身心健康。”王显珠告诉记者，“社区艺术
团、吕剧团、歌唱会、葫芦丝乐团等每天都来
小院开展活动，极大丰富我们社区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尤其让我们老年人有了更多的
交流平台，让大家越来越有幸福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王显珠带来的最
大感受就是晚年生活越过越精彩。她告诉
记者，平时除了带领艺术团排演文艺节目，
她还参加了社区开办的“老年课堂”。这里
不仅开设了插花、茶艺、八段锦、剪纸等文化
课堂，还有由烟台大学的实习研究生开办的
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由国家二级心理辅
导老师开设的心理辅导课程，社区社会组织
教老人唱歌、诗歌朗诵，不断满足社区居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女儿担心我

一个人孤单，非常支持我来社区参加老年大
学。在这里我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还有了
更多机会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每次跳舞我都
拍视频给女儿看，她也为我的精彩生活感到
高兴。”王显珠笑着对记者说。

谈到这些年来社区的变化，王显珠好像
有说不完的话。她所在的塔山社区成立于
2002年，共有常住居民3260户，这个小区原
先是烟台市公务员小区，退休老干部老党员
多，居民素质相对较高，是个典型的老城市社
区。“我是1984年就一直住这里了，当时的建
筑都比较低矮，也没有什么公共设施。30多
年过去了，现在社区变化随处可见，给我们老
年人安装了安全护栏，还给流浪狗盖起爱心
小屋，每一处细节都让人感到温暖。从我自
身而言，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文化生活变得丰
富多彩了，以前的时候只能自己找地方跳跳
舞，现在不仅成立了艺术团有了专门的舞蹈
室，还成立了书法社团、朗诵队、吕剧团、模特
队、合唱队，这是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为
给大家提供“不出家门”的服务，社区不断强
化服务功能，把触角延伸到了居民生活的方
方面面，如今，社区还设置了家庭素质提升、
银发养生、430课堂、青少年知识大讲堂等课
程，把各项元素都融入居民文娱活动里。

“每逢节假日，社区都会组织志愿者去
慰问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同时还经常组

织医生查体、法制宣讲等活动，让我们足不
出户就能学到很多知识。社区还成立了妇
女微信之家，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社区
寻求帮助。”说着自己的社区生活，王显珠的
言语中透出自豪与幸福，“小康社会，城市发

展得更快更好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子也越过
越好。生活在这么好的社区、这么好的时
代，我感觉到很幸福！”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实习生 张新俏

通讯员 徐子琪 摄影报道

芝罘区塔山社区居民王显珠：

幸福生活 老有所乐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
鹏 通讯员 贾锋 李璐)3月19日，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组织检察干警参
观海阳地雷战纪念馆，认真观摩纪
念馆内陈列的照片、文献、实物等史
实材料，全面了解革命先烈英勇无
畏、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通过参观
学习，大家深感震撼，备受鼓舞，受
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烟台
市人民检察院高标准部署、高质量
推进，实现了党史学习教育规定动
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确保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学习教
育为先导并贯穿始终，围绕忠诚、
纯洁、可靠这一根本要求，切实做
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教育进度与
教育质量相统一。

学习教育求实效。市人民检察
院坚持集体引领学，严格落实第一
议题、主题党日、支部集中学习等制
度，把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的重要指示，确保学习入脑入心；坚
持拓展方式学，依托“灯塔——党建
在线”启动首轮政治轮训，组织“党
史上的今天”每日学习、开展现场教
学等形式，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坚
持专题辅导学，通过参加上级专题
讲座、检察长上教育整顿主题党课、
邀请专家讲授习近平法治思想等方
式，着力增强学习教育深度；坚持警
示教育学，通过纪检组长作廉政教
育报告、观看警示教育片《沉沦》、参
观开发区廉政教育馆，用“身边人”

“身边案”的警示教育和震慑作用，
教育引导干警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坚持全面督查学，在检察内网开
设专栏，将上级指示、学习内容、体
会交流、各部动态第一时间发布，方
便学习监督。

3月24日，市人民检察院召开
检察队伍教育整顿“筑牢政治忠诚”
专题研讨，对各单位动员部署及学
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首轮督导，对
下步工作作出初步安排，不断把活动引向深入。

坚持把凸显个性特色的自选动作做活，把创新
精神贯穿到学习教育全过程，唱好“地方戏”，念好

“特色经”，积极探索内容创新、载体创新、方式创新，
让学习教育更有吸引力、更具感化力。开展“向党和
人民报告”检察开放日活动，开门听取代表、委员、人
民监督员、企事业单位、新闻媒体、普通群众的意见
建议，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真正把人民群众和
社会各界的需求体现在检察工作中。

开展“学党史、悟初心、践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充分利用胶东红色文化陈列馆、杨子荣纪念馆、海
阳地雷战纪念馆等红色教育资源，积极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大家从红色历史
中感受党的伟大，从红色英模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中感悟理想信念、从阅读《中国共产党简史》《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中体悟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
的光辉历程，牢记人民检察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开展“忠诚担当献青春，争做出彩检察人”演讲
比赛，让大家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敢于担当。开展

“检徽闪耀·红心向党”系列活动，引导干警在学思
践悟中提升精神境界，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
充实“烟检闳声 正义先锋”机关党建的内涵，促进
党建与检察业务的融合发展，推动党史学习成果进
一步深化。

下一步，市人民检察院在工作结合上持续用力。
把队伍教育整顿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执
法司法规范化建设结合起来，在队伍教育整顿中锤
炼作风和担当，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把教育整顿的成效转化为维护稳定、服务发展的强
大动力，奋力实现各项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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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王显珠快乐的王显珠。。

村民正在加工红薯干村民正在加工红薯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