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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23日，椰子寨战斗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开启琼崖革

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伟大征程——

武装斗争烈焰燃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革命老区别样红

—
—

纪
念
海
南
解
放

周
年
特
别
报
道

70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

黄昌炜：
寻求真理 献身革命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

“砰——”1927年9月23日凌晨5时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当时琼东县（今琼海市）嘉积镇椰子寨村的宁静。这场战斗——椰子寨战
斗，打响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拉开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序幕，开启了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伟大征程。

93年之后的今日，椰子寨椰影婆娑，终日流水潺潺，宁静幽远。在椰子寨遗址之上建立的椰子寨战斗历史陈列馆内，大量资料和图
片，记叙了了王文明、杨善集、陈永芹等革命先烈的生平事迹，以及琼崖纵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

在这里，同样能够看到椰子寨战斗里那鲜活的人物、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昂扬的革命斗志。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椰子寨村是革命英雄战斗
过的地方，英雄的故事永流
传。尽管距离椰子寨战斗已有
90 余载，但红色基因早已融入
革命老区人民的血脉。走进椰
子寨，了解椰子寨，我发现，这
里别样红。

红，体现在村庄面貌的改
变上——椰子寨村整合村道德
讲堂、文化室、农家书屋、党员
活动室等资源，深挖红色文化，
激励村民以革命先烈为榜样，
破除陈规陋习，养成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村民的精神风貌
日新月异。

红，体现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在党组织带动和企业的
帮扶下，椰子寨村打造生态景
观、发展红色旅游，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就业。民宅进行了统一
立面改造，美观且舒适。

红，更体现在党员干部的
行动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防控工作中，椰子寨村65名党
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
部站上疫情防控一线，守护村
民的安全健康。

当下，椰子寨美丽乡村建
设还在继续深入，力争建设成
为红色美丽乡村典范，推动农
旅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我相信，依托红
色资源和生态旅
游资源，不遗
余力谋发展，
新时代的椰
子寨，明天
会更“红”。

1950年
3月11日

70年前的今天

43军一加强营成功登陆

琼崖军民奋起反抗

20 世纪初，军阀攻占了海南
岛。为了保证军饷，军阀先是纵兵
公开洗劫商店、酒家、百姓，后又罗
列了名目古怪的苛捐杂税，无所不
用其极。1927年4月22日，血雨腥
风席卷海南岛，国民党反动派大肆
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全岛
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
捕，500多人惨遭杀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血色恐怖骤然让琼州大地阴云密
布，琼崖共产党人到了生死抉择的
危急关头。1927年6月，中共琼崖
地委紧急会议在乐会四区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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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年9月，琼崖特委在乐会四区召开
了军事会议，明确响应中共中央的
号召，配合四省秋收起义。

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时间里，
琼崖建立起了1个市委、8个县委。
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农军”“讨逆
军”，打出了一连串胜仗。上有中央
领头，下有坚实基础，这次由特委书
记杨善集主持的“九月军事会议”，
也就更有底气作出决定：举行全琼
武装总暴动——先进攻东路重镇嘉
积，然后向全琼拓展。

“嘉积当时是东路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而位于嘉积外围的椰
子寨位置更是险要——既是嘉积的
西南屏障，也是乐会四区和定安七
区之间的交通咽喉。夺下椰子寨，
就可以将东路和中路打通，把乐会
四区和定安七区两个红色区域连结
起来。”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陈锦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根据作
战计划，讨逆革命军将在全岛铺开
一张大网——琼山讨逆革命军开往
定安七区，与定安讨逆革命军会合；
乐会、万宁讨逆革命军则开往中共
琼崖特委驻地；琼东讨逆革命军负
责破坏三发岭桥和里草桥，阻击文
昌、海口援敌。这样一来便可由点
及面打敌人个腹背受敌、措手不及。

腥风血雨的战斗

1927 年 9 月 23 日是一
个台风天。按照此前的战斗
部署，杨善集、陈永芹指挥的

乐会、万宁讨逆军各一个连和王文
明指挥的定安、琼山讨逆革命军各
一个连，9月23日凌晨5时从南北
两个方向同时向椰子寨发起进攻。

不料，9月22日天降大雨，直至
次日凌晨仍未停歇。为了隐蔽行
动，杨善集部选择人迹罕至的山路
迂回前进，而雨后泥泞的道路给行
军带来很大困难，30多公里的路程
走了整整一夜。

眼见约定的时间到了，杨善集
还不见踪影，王文明当机立断选择
按原计划进攻！

“一方面，天黑雨急，驻守椰子
寨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容易放松警
惕；另一方面，琼东、琼山、文昌等地
也将很快打响战斗。”椰子寨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管理人员以及讲解员才
源介绍，如果椰子寨战斗不能首战
告捷、牵制敌军，很可能直接影响总
暴动的最终结果。

“打！”23日凌晨5时，随着王文
明一声令下，椰子寨战斗按时打响。
战士们集中火力骤然向敌人的炮楼
射击。仅仅一个多小时，这场“奇袭”
战斗就宣告结束：敌一部被歼，大部
溃逃到石角一带。讨逆革命军占领
椰子寨，首战取得胜利。23日上午8
时，王文明部和最终赶到的杨善集部
在椰子寨墟东门胜利会师。

嘉积敌军得知椰子寨失陷后，
纠集正规军和团丁200多人，向讨
逆革命军反扑而来。由于敌军武器
精良、弹药充足，我军枪支老旧、弹
药少，在持续交火中渐渐处于劣
势。杨善集不顾个人安危，站上高
地亲自指挥战斗，头上戴的军帽被
子弹打飞，仍然高声下令：“无论如
何要打退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
最后，他不幸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陈永芹发现一股敌人从右翼的
小山上冲下来，已无弹药的他拿起
钢刀冲上去，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
最终因寡不敌众倒在血泊之中。在
这场战斗中，杨善集和陈永芹用最
壮烈的姿态，诠释了他们革命的宣
言——“革命同志死一人，生百人！”

红色教育引游客至

椰子寨战斗的胜利，揭开了全
琼武装总暴动的序幕，推动了琼崖

“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有力

地配合了全琼各地及其他省份的秋
收暴动，同时为中共琼崖特委领导
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陈锦爱说，此后椰子寨战斗打响
的9月23日，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琼崖人民军队的诞生日，以及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的纪念日，足见这场胜利对整个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影响深远。

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散去了硝烟，
但壮烈的战斗依然让人荡气回肠。

在椰子寨战斗历史陈列馆广场
上，由一面旗帜和一杆长枪组合造
型、总高度为9.23米的主题雕塑矗立
着。“旗帜寓意椰子寨战斗竖起的琼
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枪杆子寓意全琼崖武装总暴动
从椰子寨战斗开始打响，雕塑的高度

寓意着在1927年的9月23日，打响
了琼崖武装革命第一枪。”才源介绍。

为深入挖掘红色旅游文化资
源，有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可
持续性，2017年，琼海市把红色历
史主题与建设美丽乡村相结合，整
合资源，投入资金1500万元，建设

“椰子寨红色美丽乡村”。2018年，
椰子寨战斗遗址被省委宣传部正式
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自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椰子寨
红色美丽乡村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
观光。特别是重要节日，如清明节、

“七一”等，各学校和机关企事业单
位都组织学生及党员干部到此开展
形式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本报嘉积3月10日电）

黄昌炜画像

解放军43军128师383团一个加强营于3月11日上午9时在文昌县赤水港长路地区海岸先后登陆。击退岸上国民党守军的阻击后，同中共文北县委书
记叶明华、县长李光邦带领的支前队伍接上联系，并在抱锦乡同琼崖纵队独立团胜利会合，随后向琼山解放区转移。在转移中，于潭门一带粉碎了国民党
军两个团的进攻，歼其一个多营，俘副团长以下100多人。43军加强营的主力转移后，少数失散人员陆续登陆，在当地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接应下，
安全地进入解放区。

在野战军两个加强营胜利登陆不久，40军352团的两个排在雷州半岛海面上执行任务时，被海风和潮流漂过琼州海峡，他们便果断地登陆，得到儋县
一区党政组织和民兵的及时接应，共同打退了国民党军1个营的进攻，安全进入解放区。 （陈蔚林/辑）

黄昌炜,字辉如，1899年出生于海
南琼东县第六区(今琼海市福田镇)汪洋
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的独子，在校
读书时成绩优异，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
败极为不满，并萌发了变革社会、移风易
俗的想法。

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在北京
爆发，黄昌炜带领同学上街宣传，成为琼
东早期学生运动突出的积极分子之一。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黄昌炜于1922
年夏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系。上海大学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列主义和培养
革命青年的一个重要阵地。黄昌炜在这
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马列
主义著作，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1924年，黄昌炜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夏，他被派往新加坡开展党的建设
和工人运动。为了提高工人的政治思想
水平，黄昌炜常给工人做时事报告，鼓励
工人团结一致，为推翻剥削阶级而斗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许侠
夫、钱有光、许邦鸿、潘先甲、黄声渠等革
命青年先后从上海、琼崖和广州分赴新
加坡。在黄昌炜的领导下，他们进行革
命活动，建立工会，发展了大批党员、团
员。到 1925 年底，党员、团员发展了
300余人，工会会员发展到10万余人。

1926年6月，黄昌炜出席中共琼崖
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琼崖地委
委员。不久，共青团琼崖地委成立，他被
选为共青团地委书记，并任琼崖中路巡
视员等。9月，中共广东区委调黄昌炜
到广州任共青团广东区委秘书长，协助
杨善集开展青年工作。

1927年琼崖发生“四二二”事变。
6月，黄昌炜受广东区委派遣，到达乐会
县第四区琼崖特委驻地。随后在乐会
四区召开的中共琼崖地委紧急会议，选
举了特委领导机构，黄昌炜当选琼崖特
委委员兼青年部长。

9月23日，椰子寨战斗打响。杨善
集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此后，黄昌炜担
负琼崖特委、军委在琼崖东路的乐会、万
宁方面的领导工作。1928年1月，黄昌
炜指挥琼崖工农革命军在万宁县第四区
公庙田阻击战斗中，带领部队追击敌军，
不幸中弹溺水牺牲，时年29岁。

（本报嘉积3月10日电）

43军128师383团潜渡先锋营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成功登陆。（资料图片）解放军登陆部队在海南岛北部海岸与琼纵接应部队胜利会师。（资料图片）

1927年9月23日，椰子寨战斗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图为椰
子寨战斗遗址。 （资料图片）

琼海部分党员在琼海椰子寨战斗主题雕塑下，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重温
入党誓词。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