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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大批的归侨、华侨干部。
1945年奉命赴东北战场并担任要
职。1950年调入外交部，历任驻
印尼总领事，公使衔参赞、亚洲司
副司长。1954年后任驻蒙古大
使、西亚非州司司长、驻坦桑尼亚
兼乌干达大使。1970年后任外交
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华侨委副主
任等职。

布鲁（1909—1972），原名卢
懋焕，又名陈泊，琼海人，印尼、马
来亚归侨，1926年在海南参加中
共与工农红军。大革命失败后逃
亡到印尼，就读于华侨中学。
1930年到马来亚，任马共中央执
行委员，化名“布鲁”（马来话“螺
丝钉”的译音）。1936年被驱遂回
国而到达延安，任陕甘宁地区保
安处审讯科长、侦察科长。1942
年，他一手破获“汉中训练班”的
国民党军统大案，共有60多个潜
伏特务落网，轰动整个边区。不
久被任命为缓德分区保安处长。
1946年到东北至1949年南下江
西，历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
松江省、吉林省、江西省省委常
委、社会部长、公安厅厅长。1949
年9月到广州，任广州市委常委、
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州市公
安局第一副局长等职。

在延安为毛泽东开车

在延安为毛主席开车、修车
的海南归侨有2位，一位是印尼归
侨梁国栋，另一位是新加坡南侨
机工冯昌盈。

梁国栋（1906—2003）原名梁
启钦，琼海人，印尼归侨。他6岁
时父母双亡，10岁漂洋过海到印
尼投靠亲友谋生，做小工，开汽
车。1926年，参加当地的中共地
下党组织。1930年回到故乡，参
加武装斗争，1933年前往上海，在
租界任中共地下交通员。1936
年，由琼崖特委派往延安抗大学
习，在摩托车学校当过汽车驾驶
教练员。1937年至1945年，被派
选担任毛主席的司机，为毛主席
开了8年车。内战爆发后，梁国栋
随大批干部到达东北，1948年后
历任乡绥化县、庆安县公安局副
局长、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
南下广东，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
长等职。时隔10余年的1956年
的一天深夜，毛主席到广州视察，
还派人找他见面。

冯昌盈（1913—2006），琼海
人，新加坡归侨，12岁那年，随堂
姐到新加坡谋生，在堂姐夫的汽
车维修点当维修工和司机。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他在新加坡
参加了“抗日救援会”，1938年参
加抗日游行活动时被英殖民当局
逮捕入狱，后被陈嘉庚担保出
狱。出狱后瞒着堂姐参加了马共
组织的“机工回国服务团”，踏上
回国之路。经过近一年的艰苦跋
涉，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
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军
事工业局工作，1942 年加入中
共。由于与梁国栋是同乡，又会
修理汽车，冯昌盈也为毛主席修
理过汽车。日本投降后，他又随

着358旅进入东北，任见习排长，
随后在铁路与电力系统工作，任
过齐齐哈尔市电力局局长。1949
年南下江西，1950年，被选为海口
市副市长，主管工业，以后一直在
海南的工交战线工作至离休。

为抗战而牺牲的烈士

为抗战而献出青春和生命的
海南归侨革命烈士有2位。

符克（1915—1940），原名符
家客，文昌人，越南华侨。1933年
旅居越南，在西贡当小学教师。
1935年回国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
读书。1938年春赴延安，进入陕
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共。不久，
被选入海外工作团，返回越南发
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在越南，
参与组织越南琼侨救国会，并担
任常委，积极开展救国救乡募捐
抗日等活动。1939年3月组织越
南琼侨服务团，并担任团长。
1940年6月，任琼崖华侨回乡服
务总团团长，回到故乡，组织各种
抗日斗争。1940年8月，被国民
党顽固派阴谋杀害，时年25岁。

潘藻江（？—1942），文昌人，
越南华侨。1937年，潘藻江瞒着
父母、兄弟、娇妻和儿子，跋山涉
水，历经艰难险阻，从越南来到延
安，进入了抗大学习，参加了延安
侨联等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
受党组织委派，南下开展工作，在
途经国统区时，不幸被捕。在国
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刑拷打下，始

终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文教卫生战线的抗日归侨

钟怀琼（1912—1992），原名
钟前江，文昌人，越南归侨。1939
年，他放弃富裕的生活，千辛万苦
从越南经昆明回国。在重庆，他
有幸结识了邹韬奋先生，先生亲
笔写信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
绍其赴延安。1939年11月到达
延安后，先在抗大一分校学习，曾
任过陕甘宁边区税务局长、财政
厅研究员，1942年6月，被补选为
延安侨联常委。1946年加入中
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高教出版
社主任编辑，高教部司长、广东民
族学院副院长等职。

韩托夫（1909—1992），原名
韩财元，又名韩海云，文昌人，泰
国归侨。他早年在广州中大读书，
1928 年在海南参加武装斗争，
1929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琼崖
特委常委。之后，在上海任中华艺
术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在香港任
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理论教员。
1933 年至 1938 年被捕入狱。
1940年出狱后赴延安，先后在鲁
迅艺术学院、中共中央宣传部、新
华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副主任、政务院处
长、人民交通出版社社长，安微大
学和暨南大学副校长，为国家的高
等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韩烽（1918—2004），别名寒
枫，文昌人，泰国归侨。他1932
年参加革命，抗战初期到达延安，
毕业于延安鲁艺，曾任教于陕甘
宁边区陇东中学。抗战胜利后曾
任过张家口日报社总编辑。之后
任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语文教
师、华北育才中学教导主任。建
国初期任北师大附中教导主任。
1950年受党组织委派到天津接管
耀华学校并任校长，1952 年至
1960年继续任该校校长兼党支部
书记。1960年调至历史教学社工
作至离休。在耀华学校任教期
间，曾以先进工作者身份出席全
国文教系统群英会。

云昌万（1926- ），文昌人，泰
国归侨。回国后参加新四军、八路
军，曾连任文化教员、陕甘宁晋绥联
防军卫生部政治处技术书记。抗战
胜利后，历任一野卫生部秘书、四野
医院连长、医训队队长兼指导员、一
分院副协理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任
志愿军烟台后勤五分部基地医院一
分院副协理员、五分部政治部秘书、
转业后历任河南信阳地委党校科
长、省人委等单位侨务处秘书、河南
省侨联副主席等职。

工交财经领域优秀骨干

在延安八路军、新四军中参
加抗战的海南归侨，有些同志在
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工
交财经工作的优秀领导骨干。除
了长期在电力部门任职的海口市
原副市长冯昌盈外，还有邮电部
门军代表张仲超；财务后勤专家
黄树桐；曾任两广盐务局军代表、
局长的唐民和曾任海南分行行长
的何良等。

张仲超（1914—1994），琼海

人，新加坡归侨。大革命时期随
兄嫂在家乡参加革命，大革命失
败后随三兄往新加坡，以中医业
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抗日战争
爆发后，随“东南亚归国华侨抗日
服务团”到延安参加抗战。解放
战争期间，随“四野”部分南下，沿
途接管当地邮电部门并任军代
表，直接接管海南邮电系统。此
后，张仲超先后在琼粤两地邮电
部门和中南局经委、广东省科委、
茂名市委担任要职。

黄树桐（1908—2001），琼山
人，泰国归侨。他1925年5月在
泰国参加泰共并开展革命斗争。
1929年12月被泰国当局逮捕入
狱，1938年被驱逐出境。回国后
辗转汕头、香港、广州寻找机会到
延安，1938年下半年他和战友们
终于圆了到延安的美梦。他在陕
北公学毕业后先在鲁艺工作，后
到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当会计，一
干就是4年。抗战胜利后，组织派
其再次往泰国从事地下革命工
作，途中接到“一律到东北集合”
的指令，又奔赴东北战场。从
1945年11月至1949年12月，他
先后就任东北供给部出纳、科长、
纸烟厂厂长、被服厂主任、供给部
副部长等职。1950年南下到达海
南后，被任命为海南军区兼43军
后勤部副部长。1952年转任林一
师处长，1955年后在华南垦殖局
任物资供应站经理，筹建南海农
场，并先后在松涛水库、五料局、
外贸局、热作两院工作至离休。

唐民（1916—1991），曾用名
阿志、唐道民、陈一平，文昌人，泰
国归侨。他从小随父亲到泰国谋

生，14岁就参加革命活动，从1930
年至1937年在泰国历任泰共秘密
交通员、泰国国际少共党员、赤色
总学联组织干事等职。1938年2
月与一批爱国华侨青年自曼谷乘

轮船回国参加新四军。后随军在
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一带参加抗
战及在部队和地方任要职。1949
年10月至1950年8月历任两广盐
务局军代表、局长，华南分局财委
委员等职。1950年9月回到海南
岛后历任海南财委副主任、财贸部
部长、财委主任，海南行署秘书长、
海南行署副主任等职。

何良（1913—1998），曾用名
何敦权，文昌人，泰国归侨。他
1936年初至1938年底在泰国从
事工运工作。1940—1942年到
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3年在延
安大学图书馆工作。1945年在
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之后任358
旅见习排长。1946年起在东北
银行任科长，磐石、延边支行行
长。1950年5月南下海南，先后
任人民银行海南分行副行长、行
长，海南区党委副秘书长兼海南
行署秘书长等职。

公安政法战线英勇卫士

陈子广（1909—1974），琼山
人，泰国归侨。1925年当海运工
人，1928年旅居泰国，因受国内流
亡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影响而投身
革命，加入共产党，1929年初担任
中共旅泰特委书记。同年，由于叛
徒告密而被泰国当局逮捕入狱。
1938年被驱遂出境，后在党组织
安排下抵达延安，入中共党校二部
学习，1942 年任二部党支部书
记。抗战胜利后进入东北，在东北
各地任党政军及公安部门要职。
新中国成立后，南下江西任南昌市
公安局长。1950年4月，参加解放
海口市，并参与组建海口市公安
局。1953年10月调往广东，在侨
务统战部门任职直至离休。

曾镜冰（1912—1967），琼山
人，泰国归侨。他1927年加入共
青团，不久转到泰国曼谷光华公
司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同年到
香港从事工人和学生运动。1930
年回到上海美专任团支书，1931
年转为共产党员，同年秋到中央
苏区，任江西团省委与团中央要
职。1933年进入闽北苏区领导革
命斗争。1935年2月任闽北独立
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闽赣省
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
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委秘书
长、法院院长、省委副书记、省政

协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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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岛外抗日的海南归侨

韩托夫

陈子广

符克（左一）在延安，与陕北公学的学员合影。

潘藻江

1938年2月11日，一批泰国华
侨青年自曼谷乘船回国参加抗日战
争，右二为唐民。

布鲁在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