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20年3月9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

A04

1927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紧急会议在今琼海市阳江镇宝墩村李氏祖祠
召开，加速琼崖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步伐——

宝墩会议明方向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岁月回眸

坚定理想信念
扛起使命担当

20世纪70年代，宝墩村村民出钱出力重建李氏祖祠

守护旧址，守住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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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

“我们一定要把旧址保护好，
这是琼崖革命历程的重要见证！”
3月6日，在琼海市阳江镇宝墩村
的李氏祖祠前，东兴村村民庞启
江手抚石碑，石碑上，“琼海市文

物保护单位”“中共琼崖地委宝墩
紧急会议遗址”两行字赫然映入
眼帘。

今年69岁的庞启江是阳江镇
文化站原站长，研究琼崖革命历
史已有40余载。为了记录宝墩村
的老人们口中的琼崖革命历史，
他曾无数次到过此地。近些年，
庞启江总习惯到李氏祖祠来看一
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有时候
没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来看看房

子还好不好。”
庞启江说，20世纪70年代，李

氏祖祠被台风吹倒，这在当地成了
一件大事。“这么重要的建筑倒了
怎么办？大家商量了一下，咬咬
牙，要一起重建。”

之所以要咬牙重建，正是因
为当时村里还很穷，人们解决温
饱都是一个难题。但为了守护住
这段历史记忆，村民仍旧忘我而
无私，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你出

梁、我出瓦、他出砖，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在倒塌的废墟之上，
重建了一座青砖灰瓦的李氏祖
祠。这也才得以在今日，让人们
仍旧能一窥当年琼崖地委紧急会
议旧址的风貌。

“我为自己是一个阳江人而感
到自豪，这里每一个人的血液里，
都自然流淌着一种守护历史的使
命感。”庞启江说。

（本报嘉积3月8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

陈永芹 1900 年 1 月 14 日出生于
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北
山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少时在私塾读
书的陈永芹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于1917年随父到英属马来亚（今属新
加坡一带）谋生。当时谁也没想到，
他会在此后成为琼崖武装斗争的组织
者和领导人之一，并但任中共琼崖特
委委员、琼崖讨逆革命军总司令部副
总司令。

1924年，新加坡创办工人夜校，宣
传国民革命和马列主义思想。陈永芹
参加夜校学习，思想日趋进步，积极发
动侨胞捐款支援国内工农革命运动。
1925年春，陈永芹回到广州，进入建国
陆军大元帅铁甲车队，走上革命道
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夏，陈永芹受党组织派遣
到琼崖工作。11月，他到乐会县农民
运动训练所任军事训育主任，深入浅
出地讲授《步兵操典》，努力提高学员
军事素质。1927年，“四二二”琼崖反
革命政变发生后，陈永芹领导乐会县
农民自卫军和农训所学员撤到乐会四
区。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将队伍整编
成一个武装大队，他任大队长。6月，
陈永芹参加了中共琼崖地委在乐会四
区宝墩村的紧急会议，会议成立中共
琼崖特委，他当选为特委委员。之后，
陈永芹带领军事小分队开展打击反革
命分子活动。

7月，琼崖讨逆革命军总司令部成
立，陈永芹任副总司令，并带领讨逆革
命军小分队突袭国民党博鳌警察所、
盐务所和海岸关卡、中原和乐商团与
迈汤、坡村民团，惩办一批反动分子，
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使武装队
伍迅速发展。

9月 23 日，嘉积镇外围的椰子寨
战斗打响。陈永芹与中共琼崖特委书
记杨善集率乐会、万宁讨逆革命军和
部分农民武装队伍共 500 余人，攻打
嘉积外围据点椰子寨，讨逆革命军从
北面配合合围。攻占椰子寨后，驻嘉
积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反动商团集
中兵力疯狂反扑，他在前线指挥部队
英勇抗击敌人。

在激战中，陈永芹率部与敌军展
开殊死搏斗，最后用集束手榴弹与敌
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本报嘉积3月8日电）

陈永芹：
英勇将领 浴血战场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

3月6日，雨后的琼海市阳江镇宝墩村水汽氤氲。
这是个有着琼崖革命印记的老村，村里的李氏祖祠作为1927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紧急会议旧址，见证了琼崖党组织开始独立领导武

装斗争的重要转折。
青砖灰瓦经过雨水洗涤，焕发新貌。如今的阳江镇，正是当年声名赫赫的红色根据地乐会县第四区(以下简称乐会四区)。94年前的

初夏，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的杨善集日夜兼程，一路从广东辗转香港，潜过琼州海峡到达海口，并一路向东南抵达乐会四区。
海南日报记者循迹而至，一幅琼崖革命的斗争画卷，呈现眼前。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借助采访的机会，我有幸
来到琼海阳江镇宝墩村的中共
琼崖地委紧急会议旧址——李
氏祖祠。战争的硝烟经过93年
的风雨洗礼，早已不见踪迹。
如今的村庄，宁静质朴。

回望那艰苦卓绝的年代，一
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加入中国共
产党，怀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
信念，投身于琼崖革命。

再看新时代的我们，更应
该结合当下的时代要求，立足
本职岗位，踏实工作，开拓创
新。在我省建设自由贸易港的
新征程中，我们更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有新气象、
新作为。

“船往天涯去，风从南海
来”，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
满足现状者，而机遇永远属于
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我们
应当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历史担当，从做好当下的每一
件工作做起，扛起新时代新使
命，积极投身于自由贸易港建
设，为海南打造新时代改革开
放新标杆贡献自己的智慧和
力量。

会议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

1926 年，杨善集回到故乡海
南，指导琼崖地方党组织建设。然
而，革命形势并不就此一帆风顺。
1927年4月22日，琼崖发生反革命
事变。琼崖国民党反动派在海口、
府城地区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及革命群众。紧接着文昌、琼东、乐
会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进行

“清党”运动。
琼崖四月风云突变、血雨腥风，

工会、农会被查禁解散，琼崖共产党
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这
紧急时刻，杨善集到达乐会四区，以
省委特派员身份与时任地委书记的
王文明汇合。琼崖革命中的一次重
要转折就此拉开帷幕。

宝墩村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
靠山的村落。“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
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实在不行
可以撤到山里去。”阳江镇原文化站
站长庞启江介绍，虽然宝墩村邻村
就有国民党军警把守，但是地理环
境相比其他村庄更加易守难攻。

6月，在国民党军警的眼皮子
底下，杨善集与王文明一起，经过简
短的筹措，在乐会四区宝墩村李氏
祖祠召开地委紧急会议。

“杨善集在会上传达了省委的
重要指示，指出当前各级党组织
的迫切任务是恢复农村工作，武
装工农，以反抗国民党当局的屠
杀政策。”庞启江说，地委紧急会
议又被称为宝墩会议，会议根据
省委的指示和琼崖的实际情况，

要求在政治上广泛揭露蒋介石叛
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在组织
上迅速恢复党的各级领导机构，
在农村积极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
各种群众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
动。同时收集枪支弹药，建立农
民武装，以对抗敌人。

中共中央鉴于琼崖的重要地位
和特殊的地理条件，指示中共琼崖
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
会。遵照此指示，会议选举了特委
领导机构，并成立了琼崖军事委员
会和琼崖肃反委员会。杨善集任特
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王文明任肃反
委员会主席。

这是一次加速琼崖共产党独立
领导武装斗争步伐的会议，及时为
琼崖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鼓舞了
琼崖人民的斗志。

彷徨之中有了明确目标

一度彷徨的革命同志再次聚
拢，为着明确的目标奋斗。

“特委相对于地委而言，更有自
主权。”琼海市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
锦爱说，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来不
及向广东区委请示汇报的重大问
题，均可由地委就地独立决断，从而
为革命的开展抢得先机。

6月的紧急会议后，特委领导
成员进行了分工：杨善集、陈垂斌留
在特委机关工作，王文明到定安县
第七区负责指导乐会、万宁、定安等
地的工作，许侠夫、罗文淹到文昌、
琼山，冯平到西路的澄迈、临高、儋

县指导工作。
当时，乐会四区是琼崖革命的

中心地区，也是中共琼崖特委的驻
地。为了打击乐会四区及其周围地
区反动势力的反革命气焰，杨善集
多次率领革命武装袭击国民党反动
派，缴获枪械数十支，在斗争中革命
武装队伍进一步壮大。

到了7月，为了适应形势发展
的需要，特委决定将各县的革命武
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成
立琼崖讨逆革命军司令部，冯平任
总司令，陈永芹任副总司令，杨善集
任党代表，每县为一路军，共11路
军，总人数700余人。

陵水讨逆革命军以坡村为据点，
一举解放陵城并成立陵水县人民政
府，虽然只维持7天时间，但成立人民
政权是琼崖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琼崖讨逆革命军的建立和武
装斗争的开展，标志着琼崖中共组
织开始步入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
的新时期。”陈锦爱说，年轻的中国
共产党人吸取了血的教训，他们在
白色恐怖下，以更加决绝的姿态投
身红色革命洪流，开始一段更加残
酷的血与火的战斗。

革命老村不忘历史

历经风雨，李氏祖祠依然矗立，
成为琼崖革命历史的“见证者”，而
历史同样存在于人民的记忆里。

“是党让农民翻身做了主人。”
宝墩村村民李大炎今年96岁，琼崖

地委会议召开时，他只有3岁，虽然
没有参加革命，但对于琼崖革命的
历史，他从小就听老一辈人讲述。

当时，李氏祖祠是当年村里学
生读书的地方。革命低潮时，琼海
的国民党反动派恣意杀人、焚屋，掠
夺财物，大搞白色恐怖，村里许多村
民都被国民党杀害，人们对国民党
反动派恨之入骨。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革命，但
是哥哥参加过。”李大炎说，哥哥李
大钦前两年已过世，在中共琼崖地
委紧急会议召开前，他只有 11
岁。当时国民党封锁交通线，离宝
墩村三四公里外的上坡村就有国
民党的炮楼，李大钦熟悉地形，且
作为小孩不易引起注意，便给共产
党当交通员。

召开中共琼崖地委紧急会议
时，杨善集、王文明、冯平、陈永芹等
革命先烈来到宝墩村，受到村里老
百姓的热烈欢迎。老百姓给来开会
的共产党员送水、送饭，期待着琼崖
革命的胜利，渴望着美好新世界的
到来。

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琼崖革
命迎来重要转折。宝墩村村民也坚
守到新世界到来的时刻。

如今的宝墩村，槟榔成行、橡
胶成林、胡椒长势良好。宝墩村
所在的阳江镇是革命老区，一系
列惠农政策，让这里的村民收入
不断增加。作为红色文化小镇的
阳江镇，每年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参观。

(本报嘉积3月8日电)

1927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紧急会议在乐会县四区宝墩村李氏祖祠召开。图为会议旧址。（资料图片） 宝墩村20世纪70年代重建的李氏祖祠至今矗立在村里。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