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信箱：sckb@
vip.163.com网址：www.dfsc.com.cn
编辑部：0595-88727096
广告发行征订热线：0595-88727095 13696908939

2019年8月7日 星期三

大众收藏

13

抗战时期由常州寄往日本的信封

图1

图2

■江苏常州 陈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
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由华北到华东，大片国土被
日军占领。日军在占领上海
后，沿沪宁铁路向国民政府的

首都南京挺进，位于沪宁沿线
的常州也于1937年11月31日
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
常州城的许多工厂企业均为侵
略者所侵占。在笔者收集到的
邮品中，有两件抗战时期由被
日军占领下的常州戚墅堰电厂

图3

图4

寄出的信封，就真实地记录了
戚墅堰电厂曾经被日军占领的
史实。
图1为1942年由戚墅堰寄
日本冈山县平信，贴民国烈士、
孙中山像邮票各 1枚，合计 16
分，为当时寄日本平信邮资，邮

票上销有江苏戚墅堰1942年1
月27日日戳。信封背面（图2）
有寄信人地址：江苏省戚墅堰
戚墅堰电厂内，寄件人：片冈陵
子。由此可知，这是由戚墅堰
电厂寄往日本的平信，寄件人
为日本人，按当时电厂为日军
所占领，寄信人可能是一位侵
华日军或者是日军派驻的日籍
工作人员或家属。
图3也是1942年戚墅堰寄
日本冈山县平信，贴孙中山像
邮票2枚，合计16分，为当时寄
日本平信邮资，邮票上销有江
苏戚墅堰 1942年 2月 18日日
戳。信封背面（图4）寄信人地
址为江苏省戚墅堰戚墅堰电厂
内，寄件人为片冈陵子，此信与
图1为同一个寄件人，均为戚墅
堰电厂寄往日本的平信。
位于常州东郊古运河畔，
沪宁铁路中心的戚墅堰发电厂
是一个具有90多年光荣悠久历
史的老厂。1920年，由清末举
人民族资本家杨廷栋及沪杭铁
路督办施肇曾等人着手筹办，
1921年开始兴建，1923年建成，

1924年称震华电厂，震华厂的
开办为地区农业灌溉和工业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以后，
戚墅堰碾米厂、面粉厂、油厂、
铁工厂等相继兴办。1928年10
月1日震华厂收归国办，易名为
建设委员会戚墅堰电厂，简称
戚电厂，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四
大家族之一宋子文的资产。建
厂初期，戚电厂是全国八大电
厂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厂曾
多次遭到日机轰炸。1937年11
月，戚墅堰地区沦陷，戚电厂被
日军侵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
收 电 厂 ，资 产 归 还 宋 子 文 。
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戚
电厂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戚
电厂也是解放初期苏南最大发
电厂之一。
通过上面介绍的两件抗战
时期由被日军占领下的戚墅堰
电厂寄出的信件，我们可以了
解到日军曾经占领戚墅堰电
厂，以及侵略者掠夺常州各种
资源的这段历史。

美石遐想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毕业证书
哥
俩
好
■江苏南京 孙友田
一母所生的兄弟，
一对亲密的伙伴。
哥俩好。
他们有共同的国
家，中国。同是中国的
男儿。
他们有共同的河
流，黄河。同是黄河的

骄子。
他们有共同的祖
先，炎黄。同是炎黄的
子孙。
手足之情，情深似
海。
分离渴望团聚，久
别就会思念。
兄弟手牵手，迈开
大步向前走。

红
苹
果
■江苏南京 王德安
是 亚当偷吃的苹
果，是砸中牛顿的苹果，
是乔布斯玩转的苹果。
苹果，让人类繁衍

生息；苹果，让我们改变
生活；苹果，联通世界网
络。
雨花石苹果——请
我们记住这些有功的苹
果。

■福建石狮 王国良
在收藏领域，红色文
化一直是一个热点，收藏
群体也十分广泛。市场
对于红色藏品的挖掘力
度也在不断加大，一大批
意义非凡的纪念章、邮
票、钱币、证书等彰显红
色文化的特色藏品得以
呈现出来，诉说着它所承
载的革命故事。
如图所示这件《中国
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
毕业证书》，是在北京一
场拍卖活动中亮相的一
件红色收藏作品。证书 学”，简称“抗大”。中共
规格18×22厘米，布质， 中央为适应抗战形势的
外观老旧，表面泛黄，主 需要，于1936年6月1日，
要文字内容清晰可辨，但 将创办于陕北的“中国工
局部因背墨渍污染尚无 农红军学校”改称“中国
法确认。证书外框及主 人 民 抗 日 红 军 大 学 ”，
题文字均呈蓝黑色。证 1937年迁至延安，改称
书主要文字内容如下：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大学”。
此后，中共中央根据
第二分校毕业证书 第×
号：本分校第二期第一大 敌我斗争形势，适时作出
队第五队学员陈××学 了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在
习期满，经考试成绩合 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
格，给予毕业，特签发给 分校的决定。1938年12
毕业证，以资证明。校长 月，以驻陕北蟠龙地区的
“陈伯钧”、副校长“邵式 抗大第7大队和驻瓦窑堡
平”朱笔签名，签证时间 的抗大第1大队第1支队
为“中华民国二十×年十 为基础，与抗大第2、第3、
二月”。证书左半部则附 第4大队和陕北公学旬邑
毛泽东语录：“ 勇敢坚定 分校，西北抗日青年训练
沉着。向斗争中学习。 班各一部，成立抗大第二
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 分校。陈伯钧、邵式平、
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毛 孙毅、朱子向、赵凤岐、徐
德操、袁子钦、李志民等
泽东”。
史料记载，抗日军政 担任过分校领导工作。
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 该校成立后，学员分别由
国共产党培养军事政治 陕北和关中出发，于1939
干部的学校，全名为“中 年2月到达河北省灵寿县
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 陈庄一带办学。9月又迁

到韩信台和唐县、完县边
界的神南村。1943年2月
返回陕北绥德，并入抗大
总校。由于为抗日前线
培养输送了万余名骁勇
善战的指挥员，其中有66
人后来成长为共和国的
将军，抗大二分校因此被
誉为“造就指挥员的摇
篮”。该校后更名为华北
军政大学，即现在的石家
庄陆军指挥学院。
陈 伯 钧 （1910—
1974），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上将，四川省达县
（今达川）河市坝村人。
在革命生涯中，曾参加过
秋收起义、龙源口战斗、
黄洋界保卫战、中央苏区
五次反“围剿”、长征、辽
沈战役、平津战役、广西
战役等重大革命历史事
件。在其戎马倥偬的战
争岁月中，无论是作战间
隙，还是行军路上，陈伯
钧始终保持记日记的习
惯，从 1933年起至 1950
年，记下了 4000多篇日
记，以一个革命战争参与

者的视角，从一个侧面大
跨度地记载了中国革命
战争的进程和人民军队
的战斗足迹，被学术界评
价为在党史、军史研究领
域具有重要地位和作
用。毛泽东曾评价说：陈
伯钧是红军干才。
邵 式 平 （1900—
1965），江西弋阳县邵家
坂人，是我党我军早期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
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
袖。邵式平是弋横暴动
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闽
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
建者与领导者之一，也是
闽赣苏区的创建人和主
要领导人之一。其小学
期间，与方志敏同窗三
载，结为挚友。1923年
秋，邵式平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
系。在李大钊、赵世炎、
瞿秋白等革命先驱的影
响下，开始踏上了革命的
征 途 。 1931年 11月 和
1934年6月两次当选中华
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
府执行委员和中央军事
委员会委员。1936年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
期（红军大学二期）高级
班（军、师级红军干部）学
习，后留校任高级班班主
任。抗日战争时期，担任
陕北公学教育长、抗日军
政大学第二分校副校长。
这张《中国抗日军政
大学第二分校毕业证
书》，见证了中国革命军
事教育在战争时期的发
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历史
研究价值和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