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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泾地区首位中共党员王仲庆

王仲庆（!"#$—!"%& 年）泗泾
镇青松村和尚泾人。中国共产党
泗泾地区的第一位本地党员。
!"'" 年秋，中共青浦工委先
后派遣黄竞之、黄平之姐妹俩以
及徐虹（女）等同志前往和尚泾一
带开辟工作。黄竞之以小学教师
的身份，较长时间寄宿在王仲庆
家里。于朝夕相处之中，向王仲庆
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党的抗日方
针、灌输革命思想。而王仲庆也在
学文化识字的同时，迅速提高觉
悟，对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年冬天，经黄竞之介绍，青浦工委
顾复生 （建国后曾任松江专署专
员、苏州专署专员、江苏省农林厅
厅长等职务）等领导，根据延安召

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展农工
可靠分子入党的精神，批准王仲
庆为中共和尚泾地下党员。从此。
王仲庆成为泗泾地区首位中国共
产党党员，在王仲庆的影响下，于
翌年的春夏，经考察培养，先后又
发展了张志贤 （原名张仲琴）、王
琴妹、王品娟、王杏珠等人入党。
王仲庆种田、摇船、游泳样样出
色，凡党组织下达的任务，不管多
么艰难困苦，他都能出色的去完
成。!"&# 农历三月，一支由蔡群凡
率领的 (# 余人 的 抗 日 部 队 辗 转
来到和尚泾，必须稍作休整后，连
夜转移到淀山湖安全区。王仲庆
依靠良好的群众关系，借得 & 条
大船，带头按时完成部队的转移

任务。!"&& 年秋某晚，王仲庆率和
尚泾地下党员 （那时的地下党员
多数兼为敌后武工队队员），配合
青浦工委路南区常备中队，英勇
袭击在塘桥的一个伪军驻地 （据
点），缴获步枪 ) 枝，取得胜利。这
年，王仲庆获组织信任，担任和尚
泾地下党支部书记，先后发展梁
鉴明、沈宝珍（女）、梁鉴忠、陈学
清等 ) 人入党，由梁鉴明任党支
部副书记。
王仲庆自从担任地下党支部书
记以后，积极发展地下党员，在路
南区委领导下，积极搜集接送情
报；掩护抗日志士，惩办汉奸恶
霸，进行抗税抗粮斗争，作出了不
朽的贡献。

建国以后，王仲庆不争名不
争利，始终坚持在农村当农民，在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农业
学大寨等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中，始终保持一名老党员的革命
本色和先进性，从不向组织争名
要利，也始终不提他当年作为一
名地下党员，处在对敌斗争的风
口浪尖上，置自己的安危生死于
不顾，时刻服从组织的安排，严守
党的机密，永不叛党，自觉执行党
所交代危艰重任的革命功绩，直
至逝世都保持了一名中国共产党
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革命情操。
!"%& 年 $ 月 ! 日，王仲庆同
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而逝世，享
施臻
年 %$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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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泗泾的寺庙庵堂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早
洪 年间出生在广西金田的一户
大户人家。平日里乐善好施，
秀 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
全 有一年，广西遭遇百年
庄稼颗粒无收，
被 未遇的大旱，
老百姓不得不四处逃难。有
逼 一天，外乡有个珠宝商来到
造 金田，碰到四个强盗拦路抢
劫，他拔腿就跑，强盗紧追不
反 放，忽然见前面有一所大宅
院，珠宝商便不管三七二十

旧时泗泾最大的寺庙要数东田
寺观音庵，
即东田禅院，
又称东观音
堂。建于宋朝真宗年间（""%—!#$!
年），
寺名“观音庵”。
元朝初年重修，
改名“观音堂”
、
“ 东观音堂”
。明朝
万历年间（!()'—!*$! 年）改为“普
渡禅院”，故又称
“小普渡”
。该寺香
火鼎盛，连苏州。嘉兴等地都有香
客前来进香。天启年间（!*$! 年），
大殿毁于火灾，
后又重建，
并补供铜
制观音像一尊。清朝嘉庆年间
（!)"* 年）改名为“东田禅院”。太平
天国后，香火渐衰，该寺位于东大桥
马路口。寺内有住家和尚 ) 人，
香火
! 人。寺院有大殿 ' 间，厢房 $ 间，
住房 $ 间，占地面积约 '# 亩（包括
出 租 田 在 内）。 民 国 $* 年（!"')
年），
该寺被日本侵略者焚毁。民国
'! 年（!"&$ 年）重建。!"(* 年在修
建沪松公路时被拆除，遗迹无存，
寺
右香花桥改为涵洞，涵洞之上成为
进入泗泾镇内出入之马路。

一逃了进去，并把自己的遭遇告诉
了宅主洪秀全。于是洪秀全就把珠
宝商藏了起来。四个强盗片刻就追
到洪府，在大门口大吵大闹，要洪
秀全把那珠宝商交出来。洪秀全却
把他们请进厅堂以礼相待，对他们
说：
“ 我知道你们也是活不下去了
才做这营生，无非是想弄几个活命
钱。尽管开口问我要，人家做点珠
宝生意不容易，你们倘若弄出人命
来，是要吃官司杀头的，犯得着
吗？”那四个强盗听了他这一番劝
说，便说：
“ 那好吧，我们听洪兄你
的。”洪秀全便吩咐家人多拿些钱
给他们四人分了。珠宝商过后再三
文人
拜谢洪秀全搭救之恩回家乡去了。
铁事
如此一晃多年，那样恰逢洪秀
全做寿，当地很多人都来吃寿酒。
乾隆年间，五十四岁的郑板桥
那四个强盗也闻讯赶来祝寿。在酒
被派往山东潍县当县令。这一年正
席上觥筹交错之中，当地做官的看
逢山东闹饥荒。他上任后救灾便成
到在酒席上的强盗，心想，原来你
了主政潍县的头等大事，开仓赈
洪家万贯家财，是和强盗勾结起来
济，又大兴水利工程，修城筑地，招
才发家的。于是马上密告官府，启
远近饥民就食赴工，发动当地大户
奏皇上，窃拿洪秀全一伙盗贼。
人家开设粥棚搭救灾民，使百姓渡
此事惊动京城，可洪秀全还被
过灾难，安然无恙。而郑板桥也为
蒙在鼓里，倒是强盗们耳目多，消息
此赢得百姓的信任和爱戴。第二
灵通，便急忙赶到洪家密报：
“洪兄， 年，当地风调雨顺，家家有余粮，户
大事不好！官府马上要来抓你治罪。 户谷满仓，百姓安居乐业，人们都
都是我们连累了你，洪兄赶快设法
传诵着郑大人的功德。
对付吧！”洪秀全听后十分气愤，但
一天，郑板桥正在后堂读书，
一下子倒也无计可施，那四个强盗
忽听大堂门前的喊冤鼓“咚咚”敲
经过一番商量，就对洪秀全说：
“洪
响，便穿衣戴帽来到大堂之上。三
兄，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别怕，有我
班衙役威武的站立在两旁，郑板桥
们哩！”于是他们立即动身，召来自
高声喊道：
“带击鼓之人上堂……”
己各路兄弟集结到了金田，决心和
不一会功夫，一名七旬开外穿
官府拼个鱼死网破。洪秀全此刻也
着乡绅模样衣服的人来到大堂之
别无他策，便掏出全部家财，同意他
上，后面还跟着两个家丁，捆绑着
们的意见，官逼民反，组织起来对
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也来到了大
付。不久，官府果然派兵来抓洪秀
堂之上。郑板桥仔细打量，男的是
全，
好在他早有准备，
让官兵大败而
个和尚，女的是个尼姑，便问道：
归。也算是时势造英雄，
洪秀全在众 “刚才是何人击鼓？有何冤情？”
乡
兄弟的鼓动下，举起义旗，在广西金
绅模样的老者跪在大堂上说：
“是
田起义，建立起农民政权“太平天
小人击的鼓。小人姓赵名召德，本
国”
，
洪秀全被拥戴为“天王”
。而那
县赵家庄人氏，我要状告这一僧一
四个
“江洋大盗”
就是后来太平天国
尼这对狗男女。”
“ 他们都是出家
的四员猛将李秀成、石达开、杨秀清
人，你为何要状告他们？”郑板桥
候学霖 口述
和冯云山。
问。赵召德看了两个一眼气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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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泾镇初建的福田净寺建于明
代，民国战事迭起而毁于一旦。
建国
后于 $### 年 * 月重建并对外开放。
庙址在开江中路 '## 弄 '# 号，有僧
房 *# 间，建筑面积 !' 亩（%**) 平
方米）初建时有僧侣 !! 人，内供有
观世音菩萨、如来佛祖、释迦牟尼佛
祖等塑像多座，寺内香火旺盛。
香客
来自全国各地，还有国外香客，
如尼
泊尔、
新西兰、
美国、马来西亚、
泰国
等，每月初一、十五做大礼，每次香
平时天天
客都要超过 !### 人以上，
有香客，
平均每天超过 !## 人以上。
在泗泾镇西西市桥北堍大街上
有座武圣庙。建于明万历三十年
（!*#$ 年）。清咸丰三年（!%(' 年）扩
建成殿。同治三年（!%*& 年），重修
后殿及大门。庙有房屋 ( 间，僧侣有
甘根源等 ( 人。内供有关云长 （关
公）塑像一尊，
香火旺盛。信徒遇有
灾难或伤残病痛求签拜佛。有的子
女有病，献愿过房给关老爷代取名

字；
意为保佑平安。
僧侣从事替丧家
诵经念佛，
为死者追荐
“超度”
。建国
后，该庙大殿改为泗泾机械厂金工
东间。!"*( 年金属制品厂东迁后，
厂内原机电厂的电阻车间发展成为
电讯器材厂。武圣庙大殿被全部拆
除，改建为松江电讽器材厂礼堂。
$##* 年前后又被改建为小商品零
售店。
座落在泗泾镇北张泾河东侧的
严家庵是在清乾隆四十二年（!))%
年）由里人秦锦等人修建，
该庵有房
屋 ( 间，
尼姑 ' 人，
庵中无恒产。建
国后，尼姑还俗在附近金属制品厂
工作，而庵被改作民房。
北田寺位于泗泾镇北市梢，有
僧侣 $ 人。内供施相公塑
房屋 ( 间，
像 ! 尊。创建年份已无法查考。据传
有百余年的历史。民国 $* 年（!"')
年）被日本侵略者焚毁，
以其后重建
“文化大革命”
中寺院被拆
草房 ' 间，
除，
以后又成为由泗联化工厂的原址

郑板桥巧断风流案
说：
“他们既然已经出家，就应该恪
守庙庵中的清规戒律，但他们却私
自幽会，干那男女苟合之事，
请大老
爷明断。”郑板桥看了一眼后便问：
“是啊，你们既然已经出家，就应该
遵守出家人的规矩，怎么还私自相
处偷情？”
那女的低着头，一身不吭，
而那和尚便说：
“大老爷，我们出家
也是被逼而万般无奈之举。
”郑板桥
问：
“那你细细说来，这是怎么一回
事？”
和尚便含着眼泪说：
“ 大老爷，
我们两个也是赵家庄人。我叫张成，
她叫赵灵芝，和这赵老爷还是没出
五服的本家，按辈分灵芝还要叫他
爷爷。
我和赵灵芝从小青梅竹马，
两
小无倩一块儿长大。
三年前，
我们便
私定了终身，她非我不嫁，
我也非她
不娶。没想到，
就是这个赵老爷，
依
仗着财大气粗，硬要逼着灵芝嫁给
他做小妾。
灵芝不肯，
他就带着一群
家丁到灵芝家里去胡作非为，灵芝
父母也没有办法，
只好答应。”
赵召
德听后忙说：
“灵芝嫁给我，是她父
母同意，也是媒妁之言，合理合法。
”
“什么合理合法，你就是一条畜生，
我父母不答应，你把我父亲关在牛
棚里，
吊了三天三夜，我母亲才不得
不答应的。
大老爷，你要为民女做主
啊，你看看，他一个棺材瓤子，我才

电话!*!$%+!(,
传真!)$*!++*+

二十岁刚出头，怎么会嫁给他？没
有办法，
我只好到尼姑庵里出家。”
说到这里，
灵芝放声大哭起来，赵召
德听了气愤的说：
“ 你既然出家，还
做这伤风败俗之事，给我们老赵家
丢尽了脸，
大老爷，
你要严惩这对狗
男女。”
张成听了说：
“ 大老爷，自从灵
芝出家后，
我也心灰意冷，也出家当
了和尚。今年三月三庙会上，我们
恰巧相遇了，各自倾诉了相思之苦，
后来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从没做出
格的事。昨天晚上，我们在寺庙后
面的小松林里相会，说到伤心处，我
们相互拥抱着失声痛哭，没想到被
赵老爷的家丁看到了，便把我们捆
绑起来，
带到他家后，
逼着灵芝嫁给
他，灵芝誓死不从，今天一大早，他
就把我们捆绑起来送到这大堂之
上，
小人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请大老
爷做主。”
赵召德冷笑了一下后说：
“我就知道你们会耐不住，我天天派
人在寺院和尼姑庵门前守着，果不
其然，
这次叫我逮了个正着。”
郑板桥一拍惊堂木，愤怒的喊
道：
“赵召德，你已年过花甲，
却还强
抢民女为妾，你不知道天下还有‘羞
耻’二字么？更何况她还是你本家
孙女，
你简直是禽兽不如，像你这种
不仁不义之人，
还留在世上干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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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成乡办企业泗联油墨厂。
在泗泾镇西北隅还有祥泽道院
旧基，明万历十三年（!(%* 年），四
月初一修复，改名小武当，又建后殿
供奉圣宫圣母。东南隅有观音庙。万
历十九年（!("$ 年）十二月修建，改
名小普陀。前为钟楼、山门，
后为观
音大殿。
又建三洞石桥曰普渡。每岁
进香如归市。皆檀越徐承恩一力为
止。
民间还有泗泾祥泽道院所供的
真武灵异的传说。说有人盗真神座
大镜至家，则举室通明；藏之灰积
中，其光越彻明，邻家俱见之。盗十
分恐惧，
只得送还禅座。又一人盗郡
北真圣堂那尊铜像，他把那尊铜像
放在船上偷运回家，不想那船竟快
沉没，而行至半夜尚不满里许路程，
于是不得不重新运回道院安放在原
处。传说虽然说得十分离奇，
但可见
民间对祥泽道院所供奉的真武圣像
穆紫
深信不疑，
顶礼膜拜。

人……”赵召德看了，吓得两腿打
颤，不停地磕头求饶：
“大老爷饶命，
大老爷开恩……”郑板桥停了一会
说：
“你的行为禽兽不如，
本应严惩，
看你是个行将棺木之人，本官从轻
处罚，罚你纹银 $## 两，回家闭门思
过，至死不准迈出家门半步。”
赵召德磕头致谢：
“ 谢谢大老
爷，谢大老爷饶小的不死。”他抬起
头，看了看跪在自己身边的张成和
灵芝问：
“ 大老爷，他们两个怎么
办？”郑板桥笑了一下说：
“你们两个
原来就是一对鸳鸯，是你破坏了这
对好姻缘，张成、灵芝你们俩还俗，
再结连理吧！”
“谢大老爷，谢大老
爷！”两个人不住的磕头致谢。郑板
桥说：
“赵召德的罚银 $## 两，就送
给你们作为补偿吧！”说完，拿起笔
来龙飞凤舞的写下了判词，递给师
爷说：
“给他们读一读吧！”
师爷接过判决书，
高声朗读：
“一
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
从
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摇，
鸟
性悦时空即色，
莲花落地静偏娇。是
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年郑板桥。”
师爷读完，郑板桥哈哈大笑说：
“赵召德赶快滚回家去吧！”赵召德
红着脸，低着头灰溜溜的走出了大
堂。然后，
郑板桥对张成和灵芝说：
“你们回家去吧，结婚的时候，我亲
自上门祝贺。”张成和灵芝给郑板桥
磕头谢恩，
然后站起来，欢天喜地的
相益辉
走出了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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