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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海口海关首任
关长林吉祥（后排左一）和海
关总署第一期干训班学员在
一起。 林芳华 翻拍

1960年，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对林吉祥的任命书。 林芳华 摄

年轻时的林吉祥身材魁
梧，相貌堂堂。

林芳华 翻拍

策动表弟陈王裕起义

林吉样生于1904年，原崖
县第四区球尾灶村（今乐东黎
族自治县利国镇球港村）人。
父母以煮盐为业，把两个儿子
送到外地读书。读书时，林吉
祥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不知
不觉间接受了许多新思想，倾
向于革命。

1926年，林吉祥在球尾灶
村组织农民武装队伍，被推举
为自卫团团长。当时，崖县国
民政府对各类催收逼得很紧，
他的家乡球尾灶村盐课因地
方土匪扰乱，连年累加，最后
却被村中地主豪绅、国民党崖
县县长王鸣亚的党羽林鼎安
所侵吞。

这年初秋的一天，林鼎安
和胞侄及其姐夫、乐罗村人朱
泰隆相互串通，悄悄地从望楼
港准备运出500斤大米，被林
吉祥探悉后带领队员将大米截
留，代纳该村盐课。

1928年初的一天，林吉祥
在港门的同学及好友、共产党
员吴秉明和何绍尧受党组织委
托到球尾灶村找林吉祥，此行
目的是策反王鸣亚民团中队长
陈王裕带兵起义。

陈王裕是林吉祥的表弟，
崖县第四区秦标村人，年方二
十，个性刚强，颇有胆识，
1927年秋曾在陵水县接触过
共产党。

林吉祥带吴秉明、何绍尧
等人到秦标村找到陈王裕，他
们一见如故，不谋而合。经过
一昼夜的密谋策划，他们决定
举行农民武装起义。正准备举
旗起义时，不料被村中奸细向
王鸣亚告密。1928年 2月某
天，王鸣亚率领属部和纠集民
团约千余人围攻秦标村陈王裕
部。陈当时兵力仅50余人，起
义前林吉祥曾交给他10余支
武器枪支，即便如此，双方战斗
力还是相差甚远。陈王裕不退
缩，发动全村群众布阵共同抗
御。是役，他们同王鸣亚相持
达一月有余。后因弹药殆尽，
加上陈王裕腿部负伤，在撤退
时被内奸出卖遭捕，解送崖城
监狱，不久便被杀害。

1928年3月，林吉祥即被
下令逮捕。国民党给林吉祥定
了两大罪状：一是参加“共匪”
并策动陈王裕哗变；二是抢劫

乐罗村朱泰隆500斤大米接济
“共匪”。依照《危害国民治罪
法》判处林吉祥无期徒刑，送崖
城监狱关押。而何绍尧，因被
疑为共产分子，被开除出崖县
中学。

狱中岁月忠贞不屈

在狱中，林吉祥受尽各种
苦刑，但仍坚贞不屈，他领导犯
人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林吉
祥暗中发动100多名“犯人”绝
食以对抗监狱官克扣囚粮，呼
吁国民党政府发足囚粮，保障
犯人生活。

1931年春节，中共崖西区
委书记林克泽根据上级指示，
设法营救崖城监狱的同志，派
区委委员吴秉明等人以探监为
名，秘密与狱中的林吉祥、李福
海等联系，购买打墙洞工具送
入狱中，策划越狱事宜。吴秉
明看到林吉祥锁着三条脚镣，
戴着手铐，得知他夜间还被捆
绑在柱上，深为痛惜。但林吉
祥的回答是：他个人去留无关
紧要，狱中的同志能脱离苦海
他就心满意足了。

一日深夜，陈启文等人秘
密挖洞，不到一个钟头，全狱犯
人钻洞成功出逃，唯独林吉祥
因被三条铁链捆绑在柱上，无
法逃脱。事后，敌人以越狱主
谋者的罪名给林吉祥加以各种
酷刑，但林吉祥大义凛然，视死
如归。

原崖县抗日游击大队政治
主任刘镛（1913—1998）曾留下
手稿《林吉祥先生三事及狱中
诗三首》。狱中诗其二透出铁
骨铮铮的革命斗志：“拥护真理
慷慨歌，严刑酷桎奈吾何？倔
强意志威难伏，磊落精神任折
磨。可痛青春囚处了，牵连岁
月狱中过。男子便是心如铁，
到此亦应热泪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
迫于抗日形势，释放政治犯。
是年 10月，在崖县党组织的
多方活动下，林吉祥被保释出
狱，结束了9年零7个月的铁
窗之苦。

历经万难，奔赴延安

出狱的第二天，地下工作
者何绍尧、何赤等人在港门第

五小学为林吉祥设宴接风。此
时，林吉祥萌发了奔赴延安学
习的愿望，得到吴秉明、何绍
尧、何赤、罗家仁等革命人士的
支持。

1938年1月某日，林吉祥
准备动身去延安。这时，吴秉
明、罗家仁等同志亲自到他家
送行。李福崇、陈泽进也从港
门赶来，他们在林吉祥的影响
下立志投身革命，奔赴延安。
当晚，他们三人从望楼港乘商
船启程，船行3天抵达海口，并
住进了“泰昌旅店”，此后，在林
克泽的帮助下，乘轮船取道香
港转往广州。

数天后，他们乘火车到达
湖北汉口。这时同行者多了两
位，一是金廷桂，一为黎道统。
因无组织介绍，也没有任何相
关证件，设在法租界的八路军
办事处，不予办理他们去延安
的手续。无奈，他们五人只得
重买车票，调头回穗。折腾多
日，大家盘缠所剩无几，李福
崇、陈泽进、金廷桂决定报考中
央军校，黎道统则返回家乡参
加抗日，只有林吉样坚持要到
延安去。

为 了 凑 足 路 费 北 上 延
安，林吉祥再次找到李福海，
请他一起到广州市金龙酒店
找自己的胞兄林家扬帮忙。
林家扬希望弟弟报考中央军
校，不同意他去延安。无奈，
林吉祥只好谎称自己因年龄
偏大，不能报考中央军校，已
打消北上延安的念头，意欲
归家赡养双亲，需要归程路
费。胞兄信以为真，给他 30
元伪法币，加上好友李福海
解囊相助，拿出仅有的 25元
广东币交给了林吉祥。

林吉祥北上途中继续多
方寻求帮助。一日，正在江西
吉安驻防训练的国民党某军
副团长吉猛（崖县冲坡村人），
得报有人求见，出来一看，原
来是同乡林吉祥。促膝长谈
间，林吉祥道出肺腑之言：他
要去延安，需要吉猛开具一封
介绍信，以通过国民党军队的
封锁线。正是吉猛开具的一
张湖南湘南学兵的介绍信，助
其一臂之力。

与吉猛分别后，林吉祥碰
上吉猛部下一位姓陈的排长，
也是同乡，他借给了林60元法
币。林吉祥取道长沙转车去汉
口，再到八路军办事处。他来
到汉口时夜已深，由于不会说
普通话也不懂法语，一时找不
到法租界。国民党兵以为他图
谋不轨，当夜就拘留了他，关了
两天之后开始审讯，看到吉猛
的介绍信才放了他。

第三天，林吉祥写了字条，
雇了辆人力车让车夫拉他到法
租界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
安学习。虽苦苦恳求，但因没
有介绍信和通行证，林吉祥去
延安的申请未被批准。

他蹲在外头，通过书面将
经过详细陈述，交给办事处的
同志后才放下行李，倒在门外
便睡。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深

夜一点钟，林吉祥被办事处同
志叫醒，说钱主任叫谈话。不
待收拾行李，林吉祥就到钱主
任的办公室。钱主任一看到
林吉祥便问：“你就是林吉祥
同志吗？我已看了你写的情
况，你的确是历尽艰辛才到达
这里的，你先到我们招待所住
下，其他的明天再说。”钱主任
何许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钱之
光也。

翌日，钱之光又找林吉祥
谈话，说办事处已同意他去延
安学习，并交给他西安办事处
的介绍信，同时发给他一套军
装和一枚八路军炮兵团副的徽
章。离开时，钱主任又嘱咐说：

“在车上不要说话。”之后，林吉
祥在办事处两位同志的陪同
下，一同乘车前往西安。

1938年2月底，经过长途
跋涉，林吉祥终于踏上了延安
这片中国革命圣地的土地。

转战南北，叶落海南

延安成了林吉祥新的革命
生涯的开端。1938年5月，他
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受其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
的感染，林吉祥的堂弟林吉进
（1920—1942），1935年读完崖
县简易师范后便积极投身革命
事业，1942年不幸牺牲，年仅
22岁。

1943年底，林吉祥跟随部
队辗转于陕北、黑龙江、辽宁和
广州等地，从事抗日和地方政
权建设工作。1946年齐齐哈
尔市解放，他被任命为市税务
局局长。后又调往营口任关税
科科长。

1949 年 10月，林吉祥随
军南下。广州市解放后，他被
任命为广州市第四税务分局
局长。

1950年 5月，海南解放，
林吉祥被任命为军事副代表、
海口海关首任关长，继任海南
税务局局长、海南行署财政处
长、海南行署副秘书长等职。

林吉祥于 1968 年 1 月 6
日在文昌铺前离世，终年 64
岁。

【本文写作参考了林吉祥
的革命回忆录、《乐东县志》《乐
东文史》等资料，并采访了林吉
祥及其亲友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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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吉 祥（1904—
1968）是海南乐东籍
共产党员。1938 年
初，在饱受近十年的铁
窗之苦后，他奔赴延安
接受红色教育，最后成
长为一个革命意志坚
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海南解放后，林吉
祥先后被任命为军事
副代表、海口海关首任
关长、海南税务局局
长、海南行署财政处
长、海南行署副秘书长
等职。

林吉祥生前曾留
下一份个人回忆录，起
止时间为 1926 年至
1943年，记述了其个
人长达十七载的革命
生涯，包括组织农会、
密谋武装起义、十年牢
狱和北上延安抗日等
内容。

红色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