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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1日，琼崖西路工农革命军在南田村发动武装起义，威震琼
崖国民党反动派——

南田起义震琼西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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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符节：
勇举义旗 赤诚为民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93年前，江西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
似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千里之外的琼崖人民于黑暗中重新看到革命的希望，一时间全琼武装暴动呈星火燎原之势。从南到北，自西向

东，琼崖工农革命军和各地农军一次次揭竿而起，不断扩张红色版图，而“南田起义”正是这段岁月中不可抹去的一笔。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南田起义”一声枪响，琼
西农村大地出现了新气象。
回望这段烽火岁月，一批又一
批革命先辈不畏生死，坚持革
命，谱写出一曲感天动地的英
雄凯歌。

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工作中，南田村的党员
干部们将红色基因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一手抓乡风
文明，一手抓产业富民，让
革命老区一次又一次焕发
新貌。

在南田村的采访中，我
感 受 到 了 一 股 信 仰 的 力
量。它让共产党人敢于在
白色恐怖下高擎红旗，也能
在新时期发展中不忘初心，
脚踏实地。

以身许党，以身报国，忠
心为民。只要这份信仰不丢，
我相信南田村的老区故事还
将续写新篇。

1950年
3月14日

70年前的今天

渡海先锋营与琼纵独立团在洽教村设立指挥部

3月14日，第43军的渡海先锋营与琼崖纵队独立团进驻琼山县潭门地区，在今海
口美兰区大致坡镇洽教村设立指挥部，后来在潭门、湖仔等地与琼崖纵队独立团协同
作战，取得消灭敌军1个营、击溃2个营的重大胜利，大挫敌军士气，为解放全琼扫除
了行进中的障碍。洽教村是革命老区村庄，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海南战争时期，该村群
众积极支持革命，先后有60多位先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陈蔚林/辑）

位于海口大致坡镇洽教村的渡海先锋营指挥
部旧址。 通讯员 刘平 摄

洽教村渡海先锋营纪念
广场。 通讯员 刘平 摄

白色恐怖下红旗高擎

白色恐怖像一张无形的网，笼
罩着1927年的中国。

这一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告
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随着全
国各地无数共产党人倒在敌人的屠
刀下，在远离党中央、敌人控制十分
严密的海南岛上，国民党琼崖当局
也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
血腥屠杀。

阴云翻滚的紧要关头，革命之
路何去何从？

中共琼崖地委（后改为“中共琼
崖特委”）于同年6月召开紧急会
议，明确“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在
农村建立工农武装，以革命武装反
对反革命武装”作为当前中心任务，
为琼崖共产党人今后的革命斗争指
明了方向。

东路军、中部军相继组建起来，
为适应斗争形势，中共琼崖特委军
委主任冯平又率领新组建的农军部
队赶赴澄迈县西昌乡南田村（位于
今屯昌县西昌镇境内），与王文宇组
织的农民自卫军和刘家弟带领的南
凯地区农军会合，三支队伍合并成
立了西路讨逆革命军。

“为什么选择南田村？那是因
为南田村四周都是绵延的丘陵，进
可攻往澄迈临高儋州，退可在山窝
中养精蓄锐，再加上有一定的党组
织建设基础，区位优势显著。”屯昌
县委党校解说员张宇君介绍，冯平
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武装部队很快得
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青年
们踊跃报名参加武装斗争，各村也
纷纷成立农民自卫军、儿童团，队伍
规模一下子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
500多人。

一扫大屠杀后彷徨犹疑的情
绪，这支“泥腿子”队伍的革命热情
顿时高涨。

在教官王文宇的带领下，战士
们在南田村开辟出一块操场，每天
清晨早早列队集中，进行着瞄准、刺
杀、格斗等军事训练。“他们就是在
这里训练。”张宇君指着如今南田村
村口的一棵百年大榕树说。

彼时，王文宇刚刚从广东的军
官教导团学习归来，具有较高的军
事素养。经过他近两个月的耐心指
导，这些“半路出家”的新兵很快训
练得有模有样。

养精蓄锐、壮大队伍之余，另一
边冯平等人也时刻关注着岛内外的
革命形势。南昌起义如平地响春
雷，椰子寨战斗掀开琼崖武装总暴
动序幕，琼山、临高、儋县（今儋州）
相继举行武装起义……随着各地武
装斗争风起云涌，南田一带的工农
运动氛围日渐浓厚，一场酝酿已久
的起义正蓄势待发。

武装起义轰动琼岛
轰轰烈烈的九月全琼武装总暴

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地打击，
使革命逐步由低潮转向高潮。
1927年 11月初，中共琼崖特委召
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在琼崖进
一步扩大武装暴动。

经过部署，冯平等人决定于12
月1日在南田发动武装起义。

这一天，已由西路讨逆革命军
改编为西路工农革命军、由农民自
卫军改编为农民武装常备队的战士
们举着红旗云集南田操场，个个精
神抖擞。再看看他们的武器，真是

“奇观”：有的扛来自制的荔枝炮、牛
竹铳，有的挑来用罐头壳、玻璃瓶制
作的手榴弹，一些人扛着红缨枪、梭
镖，最不济的手里也有一根木棒或
是一把砍刀。

“我方虽然枪械差、弹药缺，但
士气旺盛，作战勇敢。”张宇君介绍，
这支队伍共有500多人，编成4个
连，向西昌、下水、仁教、海军、大坡
一路进军，攻打地主土豪武装和反
动民团，惩治土豪，没收反动土豪财
产，焚烧地主田契，拔除沿途地区的
民团据点十多处。

敌方毫无准备，不堪一击，只能
狼狈逃命。至此，西路工农革命军
将东至新兴岭肚、西至临高圩隆、南
至屯昌南坤、北至太平连成一片红
色区域，创建了以尖石岭为中心的
革命根据地。

南田起义震慑了澄迈县、临高
县、儋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也引
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仇视。12月
18日，国民党澄迈县县长王光玮带
领3个连的白匪军和民团向西昌根
据地进发，一路上杀人放火，抢劫
百姓。

见反动派来势汹汹，有些人担
心顶不住，要吃亏，主张撤退。王文
宇却称，敌人来得正好，传令准备战
斗。这一天下午，他带领队伍占领
鸡毛箭岭的制高点，分三个高地截
击敌人。

“打！”只听王文宇一声令下，火
药枪响起来，石头砸下来，手持梭镖

砍刀的战士们从山坡上冲下来，打
得白匪军和反动民团蒙头转向。这
一场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共打死
敌人2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子弹和
两匹战马，残敌只能龟缩回到金江
县城。

就这样，西路工农革命军一步
步壮大着自己的力量。

革命老区展新貌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
风顺。1928年，由琼崖工农革命军
改编的琼崖工农红军在反“围剿”
斗争中严重受挫，冯平、符节相继
被捕，这让南田一带的革命活动转
入低潮。

屠刀砍下了革命者的头颅，却
挡不住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坚定
步伐。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西
路工农红军大部队兵分两路向母
瑞山、尖石岭转移，另一支队伍则
留守南田，继续秘密开展着革命
活动。

“我小时候常听老人讲，那时
候共产党员常扮成朋友亲戚躲藏
在村民们的家里，一到晚上他们
就偷偷聚到一块，商量着怎么带
领大家起义反抗。”南田村村民邱
天富认为，尽管历史的烟云早已

远去，革命先烈们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南
田人。

以红色革命基地、美丽乡村、
整村推进等项目建设为契机，近年
来南田村相继完成道路硬化、生活
用电、饮水安全、田洋整治、美化绿
化亮化提升等便民利民项目，同时
完善“南田起义”陈列馆、指挥部旧
址、冯平雕像、南田展馆等一批红
色题材基础设施建设，早已蜕变为
一处集文明村镇、椰级乡村旅游点
和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于一体的美
丽村庄。

“南田村是土龙村下辖的一个
自然村，通过发展黑猪、香鸡、金椰
子等产业，于2018年实现了整村脱
贫出列，目前人均年收入达1.1万
元。”在土龙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郐东宁看来，如今老区人民在奔小
康路上体现出的坚韧、奋斗、奉献的
精神，正是与先辈们的红色革命精
神一脉相承。

沿南田村宽阔的村道绕行，只
见一幢幢新式民居错落有致，古树、
古井与一汪碧水相映成趣。新与
旧，古与今，在岁月的起承转合中和
谐共存，碰撞出独属南田的村庄风
貌与人文气质。

（本报屯城3月13日电）

1927 年 8月 1日拂晓，一声急
促的枪响宛若惊雷，震醒了江西南
昌城。同其他数万名起义将士一
样，28岁的符节在自己的左臂缠上
白手巾，一声声地高呼着“河山统
一”。

1899年，符节出生在海南文昌
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自幼聪颖：不
仅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会打
排球、唱琼剧、写对联，堪称文体艺
术全面发展。

正是这种始终走在前列的思想
觉悟使然，青年符节接受“五四”洗
礼，很快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
运动的积极分子。1920年代初，21
岁的符节与徐成章、冯平等人相识，
在海口共同创办《琼崖旬报》，通过
报刊向琼崖人民介绍马列主义，宣
传革命思想。

原本是个温情革命者的符节，
在大时代的动荡中，渐渐认清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1925
年，他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第三期学习，同年底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第二年，符节便受中共党组织
委派到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叶挺部
工作，历任营长、团长。作战中，他
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屡立战功，《武
汉日报》也曾在当时的显眼位置上
介绍了符节英勇作战的事迹。

1927 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
个重要时间节点，也是符节生命中
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奉命回到
广州，在军队中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遭逮捕又获释放，更先后参加了南
昌起义、广州起义，积累了丰富的革
命斗争经验。

1927年底，符节被派回琼崖负
责党的武装领导工作，并在中共琼
崖特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被任命为琼崖工农红军政治部主
任。此后的近半年时间里，符节和
冯平同甘共苦，密切配合，有效地指
挥部队与国民党军周旋，度过了一
个又一个难关。

1928年 5月 9日夜晚，由于叛
徒告密，国民党军突然包围西路红
军指挥部。符节、冯平兵分两路强
行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被打
散，第二天在一个山坳里因子弹耗
尽而被捕。

尽管在狱中遭受威胁利诱，符
节始终没有屈服，留下“共产党人心
志已决，坚定的信念是任何人也改
变不了的”的铿锵誓言后，于7月4
日在澄迈县金江镇与冯平一起英勇
就义，年仅29岁。

（本报屯城3月13日电）

⬅ 3月13日，屯昌
县西昌镇南田村的南田
起义指挥部现状，当时
的茅草房已经倒塌，现
在只剩下一圈石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符节烈士纪念像。
本报记者 王凯 翻拍

⬆ 3 月 13 日，屯
昌县西昌镇南田村新建
的南田起义指挥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