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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没有在大时代中“随波
逐流”，而是坚持反对军阀混
战，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终于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谢飞是 7 人中唯一一个在
海南入党的。在“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的逆流中，12 位亲人
相继惨遭毒手，许多革命同志
被害，但年仅 14 岁的谢飞没有
动摇，而是在此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随后按党组织的安排
辗转多地从事地下工作，最后
到中央苏区工作，成为中央红
军参加长征的 30 名女红军之
一。
后来回顾自己参加革命的
经历，张云逸曾说，他 1926 年
在武汉秘密入党时已经 34 岁，
“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
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
党的。”这样的革命情怀引导着
他、
“ 他们”成长为自觉的共产
主义者，而不论年龄、出身、地
域的差别。

琼崖已燎原
家乡，就像一枚刻在心里
的烙印，看似不存在却又无所
不在地影响着一个人，革命者
也是如此。琼崖革命的蓬勃发
展，在他们身上也刻下了独特
的烙印。
当时的海南，不少人“下南
洋”谋生，演绎了海南历史上一
段可歌可泣的移民史，也开拓
了海南革命者参加革命斗争的
舞台。仅从本文 7 人的经历来
看，周士第、云广英、庄田、符确
坚、谢飞等 5 人都有“下南洋”
的经历。其中，庄田、符确坚在
海外接受了党的思想，分别在
新加坡和马来亚加入党组织，

然后由党组织派回国内工作，
由此开启了他们献身革命的生
涯。另一种情况，则是在革命
暂时受挫的时候，特别是“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段时
期，周士第、云广英、谢飞也都
曾前往新、马等地，继续坚持传
播党的思想，坚持斗争，待适当
的时机再回国参加工作。
张云逸、符确坚、谢飞等人
还曾参加海南的革命工作，有
力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影响了
一批海南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张云逸在其中最具代表
性，他是海南参加革命最早、革
命资历最深的，即使在新中国
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中也十分少
见。在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
注海南革命的发展。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张云
逸就受到孙中山的指派，与同
盟会员赵仕槐、陈策等人一同
攻打琼崖府城清军。张云逸大
将的长子张远之说，攻城时陈
策任炸弹队队长，张云逸任敢
死队队长，率 200 多琼崖革命
党人，拿着简陋的武器攻入府
城，与清兵守军激战，后因伤亡
惨重不得不撤退。1927 年 11
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经营琼
崖计划》，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张
云逸回海南筹划发展工农武
装。虽然这两次回琼的革命行
动都失败了，但经过张云逸和
其他革命先辈的努力，琼崖革
命从此风起云涌。
在这 7 人中，来自“百色起
义”红七军的最多，共 3 人，这
也离不开张云逸对海南革命青
年的引导与培养。1929 年前
后，回到国内的云广英和离开
军阀部队的林青，正在找不到
方向的时候，经陈铣等海南同
乡介绍，认识了正在筹划“百色

起义”的张云逸，不但接受了革
命思想，还经其介绍来到广西
从事地下工作，后来都成为“百
色起义”中的干将。后来红七
军转战千里进入中央苏区，他
们也随之来到苏区，并随中央
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7 年，受党中央派遣到
香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的张云逸，他恢复了同琼崖
特委党组织的联系。在他向党
中央作的《华南工作报告》中指
出，琼崖特委自大革命失败后，
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还继续保
持到现在，有特委的组织，共有
党员二百余人，并保存有武装
百余支，这是值得表扬的。从
此，琼崖党组织重新和党中央
建立了联系，得到了党中央的
领导和中央在人力、物力上的
支持。
这 7 人的经历，只是众多
海南革命者的缩影。可以从中
看到，革命的大潮在当时已经
此起彼伏，遍布神州大地，引领
着琼崖儿女走上革命的道路。

胜利向天涯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
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就
像一个巨大的革命熔炉，锤炼
了参与其中的革命者，在长征
胜利后像种子一样撒播到全国
各地，为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参与其中的海南革命者
来说，长征同样如此，并且通过
他们影响着海南革命斗争。
“长
征对远离中央、
远离主力的琼崖
革命的坚持、
发展和胜利产生了
极其重大的影响。”省委党史研
究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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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征考验的庄田，在告别故
乡 16 年后被党中央派回海南，
充实和加强了琼崖抗日斗争的
领导力量。与他同时被派到海
南的，还有李振亚、覃威等一批
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
来琼后，分别担任中共琼崖特
委、琼崖纵队（独立总队、独立
纵队）的领导职务。
“这批长征干部在以冯白
驹为核心的特委的正确领导
下，遵循毛泽东军事思想，凭着
长征和延安时期锻炼出来的经
验和才干，不畏强敌，驰骋疆
场 ，对 琼 崖 革 命 武 装 斗 争‘23
年红旗不倒’并最后取得胜利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省委党史
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方
面，他们将长征精神和中央红
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鼓舞
琼崖广大军民坚定革命必胜的
信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创
造了琼崖孤岛奋战“23 年红旗
不倒”
的光辉业绩；
另一方面，
他
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
从琼崖实际出发，
大力加强琼崖
人民革命武装建设，
为琼崖革命
武装斗争坚持
“23 年红旗不倒”
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同时，他们
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
在战争中
学习战争，不断提高部队水平，
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庄田曾在莫斯科红军步兵
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在中央
苏区和延安长期担任红军学校
教员，既当过政工干部，也有较
丰富的实战指挥经验。因此，
当他们加入琼崖纵队后，使琼
崖革命武装的战斗力和作战水
平显著提高，并详细总结了琼
纵战略战术发展经验和部队建
设经验，帮助琼崖纵队取得了
对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武装斗
争的多次胜利。

B03
庄田
（1906—1992）

海南万宁人。1929 年受中共广东省委委
派，赴苏联莫斯科红军步兵学校学习。1931
年回国到江西瑞金，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军政
学校排长、连政治委员、营政治教导员，红军
模范团、
红 1 军团第 3 师政治部主任，
红 5 军团
39 团、
红 9 军团 7 团政治委员。1934 年参加长
征。后任红 9 军团 65 团、红四方面军红军大
学教导师 3 团政治委员。1940 年 9 月被中共
中央派回琼崖工作，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副
总队长、
独立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
历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
粤桂边、
滇桂黔边纵
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云
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教
育长、副校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
司令员，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军区顾问，第五
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等职。1955 年9 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符确坚
（1906—1972）

海南文昌人。1934 年 4 月到江西苏区中
央财政部工作。同年10月参加长征，
途中任没
收委员会保管科长。1936年2月任中央财政部
国库局兼统收局长、
中央直属队总支书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解放军第3野战军
23 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 31 军政治
委员，
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军区政治部
副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云广英
（1905—199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海南文昌人。历任红 7 军政治部组织部
长、红 3 军团第 1 师 2 团政委、特科学校政治
部主任教员。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到达
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1949
年夏南下，
历任南下干部大队副政委，
江西省
人民政府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
省府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广东省第四届政协
副主席，
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林青
海南文昌人。1931年3月随红7军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后历任红7军军部经理7科长、
共青团组织部长，
红
三军团、
红四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任，
电台队长、
政委，
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电台特派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广州电信局军
事代表，
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局长、
党组书记，
邮电部技术处处长、
市内电话总局局长、
电信总局第一副局长，
第四机械工业部党委委员、
办公室
主任、
教育局局长，
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顾问，
第四机械工业部顾问。

（1911—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