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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我父亲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
的鼓舞，因此终生都在为党的事业奋
斗。”3月3日，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
邱秉衡之子、68岁的邱宏鉴感慨道。

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所在的邱
宅系邱秉衡父亲所建，邱秉衡不仅
将宅子交由共产党使用，1926年6

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
会期间，他还以宅主的身
份为掩护，在宅中站岗、放

哨，并积极为大会提供服务保障。
一位盐商之子，缘何为共产主

义事业劳心劳力？邱宏鉴认为，这
是由于父亲在上海念大学，接受了
先进的革命思想，又曾与杨善集、
王文明、冯平、许侠夫、陈垂斌等中
共党员同窗，同时家中舅舅叶文龙
参加了革命。“种种因素叠加起来，
父亲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接触并接
受了马列主义思想。”

中共琼崖一大召开之后，邱
秉衡继续将邱宅留作琼崖共产党

人的活动场所。除了邱宅外，邱
秉衡还以邱家开在新华北路上的
一家店面为掩护，为共产党运转
军火。“当年，这间店面后有条小
溪直通海甸河，恰好可以当作运
送通道使用。”邱宏鉴介绍道。

“商人家庭有一定的社会资源
和经济基础，有能力为革命做一些
事。”邱宏鉴补充说，父亲还出资雇
人收殓烈士遗体，设法营救被囚禁
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为琼崖党
组织购买枪支弹药，接待来往革命

同志和治疗伤病同志。
“海南岛解放前夕，父亲带着

全家从澳门回到海口。”邱宏鉴
说：“解放军登岛进城时，父亲高
兴得很，把店铺的门大开着，热烈
欢迎解放军。”随后，邱秉衡将邱
宅无偿交给了人民政府。

1966 年，邱秉衡病逝于海
口。邱宏鉴说：“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走，我认为这是对父
亲最恰当的注解。”

（本报海口3月4日讯）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解放海南的历史何处寻？拐进
海口市解放西路，钻进竹林里巷，循
着满墙的石灰色革命浮雕，跨进
131号邱宅，就掀开了20世纪20年
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巨幕。

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会议正是
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口历
史》中提到：从此，琼崖民主革命事
业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旧址今生：
沧桑老宅承载壮阔历史

邱宅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
1793 平方米，建筑面积 698 平方
米，坐北朝南，二进3间四合院式布
局，是典型的琼北传统民居。

建于1920年的邱宅已是“百岁
老人”。经过“修容”，邱宅如今白墙
黛瓦，丝毫不显半分晦暗。

1925年 10月，为消灭盘踞海
南的军阀邓本殷，广东国民政府进
行第二次东征及南讨。1926年1月
20日，国民革命军成功攻下府城、
海口。在国民革命军渡琼前后，一
批共产党员也相继登岛，在琼崖开
展革命活动。

“1926年2月，中共琼崖特别支
部在海口成立，罗汉任特支书记。”
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长滕
志雄介绍，当时特支主要在海口活
动，同时也辐射并影响全岛中共党
员的活动。

“尽管如此，当时的海南岛却还
没有一个中心党组织。”滕志雄说，
直到1926年6月，中共琼崖一大召
开并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
委员会，才填补了这一空白。

“那个时期，这一片叫作竹林
村。”中共琼崖一大旧址讲解员陈葵
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邱宅系邱秉

衡的父亲所建，但邱秉衡的家人却
极少在此居住。当时的邱秉衡20
岁出头，血气方刚，同情和支持革
命，时常暗中帮助从事地下活动的
共产党人。由于当时邱宅周边都是
竹林、水田和墓地，地点极其隐蔽，
且隔着水田就可以望见国民党的海
口总部，非常适合开展秘密工作，邱
秉衡便将宅子交由共产党使用。

跨进二进的门槛，迎面墙上便
挂着一面鲜艳平整的共产党党旗，
党旗下头，是一张木桌和12张排
椅。椅背雕刻花式考究，颜色却暗
淡，仿佛岁月都化成了粒粒灰尘，钻
进了这木制桌椅的每一处纹路中，
日复一日，为它们罩上了历史的荣
光。“这些物品都是我们为了还原当
时的会议场景，而向社会征集的同
时期的物件。”陈葵英介绍。

大会召开：
海南从此有了中心党组织

“当年共有12人参会，包括11
位代表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
集。”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副主
任陈鸿辉解释，会议原定有13位代
表参加，但不知何故，代表柯嘉予和
陈德华未能到会。

最终参加会议的党员代表包括
王文明、罗文淹、冯平、许侠夫、周逸、
何德裕、李爱春、黄昌炜、陈三华、陈
垂斌、罗汉，代表了海南200多位党
员。会议由杨善集传达了中共第四
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广东区委的
指示，随后大会分析了全国和琼崖
的革命形势，讨论了琼崖党组织的
主要任务，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农
民运动、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等决议，
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
员会。未能参会的柯嘉予和陈德华
也在琼崖地委中各有任职。

自古英雄出少年。陈葵英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琼崖一大参会人员的
平均年龄仅有26岁，最年轻的地委青
年部长罗文淹当时年仅22岁，最年长
的地委书记王文明当时也只有32岁。

参会队员身上的醒目标签不只
是年轻。“20世纪20年代，海南很多
人都没有念过书。但是参会的人
中，个个都是当年的高才生，其中4
位还曾在海外留学。”陈鸿辉掰着指
头，逐一说明道：“杨善集、军事部长
冯平、妇女部长陈三华都是莫斯科
东方大学毕业生，国民党工作部部
长罗汉曾经留学法国。而剩下的人
中，除了何德裕就读于黄埔军校外，
其余人员均在大学就学过。”

“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一些
中共会议需要不断转移、躲避敌人，中
共琼崖一大就在这间宅子里顺利召
开。”滕志雄感慨道：“会议期间，邱秉
衡还自愿借商人身份作掩护，在门口
站岗、放哨，为会议提供各种服务。”

精神长存：
12人牺牲于海南岛解放前

邱宅的天井如今被改造成了一
间房屋，专门展示13位代表和特派
员杨善集的事迹。在顶天立地的一
面照片墙上，14人多以年轻人的样
貌呈现。“14人中，仅有罗文淹和柯
嘉予亲眼见证了海南岛的解放。”再
次讲述解说过无数次的事实，陈鸿
辉仍然痛惜不已。

1927年9月23日，时任中共琼
崖特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杨
善集指挥打响了我党领导的琼崖人
民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椰子寨战
斗。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杨善集
毫不畏惧，冲在前线指挥战斗。不
少人劝他靠后一点，杨善集却说：

“部队还缺少作战经验，这个时候，
我不上前谁上前！”最终，27岁的杨
善集中弹牺牲。

1928年5月，时任中共琼崖工
农红军总司令的冯平被叛徒出卖，
不幸被捕。他说：“革命不怕死，怕
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
个冯平，革命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
一定会实现。”1928年7月4日，冯
平和他的亲密战友符节，在国民党
反动派军警的押送下，昂首阔步、高
唱《国际歌》走向刑场，时年29岁。

1943年，与会的唯一一位女代
表陈三华在苏北牺牲。这位在中共
琼崖一大中被推选为中共琼崖地方
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长的传奇女
性，在1927年12月参加了著名的
广州起义。1933年起，与丈夫黄邦
荣一起在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员会机
关工作，负责联络和接送海外革命
同志。1935年，陈三华赴上海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后又辗转
到江苏省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

1927年“四二二”事变时被捕
的年轻党员李爱春，被国民党军勒
死于府城五公祠后米铺村坡地上，
死前仍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积劳成疾的王文明，最终病逝
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生命永远定
格在36岁。

因牢狱之苦，身体备受摧残的
陈德华在弥留之际尚且不忘要“继
续为党工作”。

……
新中国成立后，罗文淹撰写、抢

救海南初期革命有关史料、文章10
万余字，为我党留下了宝贵的革命
历史资料。1961年 4月 5日清明
节，罗文淹病逝于海口市人民医院；
柯嘉予在南京银行部门工作，1977
年在上海与世长辞。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
碧涛”。斯人已去，但还有一批批的
共产党员前仆后继，续写琼崖革命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传奇。

（本报海口3月4日讯）

1926年6月，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并选举产生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从
此，琼崖民主革命事业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琼崖一大燃星火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不做大官，要做大事。这是一个农
家子弟的志向。他叫李爱春。

李爱春原名李春荣，1901年出生于
琼山县豆藤村（今海口市演丰镇爱国村）
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4年，李爱春考入广东大学（今
中山大学）预科。在此期间，李爱春受到
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思想的影响，因
此立下以上志向。

1925年，李爱春经杨善集介绍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
方委员会成立，李爱春当选为地委委员。

李爱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琼山县
党部的主任委员。在国共合作期间，他积
极领导工、农、青、妇等各界革命运动。

李爱春多谋善断，办事沉着稳重，经
常组织进步学生上街宣传，推动民众破
除封建迷信和解放妇女的运动，还领导
创办琼山县贫民学校，向广大群众传播
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

1927年4月22日夜间，李爱春遭叛
徒出卖，被敌人连夜密捕，囚禁于国民党
守备司令部（府城东门）。

第二天一早，李爱春趁妻子孙宝珊
探监之机，秘密将一个皮箱的钥匙交给
她，转托家人立即打开箱子，烧掉党的文
件资料，保住了党的秘密。

找不到共产党的机密，敌人又将李
爱春押解到五公祠严刑逼供：“琼崖地委
的领导人在哪里？快说出来！”李爱春斩
钉截铁地说：“他们在战斗的岗位上。”叛
徒见李爱春不吃硬，便又好言劝说道：“爱
春不如爱命，如果你命都没有了，还爱什
么春？”李爱春挣扎着负重刑的身子，横眉
冷对道：“我爱春也爱命，但绝不像你那样
贪生怕死当叛徒。当革命需要的时候，共
产党员连宝贵的生命也舍得献出！”

敌人还不死心。5月的一个深夜，
敌人将李爱春带到五公祠背后的米铺村

“鬼子庙”附近，把粗大的麻绳套在李爱
春的脖子上，往反方向拉，一时紧一时
松，紧时便威吓，松时便探问：“招不招
供？”李爱春坚持：“无供可招！”并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敌
人恼羞成怒，最终把李爱春活活勒死，并
把他的头颅挂在府城城门墙上示众。

“不做大官，要做大事。”为了革命胜
利，李爱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本报海口3月4日讯）

李爱春：
不做大官 要做大事

岁月回眸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这座邱宅，我来过许多
次，作为党员，作为记者。

这段历史，我听过很多
次，每次却都有新的感动。

在这隐于市的宅院里，
1926 年6月，中共琼崖一大召
开，平地惊雷。中国共产党琼
崖地方委员会经选举诞生，琼
崖党组织的任务得到明确，职
工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工作、
军事工作等决议被通过。

14人，在民不聊生的旧世
界里，扛起了共产党人的旗
帜，带头掀开了琼崖革命的历
史新篇章。

自由民主的新世界要靠
努力争取，而翻天覆地的琼崖
革命，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付出
代价和牺牲。被出卖、被围
剿、被利诱，种种考验面前，14
位党员，无一人叛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
此后的革命岁月中，有无数的
烈士为共产主义抛头颅，将自
己的热血浇灌在琼岛这片红
色的沃土上。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看今朝，琼崖已
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正在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新 世 界 生 机 勃
发，烈士可以瞑
目 ，后 继 者 接
续，继续践行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
和使命。

继承先烈革命精神
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红色商人邱秉衡的燃情岁月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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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琼崖一大旧址老照片。（图片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展馆。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