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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践行群众路线
做合格的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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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万宁六连岭，逶迤磅礴，连峰耸翠，风景秀丽，为古万州八景之一。
这也是一座赤色浸润血脉深处的山脉——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创建至1950年海南岛解放，自始至终都是红色天地，创造了

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走进位于万宁市和乐镇六连村的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内松柏苍翠。拾级而上，呈方形塔状的六连岭烈士纪念碑矗立眼前，庄

严肃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镌刻其上，铭记六连岭的2000余位烈士英魂。

■ 本报记者 袁宇

翻阅六连岭的革命历史，令人
心潮澎湃。这段长达23年的斗争
史，是一部深刻体现共产党人与人
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书籍。

23年间，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周
围100多个村庄，前后牺牲2000多
人，但当地人民群众支持革命的意
志丝毫没有动摇。在革命最艰难
的时候，连妇孺老弱也投身其中，
为革命战士放哨、运粮、送情报。
正是这千千万万人民群众齐心协
力支持革命，最终汇聚成一股大
潮，帮助共产党人击败国民党反动
派，夺取最终胜利。

六连岭军民浴血奋战23年的
红色传奇，昭示了群众路线就是党
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而能否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
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当前，我省
正全力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大潮中，除了以“舍
我其谁”的心态踊跃参与之外，更
要深入地走进一线，扎身
于人民群众中 ，用心
看、真心听、用脑记、
用情写，在实践中
践行“四力”要求，
讲好海南故事，
也让自己成为
组成党与群众
沟通桥梁的坚
实桥基。

1950年
3月15日

70年前的今天

湖仔战斗
3月15日，国民党军13师37团、39团4个营围攻解放军第43军的渡海

先锋营与琼崖纵队独立团驻地潭门地区，在湖仔村一带发生激烈战斗。
战斗最后，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敌军1个营、击溃2个营，敌军一
名团长当场被击毙，俘敌副营长以下9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各5挺，其
他武器装备一批。史称这次战斗为“湖仔战斗”。战斗结束后，我军清点
伤亡人数时，发现有27名战士牺牲，便在雅程后坡挖掘9个墓穴，埋葬了
这些烈士，俗称“九人墓”。而洽教村这边，守卫指挥部的7名先锋营战士
也不幸牺牲，被安葬在洽教村祠堂边。 （陈蔚林/辑）

1950年3月14日，解放军第43军一二八师渡海先
锋营与琼崖纵队独立团打响“湖仔战斗”。图为战斗旧址。

（资料照片）

海口市大致坡镇
洽教村的无名英雄烈
士墓。（本报资料图片）

逶迤山岭育火种

六连岭六峰相连，山势雄伟。
岭上古木参天，林海茫茫，龙滚河、
山根河、龙头河均发源于此，孕育了
140多个村庄，也孕育了红色种子。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发动
反革命政变。4月23日，中共万宁
县部委、县农会以“野外演习”为名，
趁夜率领礼纪、万城、龙滚等农训所
近200名学员撤出县城，来到六连
岭下的军寮村驻营。

后来，海口、乐会农训所学员也
到达六连岭与万宁的学员会师，在
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的主持
下，驻守在军寮村的农训所学员被
整编成一支农军。1927年5月22
日，国民党反动派纠集部队对六连
岭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农军在军
寮岭将敌人击退，打响了万宁革命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同年7月，根据革命需要，中共
万宁县委在六连岭成立，在带领农
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大暴动后，
中共万宁县委决定在六连岭建立革
命根据地。

“这里群众基础好，且地势险
要，易守难攻，敌人力量薄弱，有利
于党组织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曾
在六连岭地区工作3年的万宁市委
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关孩说，党
组织在六连岭发展迅速，一大批农
民协会骨干加入党组织，“六连岭周
围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党支部。”

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在六
连岭周边逐步开展。红军在斗争中
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耕种，同时东路工农革命军总指挥
部也在六连岭驻扎，帮助当地群众
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6月，万宁县苏维埃政
府在六连岭成立，并先后创办了苏
区合作社、红军医院、列宁学校、红
军大操场等，六连岭逐渐成为琼崖
东区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从那时起，整整23年，六连岭
革命根据地红旗不倒，领导人民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陈关孩说，在奇
石突兀的六连岭深处，红军洞、红军
医院、红军大操场等革命遗址依然存
在，而在一些山墙石壁上还能见到当
年战斗中留下的枪痕弹洞。

二十三年红旗扬

琼崖革命火种愈燃愈旺，引起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和不安。
1928年，国民党广东当局调集重兵
入琼“清剿”琼崖革命根据地。

自1928年 6月至 1932年，国
民党蔡廷锴部和陈汉光部先后“围
剿”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反动派修炮
楼、砍山林，切断人民与红军的联
系，断绝给养，穷尽各种办法，试图
将六连岭上的红色火种彻底扑灭。

“由于被敌人封锁，红军战士没
食物吃没衣服穿，被敌人围堵追击，

条件极为艰苦。”万宁市和
乐镇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李
国华说，由于缺衣少食，红

军战士们只能穿着用装米的麻袋做
成的衣服，上山挖野菜，下河摸鱼
虾，“即使条件这样艰苦，红军战士
们也坚持与敌人作斗争。”

在最困难的时期，留守的红军
长时间吃不到大米和油盐，许多红
军战士尤其是伤病员，身体异常虚
弱，几乎天天都有人死去。至1929
年夏，坚持在六连岭的红军战士只
剩下27人。后来，这仅存的27位
同志，整编为红军一排，继续战斗在
革命前线。六连岭根据地革命红旗
始终不倒。

1939年8月，万宁被侵华日军
侵占。为了扑灭革命火焰，日军在
六连岭地区进行“蚕食”“扫荡”，实
行“三光”政策，使许多村庄成为“无
人村”。据不完全统计，六连岭地区
群众被杀绝成为“无人村”的就有
20个村庄，先后被杀害的革命群众
和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有2000多人。

日军的血腥屠杀没有吓倒六连
岭上的革命战士，战士们英勇向日
寇发起反击。1941年11月，琼崖独
立总队特务大队符明等革命战士乔
装成“顺民”向兴隆日军据点送粮并
对据点发起突然袭击，歼敌23名；革
命同志周济安以“白皮红心”向日军

“自首”，以假情报“引蛇出洞”，伏击
歼灭日军48名。

战争时期，琼崖讨逆革命军副
总司令陈永芹，孙中山的铁甲车队
长、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徐成
章，琼崖特委特派员王白伦、肖焕
辉，以及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庄田将
军、副司令员李振亚等都曾在六连
岭根据地带领部队，在周边人民群
众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地支持与帮
助下，开展武装斗争。

“山不藏人，人藏人。六连岭革
命火种是靠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掩
护才能保存下来的。”李国华说，人
民群众想方设法突破封锁为革命战
士送去给养，大部分青壮年参与了
革命部队，也正因为有革命群众的
拥护和支持，六连岭上的红旗才能
始终飘扬，“后来，一批在六连岭下
战斗过的琼崖纵队老战士在和乐镇

成立了离退休党支部，为群众排忧
解难，发挥余热。”

闪闪红星耀琼崖

1943年冬，琼崖东区军政委员
会在六连岭根据地成立，对乐会、陵
水、崖县、保亭四县实行统一领导，
组织广大军民粉碎日军对东区各县
的“蚕食”进攻。1946年琼崖内战
爆发后，万宁革命群众及革命武装
仍以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多
次击溃前来“清剿”的国民党军，消
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1950年 4
月，六连岭军民配合渡海大军解放
万宁。

“从1927年到1950年，六连岭
革命根据地创造了琼崖革命‘二十
三红旗不倒’的奇迹。”李国华说，信
念坚定、心系人民、艰苦卓绝、英勇
奉献，就是“六连岭精神”，“换言之，
就是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敌人，为
人民服务。”

拂去硝烟，六连岭依然苍翠挺
拔。而在山脚下，乡间公路直通村
落，路旁槟榔林整齐挺拔，菠萝、西
瓜等瓜果长势喜人。这片大山用它
的泥土和清泉滋养出一颗颗丰茂的
果实。

“六连岭上现彩云，竖起红旗革
命军。二十余年游击战，海南人民
树功勋。”“六连岭树红旗日，五指山
防白匪时，二十三年根据地，一心革
命贵坚持。”朱德、董必武来海南视
察工作时，在六连岭下赋诗抒怀，缅
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

1989年8月20日，六连岭革命
烈士纪念碑被确定为全国革命烈士
纪念建筑保护单位。2009年 5月
22日，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入
选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2015年9月3日，六连岭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青山慰忠魂。如今，六连岭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每年吸引2万余名
全国各地的游客参观，游客们在刻
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前
缅怀先烈，远望连峰耸翠的六连岭，
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万
宁将以六连岭23年红旗不倒的精
神为主体，结合优质生态资源，打造
集红色旅游、生态观光、健康养生、
军民融合、农事体验、越山下海的三
色健康小镇，让革命老区的人民生
活越过越红火。

（本报万城3月14日电）

■ 本报记者 袁宇

他参加工人运动时年仅17
岁，先后组织参与多次罢工，并参
与了广州起义；他铮铮铁骨，被国
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坚贞不屈，牺
牲时年仅24岁。他就是革命烈
士李源。

李源，1904年出生于广东东
莞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因为家
庭贫穷，李源在青少年时便到香
港“亚洲皇后号”轮船做海员。
1921年秋，17岁的李源参加中华
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翌年1月，
他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反对英
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政策和不合
理待遇，并与其他罢工海员返回
广州，坚持罢工战斗。

1925年6月，李源参加了震
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初
期，他在罢工工人纠察队第三大
队工作。随后，他和其他队员一
起，到广东沿海港口执行封锁香
港的任务。同年秋，他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4 月 15 日，国民党
反动派在广东发动反革命政
变、并派出反动武装包围袭击
缉私检查队。许多队员壮烈牺
牲，李源突破敌人包围，得以生
还。事后他仍留广州坚持斗
争，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
与中共广州市委及秘密的省港
罢工委员会一起建立“省港罢
工工人利益维持队”“义勇团”
等地下武装，坚决反对反动派
的血腥大屠杀。

1927年 12月 11日，震动国
内外的广州起义爆发。李源率领
部分赤卫队员、工人在第五区作
战，占领了第五区的反动机关。
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建立起来后，
李源根据上级布置，在第五区米
市路、五仙观等地部署革命武装
保卫机关。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反动势
力疯狂反扑，围攻广州。为了保
存革命力量，起义部队及广州工
人赤卫队决定从广州撤出。李源
率少数工人武装，担负掩护任
务。1928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
派李源到琼崖工作，在中共琼崖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
当选为中共琼崖特委书记。2月
下旬，他回到香港，在中共广东省
委机关工作。

1928年四、五月间，中共广
东省委代理书记张善铭牺牲，李
源任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稍
后再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年
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李源因工作
未能参会），会上李源被选为中共
中央委员。

1928 年秋末，李源秘密前
往粤东传达党的六大决议，指
导党的工作。临走前，他对爱
人说：“你已身怀六甲，不能随
行，如果我不幸牺牲了，往后生
下或男或女，请你教育孩子长
大以后为烈士报仇，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

李源抵达大埔三河坝时，不
幸被反动军警逮捕，在狱中遭受
了敌人的酷刑拷打和种种折磨，
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惨遭敌人杀
害，牺牲时年仅24岁。

李源：
铮铮铁骨 坚贞不屈

万宁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最艰难时仅剩下27名红军战士——

六连岭上战旗红

1941年7月，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创建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院。
图为该校旧址。 （资料图片）

六连岭革命根据地。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