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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今天
40军118师352团加强营成功在海南岛白马井超头湾

登陆，与琼崖纵队接应部队第一总队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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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12日，10位年轻人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临高县

第一个支部委员会——

文澜学子探寻救国路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旧址今朝

让先烈的壮举
为更多人知晓

2019年10月至今，48个单位到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旧址
开展各类活动

从党史和先烈事迹中汲取发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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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子投身革命
以救国救民、改造社

会为己任

据党史记载，五四运动唤醒了
琼崖人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
琼崖的传播。1920 年代初，共产
党人在海口地区筹办《琼岛日报》
和《琼崖旬报》，进行新文化新思
想的宣传，这些刊物经常从海口
地区流传到临高各地，马克思主
义和先进思想开始在临高传播。
五四运动后，临高涌现出一批为
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
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
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寻找新
的革命道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成立后，赴京、沪、穗求学的一批
临高青年，就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其中就包括王任之、王超等人。
他们认真学习各种进步报刊，探求
革命真理，在家乡进行马克思主义
宣传。

临高县党史办主任张壮省说，
1926年2月，中共琼崖特别支部成
立后，就派遣共产党员分赴全岛各

地开展建立党的组织工作。冯道
南、刘青云就以广东农民运动特派
员的身份到临高发动群众，开展革
命斗争。到了5月初，中共琼崖特
别支部又派支部委员符向一来临高
视察指导工作，帮助指导临高县筹
建共产党组织。

冯道南是海南澄迈人，1922年
到广州求学，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
工，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中共临高县支部委员会成
立后任首任书记。刘青云也是海南
澄迈人，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
临高组织农民运动。符向一是海南
琼山人，1924年毕业于琼崖中学，
考进上海东华大学。1925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张壮省介绍，在中共临高县第
一次党员会议上新加入党的5位
年轻人中，吴琼是当时的临高女
子学校校长、刘统是当时县第一
高等小学教师、梁统春是当时县
第三初小学校校长、王燕如是当
时县图书馆馆长、周有禄是当时
县第一高小文书。

“他们代表了当时临高的进步
人士，他们当时选择的路充满风险，

并且前途未明，但是这些年轻人抱
着坚定的信仰，不怕牺牲，勇敢地投
身于革命洪流当中，精神可歌可
泣！。”张壮省说。

后人重温革命历史
牢记共产党人初心和

使命

3月5日，临高飘着小雨。中共
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旧址院内，
临高县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吴
安奇和陈振雄约了两位90多岁高
龄的琼崖纵队老战士王克祥和符
莹，到这里参观浏览党史。这里是
临高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临高关
工委经常组织老干部和基层关工委
干部，到这里重温入党誓词，也会组
织在校生来参观学习党史。

当年召开会议的具体地点是
位于这院落的临高女子学校。学
校不大，一间教室的大小，当年是
女孩子读书的地方。旧址所在的
院落面积约有一亩地。经过几年
封闭修缮后，在2019年6月28日，
重新对外开放。现在进入院落，可
以欣赏到7幅革命浮雕墙，重温从
五四运动后文澜江学潮、中共临高

县第一次党员会议等一些临高革
命史上的大事件。女子学校里可
以看到临高革命史的纪录片。女
子学校旁边是中共临高县第一次
党员会议旧址史料陈列馆。陈列
馆图文和实物展出了“文澜江畔红
旗飘扬”的历史 ，观者可以从中了
解，临高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的艰苦历程。

重新开馆之后，就不断有单位
走进这个院落上党课、开展党性教
育活动。“很多年轻人看到这个展
馆史料后，表示很震撼，说他们是
第一次知道90多年前这些年轻人
的故事。”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
会议旧址史料陈列展馆讲解员王
欣欣说。

“旧址重新开放的时候，正值
党中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当年年轻的共产
党员，在处境艰难的时候，都能坚
定信仰，不断前行。今日临高城市
建设、文化教育、民生事业、脱贫攻
坚等也都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这
也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在新时
代，更需要我们牢记共产党人的使
命，不忘初心。”张壮省说。

（本报临城3月5日电）

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旧址资料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翻拍 修缮一新的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旧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
旧址史料陈列馆，放有参观登记表。

2019年11月19日，来到此处
参观的单位是临高新盈中心卫生
院、临高民盟支部；20日是新盈镇
新盈村党支部、24日是新盈镇龙

兰村党支部、26日是临高皇桐镇
富雄村党支部……据不完全统计，
2019年10月至今，到这里进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各
类活动的单位有48个。

陈列馆讲解员王欣欣说，有不
少临高人来参观学习，许多人是第
一次来，当了解到这段党史时，都
会觉得震撼。有一位叫黄好颖的
人，在参观学习后，即兴在登记本

上写了一首诗：

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
旧址观感

孟秋访女校，马列隐深闺。
先辈多奇迹，见贤邈我随。

王欣欣25岁，是个有4年党
龄的共产党员。她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在讲解工作中，对自己是一

个再教育的过程，随着对这些英
雄前辈事迹和中共临高党史的深
入了解，自己内心会产生追求正
能量的强烈愿望。

“普通民众目前对这里的知晓
率还比较低，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走进这里，可以听到我的讲解。可
以知道临高的党史，从中不断积蓄
临高发展的共识和力量。”王欣欣
说。 （本报临城3月5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陈玉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琼崖杰出的妇女领袖之一。她曾是琼崖
妇女解放协会主要领导人、共青团琼崖
地委委员和妇女部长，也是琼山县第一
任妇女解放协会主任，并曾任琼山县国
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等职务。

她1899年出生于琼山县旧州王美
道乡美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6
年，母亲带上七岁的玉婵到府城投靠舅
父。不久，母亲到美国人办的基督教学校
匹瑾女子中学当杂工。她十多岁时，校里
有位好心的教师建议学校接收玉婵为半
工半读的学生。最终，勤奋好学的陈玉婵
以优异成绩先后取得了小学和中学的毕
业文凭。1921年，陈玉婵中学毕业后，留
校担任小学部数学和英语教师。1924
年，她和吴寿英、吴雪梅等几个女青年一
起考入广东省立工科专业学校，得到琼山
县县长吴邦安的资助，前往广州求学。

上世纪20年代初，广州是大革命的
中心和策源地。陈玉婵到广州后，阅读进
步书刊，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开始信
仰马列主义，参加革命斗争。不久，她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寒假期
间，中共广东区委召集在广州、上海、北
京、南京等地的琼籍大学生约二三百人在
琼州会馆学习训练了十多天。集训结束
后，陈玉婵回琼，由中共党组织安排出任
琼山县国民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
五六月间，琼山县妇女解放协会成立，陈
玉婵被任命为琼山县妇女解放协会主
任。在此同时，共青团琼崖地委成立，陈
玉婵当选为团地委委员并兼妇女部长。
1926年秋，为了加强对全琼妇女工作的
领导，更好地发挥妇女在革命运动中的作
用，在中共琼崖地委的领导下，将原1925
年5月14日成立的“广东妇女解放协会
琼崖分会”撤销，重新成立琼崖妇女解放
协会，由陈玉婵、陈三华、陈国盈、冯爱媛
等人领导。

当时陈玉婵被誉为琼山县“学识广
博的女秀才”，她不但懂得英语、数学等学
科的知识，而且口才出众，她的演说很具
吸引力。1926年下半年，陈玉婵到旧州、
定安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当时，
旧州民团团长是这带组织农会的主要障
碍。为了争取这个民团团长对农民运动
的支持，玉婵多次登门找他进行说服工
作，终于使他表示支持农民运动。于是旧
州一带的农运迅速发展起来。

1927 年 4 月，风云突变，继广州
“四·一五”事变后，琼崖也发生了
“四·二二”事变。一批优秀的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革命师生、进步人士被国
民党反动派关进监狱。“四·二二”事变
的当天早上，反动军警包围了琼山县妇
女解放协会所在地城隍庙，在工贼的指
认下，住在这里的陈玉婵被捕了。

在被害前两天，陈玉蝉对吴寿英说：
“我被敌人杀害是免不了的了，望你能出
狱。你要是幸免被害，我希望你能关照
抚养我长大的母亲。我相信革命是会成
功的！”

牺牲时，陈玉婵年仅28岁。
（本报临城3月5日电）

陈玉婵：
博学“女秀才”
热血洒琼崖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临高文澜江畔、孔庙旁边，有一处安静的院落。94年前的一个夜晚，10位年轻人，怀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在这里秘密召开会议，成
立了中国共产党临高县第一个支部委员会，开启了临高革命运动的新起点。这里就是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旧址。

海南知名画家黄信驹，去年在临高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一幅大型油画作品描绘了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召开时的情形：10位年
轻人或坐或站，围坐在一张书桌旁。他们有的正在发言，有的在拿笔记录着什么，有的在凝神倾听。他们放在书桌上的手臂下还压着一份
摊开的报纸，身后的墙上挂着马克思的肖像。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聚在一起，目光坚定，责任在肩，有着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

据中共临高县委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临高历史》所记载，1926年5月12日夜间9时，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在临高女
子学校召开，会议由符向一主持，与会人员有冯道南、刘青云、王超、王任之、吴琼（女）、刘统、梁统春、王燕如、周有禄等人。会议宣布成立
中共临高县支部委员会，推选冯道南为支部书记，通过吴琼、刘统、梁统春、王燕如、周有禄为新发展的党员。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相对于临高角解放公园的
远近闻名，中共临高县第一次
党员会议旧址，是“深藏于小
巷”少人知了。

其实这个旧址，与临高孔庙
就是一墙之隔，紧挨着，不是难
找的地方。只不过，因为几座民
房的阻挡，加上又缺少标志指
引，就算是到孔庙了，也不容易
注意到这个革命遗址。

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90
多年前，临高学子为追求民族
独立和国家富强积极探索救国
救民的事迹可歌可泣，这段历
史值得铭记，值得为更多的人
所知。

当记者走进这个旧址，读
着当年的历史时，又产生了一
个遗憾，当年发生在这里的先
烈事迹，有关记载资料却不是
很全。

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
议旧址内，挂着入党誓词，时常
有共产党员在这里重温入党誓
词，这里是生动的党性教育基
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
再深挖当年的历史故事，丰富
党史人物记载，将这个旧址打
造成为吸引游客的红色旅游目
的地，让先烈的事迹得到广泛
传播，让先烈的
精神代代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