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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前中共琼山县委成立，琼山革命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琼山革命红旗扬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革命老村的日子
越来越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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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许侠夫，原名许声鹏，1901年出生，
海南文昌县东阁镇玉山村人。他从小就
聪颖，且不惧权威，只认真理。青年时
期，已被吸收为共产党员的许侠夫回到
琼崖开展工作，并在学校开展择师运动，
把思想顽固不化、屡次破坏革命的教师
赶出校园。

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许侠夫积
极创办党团刊报。当时，海南的教育普
及率很低，为了便于普通民众阅读理解，
许侠夫甚至大胆采用海南方言写作，让
马列主义从书本深入到了许多人的脑
中、心中。

琼崖四二二事变以后，许侠夫从
风口浪尖的海口回到文昌农村，以特
派员的身份领导文昌的工作，东阁、文
教、宝芳、头苑、昌洒、水北、抱罗、抱
锦、公坡等乡的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
与发展。

1927年6月，许侠夫当选为琼崖特
委委员，同月文昌县第一次党代会召
开，中共文昌县委成立，许侠夫担任县
委书记。根据琼崖特委的指示，文昌县
委决定建立革命武装队伍，与反革命武
装开展斗争。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
文昌县委组织成立了一支百余人的文
昌讨逆革命军（7月改为琼崖讨逆革命
军第五路军），谭明新任指挥，许侠夫任
党代表。

在谭明新、许侠夫的指挥下，文昌
讨逆革命军很快就在文昌湖山溪尾地
区打响了第一枪，与文昌县县长邢森
洲领导的反动武装开展激战，击毙敌
军官兵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
这是文昌讨逆革命军的首个胜仗。尔
后，谭明新、许侠夫率领这支讨逆革命
军多次攻打民团据点，有力打击了敌
人的嚣张气焰。

1927年12月4日，许侠夫和两位连
长陈功泰、郭书椿带领工农革命军两个
连在文昌县水北乡赤土村集训，准备伺
机攻打敌军。然而，由于机密泄漏，被国
民党县长邢森洲察觉。当天，革命军司
令部遭到敌军突袭。处在被动劣势下，
我军战士沉着应对、勇猛杀敌，消灭了敌
军的号兵班和短枪班。后来国民党军驻
琼崖的33团黄世英部援兵赶到，敌我力
量悬殊，形势逆转，我军陷入包围圈。在
紧急关头，工农革命军决定突围，战斗中
许侠夫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6岁。

（本报海口3月9日讯）

许侠夫：
能文能武 侠骨豪情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这是冯白驹的行军包，这是我搜集的文字资料……”3月9日，88岁的冯行炳老人见到海南日报记者一行，高兴地从屋里头拿出珍藏
多年的革命老物件，逐个向记者展示。

93年前，在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昌福村蛟乐坑村民小组，中共琼山县委就在冯行炳老人的这间祖屋里成立，从此，琼山革命有了坚
强的领导核心。

“保顺四海家和美，利达九州国安好。”93年后的现在，冯家祖屋门口贴着的这副对联，是冯行炳老人对祖国的祝愿。愿景现已成真，
屋子外墙上写着“中共琼山县委成立旧址”的牌子光可鉴人，映出了冯老现在的惬意生活和盈盈笑意。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蛟乐坑
村。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离
海口市区颇有些距离，车程大
约需要1小时。从规模上来说，
这个村庄很小，仅有200多人。

但这个小村庄在琼崖革命
历史上却很有“分量”，中共琼
崖首个县委正是在此成立。在
共产党的带领下，这里的人民
谱写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
篇章。

革命篇章代代传。93年过
去，现在的蛟乐坑村，依然家家
都知道中共琼山县委带头搞革
命的历史。故事的传颂，也是
精神的传承。精神的传承，体
现在后人们的勤勉实干上。

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洪
富全在政府帮扶和自身努力下，
靠养殖黄牛和种植瓜菜顺利脱
贫。如今，又在昌福村扶贫养蚕
基地的带动下，发展种桑养蚕
业，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过去，冯行伦一家五口挤在
40平方米祖屋里，如今，他家在
政府帮扶下，建起了90多平方
米的平房，还通过发展养殖产业
和加入合作社，顺利摘掉了“贫
困帽”，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在蛟乐坑村，类
似的故事还有
很多。不忘
历史，奋力
耕耘，相信
这 个 革 命
老 村 还 会
绘 就 出 更
好的图景。

1950年
3月10日

70年前的今天

43军加强营进军海南岛

解放军43军128师383团一个加强营1007名指战员，在团长徐芳春、营长孙有礼、教导员王恩荣的率领和琼山县第三区区长林栋的协助下，分乘21艘
帆船，利用阴雨天，于3月10日13时自雷州半岛的硇州岛起渡，预定次日在文昌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海岸登陆。

琼崖纵队指定活动在琼文地区的独立团前往接应登陆部队。接到琼崖区党委和北区地委紧急指示，中共文北县委书记叶明华、县长李光邦带领干部
和支前民工前往接应。 （陈蔚林/辑）

战士们全副武装，前往集结地登船出征。（资料图片）准备潜渡登岛的指战员参加动员大会并集体宣誓。（资料图片）

琼崖首个中共县委成立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反动
派在海口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很快蔓延到
全岛，史称“琼崖四二二事变”。革
命由此进入低潮期，革命力量被迫
从城市转向农村。

在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
的指示下，海口郊区农民协会办事
处主任冯白驹着手组建中共琼山
县委。

“没有广泛而坚实的农民基础，
县委是成立不了的。”海口市委党史
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员周琪雄说，
要在农村成立县委，必须要找到农
村的党组织，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并
非易事。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我党就
成立了琼山县委，非常了不起。”周
琪雄说，当时，冯白驹是海口郊区
农民协会的主任，对海口周边的村
庄情况非常熟悉。由于海口三江
一带各村都成立了农协，其中许多
村都是革命村，所以被选定为琼山
县委成立点。

6月4日，冯白驹在蛟乐坑村的
冯家老屋召集陈秋辅、冯裕江等同
志，传达了王文明关于在农村坚持
斗争的指示精神，并在这次会议上
成立中共琼山县委，领导成员3人，
冯白驹任县委书记。

“这是中共在琼崖成立的第一
个县委。”周琪雄介绍，琼山县委是
共产党建立革命组织，以革命武装
反抗反革命武装的尝试，琼山县委
成立之时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组建
农民武装队伍，发动群众斗争，推动
革命发展。

1927年9月，广东省委指示琼
崖特委，“没收大中地主之土地，分
配与无地农民和佃农。”根据指示，
琼山七区没收地主财产，分配给农
民，宣布耕者有其田，地主家属也同
等分得了土地。广大农民分到土地
后，积极支持革命。琼山十二区农
民发起运动，地主土豪不得不减租
减息。

革命工作硕果累累

成立当月，琼山县委就
领导农民武装队伍打响了琼

山县革命斗争的第一枪。
1927年6月，在冯白驹的指挥

下，琼山县委武装人员和周边农协
的农民武装，在咸来村的罗球桥截
击了国民党的一辆收饷军车，缴获
了一批武器弹药和财物。

“罗球桥一战极大鼓舞了士
气。”周琪雄说，在那之后，琼山的
武装革命斗争很快形成了星火燎
原之势。

1927 年 9 月，中共琼山县委
领导琼崖讨逆革命军第六路军
（原琼山人民革命军，以下简称第
六路军），在 1000 多名群众的配
合下，成功进攻琼山的道统、岭后
两个民团炮楼。10月，得知国民
党黄镇球部将运粮从大致坡经
过，冯白驹指挥第六路军设下埋
伏，击毙敌军数十人，缴获枪械十
余支。

其中，夜袭下田炮楼是当时琼
崖革命武装对敌作战中较有影响的
战斗之一。

下田炮楼位于琼山县东部的树
德乡，由30名国民党反动派把守。
1927年冬天，在夜色掩护下，革命
军悄无声息地潜到了炮楼附近。进
攻令下，革命军闻声而动，一时间，
枪声、爆炸声、跑动声不绝于耳。黑
暗中，敌军惊慌失措，最终全部投降
做了俘虏。革命军在无一人伤亡的
情况下，缴获了敌军十多支长短枪
和一批弹药。

周琪雄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除
了发动武装斗争外，琼山县委还群
策群力，做了许多其他工作。

1928年11月29日，广东省委
对琼崖特委发出指示，要求南路、琼
崖二特委合并迁往海口，指挥琼崖
全属及南路各县工作。于是，琼崖
特委书记黄学增率部分特委常委和
共青团特委，从乐会四区（今属琼海
市）北上，暂且在琼山县落了脚，准
备择机前往海口。

时间紧迫。琼山县委同志紧
张筹划、周密部署，经过不断踩点，
最终在海口提前为琼崖特委租下
一处安全而隐蔽的办公地点，并由
政治可靠的女同志打掩护，将琼崖
特委人员和共青团特委人员秘密
送达海口。

与此同时，琼山县委也为我党
的宣传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6年，按照要求，中共琼崖特委

（1947年5月后改称为中共琼崖区
委员会）机关报《新民主报》人员从
特委驻地六芹山转移到琼山县新马
乡，在琼山县委的支持下，隐蔽在红
树林中继续出版报纸。不料消息走
漏，国民党突然包围了报社所在的
红树林，《新民主报》编辑部及印刷
所30多人被围其中。此时，又是琼
山县委，组织带领部分报社人员成
功突围。

先烈愿景已然成真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
自由花。”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没有
白流，中共琼山县委曾经努力绘
就的蓝图，如今已真正落了地，变
成了蛟乐坑村百姓们安居乐业的
好日子。

昌福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李学林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眼下，蛟乐坑村的主要产业是
百香果和菠萝种植，以及种桑养
蚕。“村里的地被企业承包下来做规
模化种植，”李学林说，“村民们既能
收一份地租，还能在这家企业里打
工，一块地挣两份钱。”

“这些年，政府帮我们把路也修
好了，下雨走路不用踩泥巴了，路灯
也装好了，晚上出门也有光亮了。”
谈起现在的好日子，冯行炳老人不
禁感慨。

“我们正在逐步开展乡村建设，
下一步就计划为蛟乐坑村建设文化
室和党员活动室。”李学林说，现在
村里正在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污
水处理设施建成之后，污水得到了
处理，村容得到了提升，“相信这个
革命老村会更好。”

（本报海口3月9日讯）

① 中共琼山县委成立旧址所在的民宅经过修缮，早已变了模样。
② 蛟乐坑村村口立着“中共琼山县委成立旧址”石碑。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中共琼山县委成立旧址。（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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