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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王伟 招远报道

在山东胶东半岛东北部招

远、龙口两市交界处的玲珑山

下，有一座长达2000多年历史

的金矿——— 玲珑金矿。她以壮

美的身姿、绚丽的风采向人们

诉说着自己从血色玲珑、红色

玲珑到金色玲珑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玲珑金矿及胶东根

据地军民为党中央筹集、输送

了13万两黄金，很大程序上缓

解了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财

政紧张状况，为抗战胜利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

“13万两黄金送延安”的玲珑

红色基因依然在传承和发扬，

激励着玲珑金矿新时期向高质

量发展。

筹金活动千辛万苦

抗战时期，黄金争夺战弥

漫着战火硝烟。对黄金储量丰

富的招远玲珑金矿，日本侵略

者觊觎已久。1939年2月27日，

日军侵占招远县城强占了玲珑

金矿。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

对私卖的黄金一律没收，对亲

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的

人，格杀勿论。

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

成立了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

1940年8月撤改成立玲珑采金

局，领导胶东根据地军民多方

筹措黄金，组织根据地军民和

矿工同日伪军开展夺金斗争。

在解放区和敌占区秘密建立、

控制了金矿，采用合营、合资、

租赁、自产等形式生产黄金。

从 日 寇手里 “ 虎 口 夺

金”。1939年冬，中共胶东区

委书记王文向有关同志秘密布

置了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黄

金，要求“像钉子一样深深地

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

任务”。随后，革命同志潜入

金矿组建地下党组织，金矿工

会成立，矿工们与日伪军斗智

斗勇，用石头换下高品质金矿

石，把金矿粉揉进头发，藏到

棉袄、鞋底的夹层里，甚至把

汞膏(内含品位很高的金子)塞

进菜饼子带出来。同时，在黄

(县)招(远)公路组织武装力量伏

击日军运金车队，直接从日寇

手里抢夺黄金和金砂，有一次

就缴获了30公斤金条。还设立

了秘密地下黄金收购站，换购

群众的黄金。教育当地群众资

共不资敌，鼓励群众售金、献

金和捐金，在玲珑金矿附近每

周能收购50-60两黄金。

无数英雄血染运金路

筹金不易，运金更难。从胶

东把黄金安全运到延安，路途

遥远，需要穿越上百道封锁线，

越过犬牙交错的敌占区和国民

党顽固派控制区，绕开无数日

伪据点，一路充满艰难险阻。

黄金运送通常采用开辟运

送通道、分段接力、运金部队

护送等方式，通过敌占区和封

锁区。开辟了胶东半岛北部的

“ 渤 海 走 廊 ” 和 “ 滨 海 通

道”。1941年—1943年7月，黄

金、军火等重要物资主要通过

“渤海走廊”，经平度、昌

邑、潍县、寿光，在日伪眼皮

底下穿过40多个村庄、120多公

里，到清河根据地，再南穿胶

济线送到鲁中或鲁南区。在上

述时间段前后，运送黄金主要

从“滨海通道”，经胶县、高

密、诸城、日照、莒县等，到

达山东分局驻地鲁南区。

沿途根据地运金部队分段

接力护送，主要路线是从山

东分局驻地鲁南区出发，经

微山湖和湖西根据地，到冀

鲁豫边区，再前往太行山根

据地，之后到延安就比较安全

了。据时任鲁中工商局监察专

员的孟英讲述，山东分局收集

上来的黄金绝大部分送往延

安，分局主要领导黎玉亲自安

排送金任务，哪个部队送，谁

负责，走哪条路线，都绝对保

密。1943年初，孟英曾带领一

支3个营和1个连的部队运送黄

金到津浦铁路路西的根据地，

到那里由根据地派部队送往太

行山，然后转送延安。1942年3

月18日，刘少奇同志从苏北回

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鲁南视

察，离开时，携带山东分局送

延安的1万两黄金，穿越了103

道封锁线，历经9个月才到达

延安。

还有运金小分队直接从胶

东运送黄金到延安。

据玲珑金矿原副矿长于讷

讲述：1943年秋，战士王德昌

参加了一支26人组成的运金小

分队，经过一路浴血战斗，到达

延安时仅剩6人，黄金却一两未

失。神秘的“黄金部队”在向山

东分局、向延安护送黄金的行

动中，无数英雄血染运金路，却

没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事件，

没丢失过一两黄金，彰显出送

金人忠诚使命的崇高品质。

雪中送炭贡献突出

据山东招远县有关档案记

载，1937年至1945年，胶东特委

和玲珑金矿大约筹集了13万两

黄金送到延安党中央。按照《陕

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

告》计算，这些黄金相当于1943

年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毋庸置

疑，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运

送到延安的黄金极大地缓解了

当时紧张的财政经济状况。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包

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皖南事

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发经费，

各抗日根据地生活十分困难。

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严禁军

火、粮食和药品等重要物资输

入延安，“不准一斤棉花、一

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

企图从经济上困死边区人民和

党中央。1940年，延安农民人

均粮食不足1石，棉花1941年才

达到3个人1斤的水平。部队吃

穿、机关运转都难以保证，边

区人民的负担也达到了极限。

另外，购买枪械、弹药、

紧缺的医疗物资，以及开展对

外活动都需要黄金等“硬通

货”。因此，1939年11月，中

央初拟李富春等到山东筹款，

送到延安的黄金，为延安换购

紧缺的物资、打破敌人的封

锁，起到重大作用。相较于法

币、边币等，黄金具有更强的

购买力。据计算，在1942年，

13万两黄金大约能购买4 . 99亿

斤小麦。玲珑金矿和胶东根据

地送到延安的黄金，还为稳定

边币币值、降低通货膨胀、稳

定延安经济金融秩序作出了重

要贡献。

英雄的玲珑儿女、胶东军

民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

诚，传承着“13万两黄金送延

安”的革命精神，在党的革命

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传承中

黄金产量稳步增长

“13万两黄金送延安”的

玲珑红色基因力量源泉一旦迸

发，必将激发澎湃活力。自

1962年重新组建以来，山东黄

金集团所属玲珑金矿一直传承

红色基因，深挖党建工作内在

潜力，为黄金生产再创新佳绩

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重新组建后的60年里，玲

珑金矿曾连续23年实现黄金产

量全国第一，年利润曾占到全

国黄金行业总利润的一半有

余，一直位列“中国黄金生产

十大矿山、中国黄金经济效益

十佳矿山”，被誉为“亚洲第一

大金矿”；先后于1988年、2006

年、2016年在国内黄金矿山中

率先突破累计生产黄金100万

两、200万两、300万两大关，并于

2017年11月成为中国首个累计

产金100吨的单体井下开采的

矿山，成为中国黄金行业历史

中的一座丰碑，并在世界黄金

行业有着独树一帜的影响力。

近年来，玲珑金矿更是把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独特的政治

优势，聚精会神落实党建这个

第一责任，一心一意抓好发展

这个第一要务。“十三五”期间，

黄金产量稳步增长，作业现场

环境持续改善，机械化水平不

断提高，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

做最好 干一流 争第一

红色基因作为中国共产党

人政治本色的写照，其意义不

在于它留下了什么，而在于它

还能创造什么；不在于它曾经

有过怎样的表现，而在于它将

如何传承下去。

进入“十四五”，玲珑金

矿紧盯山东黄金“致力全球领

先、跻身世界前五”的战略目

标，以“稳定产量、深化改

革、重建基础、创新驱动、提

升质量、谋求长远”为整体布

局，着力稳中求进，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着力激发员工工作

热情，凝聚发展合力；着力服

务社会，树立了“山东黄金、

生态矿业”的品牌形象。

同时，玲珑金矿以“培养

高质量、有活力、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干部职工队伍，为集团

发展储存更多人才”的人才建

设理念，通过开展劳动竞赛，

大力推进机械化、自动化、信

息化建设等方式锻炼人；通过

推广精益管理、标杆管理等方

式培养人；通过开展青年论

坛、事迹宣讲等方式塑造人，

促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人

才培养深度融合，大力营造“做

最好、干一流、争第一”的良

好氛围。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

量。红色基因与黄金血脉同频

共振，玲珑金矿在深入挖掘和

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中，涌现

出了“全国黄金行业劳动模

范”唐振江、“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杨学群、“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崔淑

林等活跃在管理岗位、坚守在

车间班组、奉献在生产一线的

先锋模范和先进典型，以及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先进基层党

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等组成的先模

方阵，成为担当尽责、攻坚克

难的生力军和风景线。

红色基因与黄金血脉奔流涌动

玲珑金矿“虎口夺金”送延安

●

2019年10月9日，玲珑金矿灵

山矿区通过自然资源部绿色矿山遴选

现场核查，于2020年1月份列入“全

国绿色矿山名录”。

●

2018年9月10日，山东黄金玲

珑红色教育基地正式落成，系国内黄

金行业首个红色教育基地。

●

2017年11月16日，玲珑金矿累

计产金突破100吨，成为国内首个突

破100吨的单体黄金矿山。

●

2016年9月2日，玲珑金矿入选

“2015年度中国黄金生产十大矿山”。

●

2016年5月16日，玲珑金矿实

现累计产金300万两，成为国内首个

突破300万两的单体黄金矿山。

●

2015年8月10日，玲珑金矿入选

“2014年度中国黄金生产十大矿山”。

●

2011年11月30日，玲珑金矿入

选“2010年度中国黄金生产十大矿山”。

●

2006年1月27日，玲珑金矿累

计实现产金2000013两，成为我国第一

个累计产金突破200万两大关的单体

黄金矿山。

●

2005年度，玲珑金矿获得“全

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

1995年3月22日，获得“八

五”期间为黄金工业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的先进集体。

●

1992年4月26日，中华全国总

工会授予山东省招远金矿“全国先进

集体”称号，并颁发“五一劳动奖状”。

●

1988年12月17日，累计产金

100万两。

●

1988年5月16日，晋升为国家

二级企业。

●

1988年1月1日，招远金矿改为

省属企业，归山东省黄金工业局领导。

●

1978年3月，成立三山岛矿区

基建指挥部。

●

1974年7月，成立焦家矿区基

建指挥部。

●

1962年7月1日，山东省冶金工

业厅将招远县建华、胜华两金矿合

并，组成国营招远金矿。

●

1953年1月，玲珑矿业公司划

归国家重工业部化工局领导，改组为

山东化工资源勘探大队。

●

1948年11月，玲珑矿务局改名

为玲珑矿业公司，归华东区工矿部第

二军工局领导。

●

1945年10月，撤销玲珑采金

局，成立玲珑矿务局。

●

1945年8月21日，侵略玲珑金矿

的日军逃窜龙口，玲珑工委接管了玲

珑金矿。次月，玲珑金矿恢复生产。

●

1944年12月，中共胶东区委决

定成立中共玲珑金矿工作委员会(简

称玲珑工委)。

●

1942年10月，原属胶东区西海

专区领导的招黄边区金矿工会划归胶

东区北海专区领导，改为北海金矿工会。

●

1940年8月，成立玲珑采金

局。灵山矿区成立灵山采金局。9

月，中共胶东区委决定成立招(远)黄

(县)边区金矿工会，并与玲珑采金局

组成中共招黄边区金矿支部。

●

1939年2月，日军武装侵占玲

珑金矿。

在山东解放区特定的经

济制度下，缴获到手的黄金、

美钞并无多大用处，法币更

被人视若废纸。其时，中共

代表团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

作，急需大笔活动经费。经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

东解放区工商局秘密约定，

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付诸实

施。黄金被装入盛花生油的

油桶，到上海后再悄悄取

出。美钞交予华益公司暂存

备用，法币转交中共代表团

驻沪办事处。

解放战争中，玲珑金矿

向党中央输送黄金最为灿烂

的一笔，是向上海秘送黄

金。薛暮桥(新四军军部教

导总队政治教官。在历险皖

南事变之后，他辗转来到山

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

作)在《山东解放区的经济

工作》中记载；当年仅由他

亲自安排，从山东青岛用海

轮秘密送到上海，经过中共

设 在 上 海 的 地 下 经 济 机

构——— 华益公司(地下秘密

金库)，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的黄金和美钞，就折合黄金

至少10万两。

秘运黄金有“妙招”
尹淑新，1944年起，先后在

灵山采金局选厂、玲珑矿务局(老

百姓称老金厂 )当推磨工。1947

年，因抗日战争期间参与生产、

捐献黄金有功，北招县政府、玲

珑矿务局、玲珑金矿工会为其颁

发了三等功奖状。

在1947年7月份国民党军队进

攻胶东时，玲珑矿务局命令停产

备战，尹淑新跟着厂长王庆鼎转

移到山口马家继续采取土法生产

黄金。为了确保已经生产出黄金的

安全，王庆鼎将金子分发给几名职

工，要求“人在金子在。”尹淑新分

得3两黄金，她将金子缝在贴身的

衣服里，白天晚上不离身，并且

交代姐姐，万一牺牲了一定要找

到金子送给组织。到了12月份，

厂长通知大家带着金子开会，经

过清点，所有的金子一分一厘都

不缺，大家全部如数上交。

尹淑新献金获表彰

图为职工尹淑新献金有功的奖状。 图为关于运送黄金接洽处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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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金矿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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