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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决定开展土地革命，
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

擎起琼崖革命指路“明灯”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传承革命先烈精神
勇当自贸港建设先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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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袁宇

徐成章：
革命先驱 驰骋疆场

■ 本报记者 袁宇

3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驾车来到琼海市阳江镇江南村白水磉村民小组探寻琼崖革命印记。沿着平坦的水泥道路前行，记者来到村中的冯氏祠堂，祠
堂外绿树成荫，几名村民正在这里散步。

这里是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二进式建筑的前边是纪念馆，墙上贴有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乐会县委成立等历史事件史料；后边
是祠堂，也是当年会议的会址。

93年前的白水磉村，三面环水，山高林密，冯氏祠堂便坐落在山林深处，平日里少有人烟。1927年11月13日的夜间，在海棠油灯的微弱光照下，关乎
琼崖革命方向的重要会议——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就在这座祠堂召开。

■ 本报记者 袁宇

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
会议会址所在地琼海市阳江镇
白水磉村，革命年代，家家户户
有人参军，为了琼崖解放抛头
颅、洒热血。

历经 90 多年的风风雨雨，
当年的战火硝烟已然散去，但
村民出钱出力重新建起占地面
积达 2000 多平方米的纪念馆，
80 岁的老人冯锦健连续 11 年
担任义务讲解员，不求报酬，只
求为更多人讲述革命先烈的故
事，让更多人知晓那一段革命
历史。

纪念，是了更好地传承。
90 多年过去，琼州大地有

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革命先
烈的精神传承不绝。他们忠诚
于党、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浴
血奋战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每一
位琼崖儿女砥砺前行。

“潮起天之涯，风从海上
来”。当前，海南迎来新的历史
机遇，自由贸易港建设赋予琼
崖儿女新的使命。琼崖革命的
大浪潮中，革命先烈们为了革
命事业奉献出自身所有。在新
时代，我们应当传承革命精神，
学习他们“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境界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历史担
当，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为
海南自由贸
易 港 建 设
作出自己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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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今天

加强营被授予“渡海先锋营”称号

3月12日，解放军43军128师383团加强营在公坡乡集结，与琼崖纵队独立团会合，并被43军授予“渡海先锋营”称号。
当地干部群众在接应渡海部队时，有的利用成束的手电筒光做“信号灯”与渡海野战军联络；有的把情报放在约定的树洞里，盖上椰子壳让交通员取

走；有的混在被迫为国民党军修工事的群众队伍里，随时接应渡海部队。此外，一些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解放军伤员，当国民党军进村搜查、威迫群众
交出伤员时，临危不惧、守口如瓶，并秘密地把伤员转移到琼崖纵队设在沿海红树林里的医院。登陆部队经过各村庄时，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一些回乡
探亲的华侨还端出热腾腾的咖啡、牛奶，让解放军指战员解渴、驱寒。 （陈蔚林/辑）

他牺牲时年仅36岁，却留下了很多
传奇故事；他文武双全，驰骋疆场，革命
足迹遍及海南、广东、云南及东南亚；他
参加过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出任过黄埔军校教官，是孙中山大元
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在陵水参与创建第
一个琼崖苏维埃政权。他，就是琼崖革
命的先驱徐成章。

徐成章出生于海南琼山县（今属海
口市）演丰镇昌城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1909年，徐成章与徐天柄、梁安周
（即梁秉枢）等革命青年加入了“励志社”，
开展“反清”宣传活动，同年加入琼崖同盟
会支部，成为琼崖同盟会早期会员，积极
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驱逐琼崖代理
道尹范云梯等前清残余势力，徐成章率
领近200人的学生军进攻府城。在辛亥
革命果实被大卖国贼袁世凯篡夺后，他
在琼崖继续积极从事讨袁运动。1916
年7月，琼崖讨袁军解散后徐成章避居
广州。

1918年，徐成章考入云南陆军讲武
堂就读，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组
织学生示威游行，成为该校左派学生的
领导者之一。1923年，徐成章在参加与
军阀陈炯明作战期间，接触马列主义，并
实现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
变。同年下半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始筹办，周
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徐成章受共
产党的派遣到该校任特别官佐。同年
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将要毕业
时，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先生同意，
决定建立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
队，徐成章任队长。随后他率领铁甲车
队参加省港大罢工，任工人纠察队总教
练和总指挥。1927年广州“四一五”事
变后，徐成章奉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前往
海陆丰领导4000多人同起义军解放揭
阳县城，成立揭阳工农临时政府。

1927年 10月下旬，徐成章受广东
省委派遣，到琼崖领导琼崖人民开展武
装斗争，任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党代表兼参谋长。他领导琼崖工农革命
军在攻打万宁和乐墟取得胜利后，接着
又驰援陵水县，攻占陵水县城，建立琼崖
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1928年2月初，徐成章率领红军北
上，途中在农民群众的配合下，向万宁县
第四区分界墟民团据点发起进攻。2月
4日战斗打响后，在我军缺乏弹药的情
况下，徐成章身先士卒，指挥总预备队插
上钢刀，冲入街道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战斗中，他被流弹打中颈部，因伤势过
重，壮烈牺牲。（本报嘉积3月11日电）

1927年秋，海南革命形势发生
重大变动。当年9月，琼崖共产党人
在椰子寨打响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
第一枪，拉开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
序幕。

在椰子寨的枪声中，琼崖讨逆
革命军在琼东、琼西向敌人发起进
攻，消灭大批民团武装，并攻克儋县
县城，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但在
椰子寨战斗中，琼崖特委书记杨善
集壮烈牺牲，给革命的发展蒙上了
一层阴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7年11月
初，中共广东省委再次派遣省委常
委杨殷等来琼崖指导工作。当时白
色恐怖笼罩全岛，杨殷以走江湖卖
膏药为掩护，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到
达乐会县（今属琼海市），找到乐一
区委的负责人。随后他被带到乐四
区琼崖特委驻地（今琼海阳江镇）。

杨殷抵达琼崖特委驻地后，琼
崖特委迅速组织召开第一次扩大会
议。1927年11月13日夜间，杨殷、
徐成章、王文明、罗文淹、陈垂斌、冯
平、许侠夫、冯白驹等人围坐在冯氏

祠堂侧厢房内，共同研究琼崖革命
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杨殷带来了党
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
和大家讨论通过了《特委第一次扩
大会议决议案》。会议决定在琼崖
进一步扩大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
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
据。会议对琼崖特委领导成员进行
了调整，增补王文明、罗文淹、陈垂
斌为常委，由王文明任书记。

“ 这 次 会 议 开 创 了 多 项 第
一。”在会址纪念馆当义务讲解员
的 80岁老人冯锦健说，会议第一
次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第一次提
出开辟革命根据地，第一次提出
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琼崖革命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冯氏祠堂作
为会议旧址，见证了琼崖革命斗争
走向第一次高潮。

在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陈锦爱看来，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
会议的召开，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和
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政权结
合起来，意味着琼崖革命斗争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

1932年冬天，土地革命陷入低
潮，乐四区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反
动派反复“围剿”下失守，琼崖特委
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址被国民党反动
派破坏，原冯氏祠堂被全部摧毁。

“ 我 们 村 曾 是 琼 崖 特 委 驻
地，这么重要的会址我们没有理
由不恢复重建。”江南村党支部
书记庞启传说，村民们时常听老
一辈人讲述革命历史，对革命先
烈为求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精
神非常钦佩。

2009年，村民们成立了白水磉
革命会址筹建小组，着手恢复重建
革命会址。靠四处募捐和自发捐
款，筹建小组筹得50多万元，2010
年纪念馆初步完工。

“我当义务讲解员，就是想让更
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冯锦健告诉记

者，为了重修会址，村民家家户户出
工出力，“从建成到现在，已经接纳
了9万多名外地游客。每年都有大
量琼海本地游客前来缅怀先烈。”

冯锦健说，今年3月初，他还接
到新疆游客预约参观的电话，“但是
由于受疫情影响，我们建议他们改
期再来。”

阳江镇党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白水磉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
会议会址现在已经成为该镇一处
重要的革命旧址，是缅怀革命先
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
所。江南村依山傍水，景色秀丽，
该村正大力建设美丽乡村，将结
合白水磉革命旧址，发展红色旅
游，“相信在未来，革命老区的发
展会越来越好。”

（本报嘉积3月11日电）

重挫之下 会议指明革命方向

整军经武 土大炮战胜洋机枪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琼崖特委
对琼崖革命武装力量进行改编，将
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琼崖工农革
命军，冯平任总司令，王文明任党代
表。同时取消每一路军的番号，分
别成立工农革命军东路、中路、西路
总指挥部，在全琼进一步扩大武装
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在冯氏祠堂后面有一块空地，
是当时的练兵场。93年前，儿童团、
少年先锋队、成人赤卫队都在这里
苦练本领。现今村民们在这里树碑
立字，教育后人。

“那时我们的武器太差了。”冯
锦健向记者展示了纪念馆内一支革
命部队使用过的火枪，这是一支老
式火帽枪，弹药从枪口装入，“射击
时精度差，而且装填很不方便。”而
革命部队用的土制手榴弹，是在牛
奶罐里放进炸药，用一根铁丝从下
圈到上，再插上引线，打仗时点燃引
线，要烧得差不多了才扔出去。可

就是这样简陋的装备，却战胜
了敌人的洋机枪。

1928年8月底的一天，敌人集
中兵力进攻乐四区。当敌人的先头
部队进入我军伏击阵地后，8门革命
战士自制的荔枝炮开火了。密集的
铁砂、铁片、铅块伴随着地动山摇的
巨响，从荔枝树干凿成的炮膛中射
出，敌人瞬时倒下一片。此仗打死
打伤敌人数十人，敌营长向上司报
告说：“红军犀利枪械甚多。”

冯锦健说，现今在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便藏有一尊木制大
炮，仿造自白水磉兵工厂的荔枝
炮。据记载，白水磉兵工厂自1927
年9月一直办到1932年8月。

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
全琼武装暴动很快再度兴起，各地
革命捷报频频传来。趁热打铁，作
为琼崖特委驻地，乐四区率先组织
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乐四
区苏维埃政府。很快，琼崖工农革
命军在乐会、万宁、陵水、崖县等四
县开辟出一条长达100多公里的带
状红色区域，以乐四区为中心的琼
崖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红色旅游 开辟老村发展新路

重建的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址。（本报资料图片）

2019年7月，游客参观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纪念馆。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第43军授给383团加强营“渡海先锋营”
锦旗。 （资料图片）

解放军战士在起渡点登船渡海。（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