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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12日，琼崖苏维埃政府在今琼海市阳江镇高朗村成立，琼崖
劳苦大众第一次实现当家作主——

革命星火燃 点亮新希望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让红土地上的
百姓日子更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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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王绰余：
打造琼崖
土地革命模范区

■ 本报记者 袁宇

3月14日，沿着琼海市阳江镇江南村委会高朗村小组内的崎岖山道向上攀行，一路丛林密布，十分险峻。
这是阳江镇域内最高的山峰之一，从高朗山顶眺望四方，阳江地区尽收眼底。山中盆地内现在仅有寥寥几户村民居住，而在92年前，

这里却是琼崖红色政权的大本营——琼崖苏维埃政府驻地。
1928年8月12日，琼崖60多名工农兵代表在高朗村表决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自这一天起，禁

锢琼崖人民的旧制度被推翻，劳苦大众第一次实现当家作主。

■ 本报记者 袁宇

在“乐会四区”的采访令人
心潮澎湃。

一方面是因为那段烽火岁
月中的硝烟与热血，激励人心；
另一方面则是眼前的红土地
上，发生了太多可喜的变化。

90 多年前的高朗山上，近
百名村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日
子。在党的领导下，贫苦农民
砸碎身上的镣铐，直起身来当
家作主。而现在的高朗村，沐
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村民
搬离了祖居的高山，在山下建
起了新的家园。

80岁老人庞启燮和老伴在
山中养蜜蜂，年收入超过 8 万
元；满山种上了橡胶树、槟榔
林，曾经贫穷困顿的高朗山，也
成了村民致富的“宝藏山”。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乐会
四区”日新月异，红火的日子让
村民更加铭记革命历史。2009
年，江南村村民自发筹资、募捐
筹得50万元重建了琼崖特委第
一次扩大会议会址纪念馆，将
革命篇章代代相传。

故事的传颂，也是精神的
传承。精神的传承，更体现在
后人们的勤勉实
干上。牢记历
史 ，不 忘 初
心 ，相 信 在
党 的 领 导
下，老区群
众 的 日 子
会 过 得 更
加红火。

1927年9月23日，椰子寨的枪
声拉开琼崖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统治的序幕。此
后5个月中，琼崖共产党所领导的革
命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到1300多
人，并在全琼举行武装暴动。

1928年2月，中共琼崖二大通过
了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发展县、区、
乡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但在1928年
3月，广东国民党当局派遣第十一军
第十师蔡廷锴部4000多人入琼镇压
革命，相关筹建工作暂时停止。

蔡廷锴兵分三路，向琼崖东、
中、西各路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

面对敌人的重兵进犯，红军战士奋
起反击，其中东路红军多次击退敌
人对乐会四区（今琼海市阳江镇）革
命根据地的进攻。

“反‘围剿’斗争初期，乐会四区
苏维埃政府有力组织群众参军参
战、支前服务，配合红军击退敌人。”
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址
纪念馆讲解员冯锦健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为此中共琼崖特委决定在各
革命根据地尽快成立苏维埃政府，
发动革命群众保卫苏区。

1928年6月16日，中共广东省
委派黄学增入琼主持改组特委领导

机构，并就任特委书记。会议决定由
王文明任琼崖革命委员会主席，负责
筹备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黄学增认为特委在乐会四区
难以指导全琼工作，决定在一个月
内将特委移去琼山。”琼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说，当时国民
党反动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日
益猛烈，琼崖特委领导机关将撤离
根据地的消息，无疑会动摇军民反

“围剿”斗争的信心。
面对这样的局势，王文明加紧

琼崖苏维埃政府的筹建工作。在他
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各县纷纷自

下而上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到
1928年8月，全琼先后成立了陵水、
乐会、万宁、定安、琼东等县苏维埃
政府。这样，成立全琼苏维埃政权
的条件具备了。

1928年8月12日，在高朗山下
不断传来的枪炮声中，乐会、万宁、琼
山、文昌、琼东、定安、澄迈、崖县、陵
水等县的工农兵代表共60余人，在
山中盆地选举产生了琼崖苏维埃政
府领导机构，王文明为琼崖苏维埃
政府主席。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
王文明直接下山，率领部队抗击侵
入乐四根据地的反动派军队。

■ 本报记者 袁宇

自1927年9月23日琼崖共产
党人打响椰子寨战斗，经过近1年
的浴血奋战，终于建立了琼崖苏维
埃政府。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陈锦爱高度评价了琼崖苏维
埃政府的成立。他认为，琼

崖苏维埃政府是我党在全琼建立革
命政权的尝试，意义重大。

琼崖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
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乐会四区革命根
据地的政权建设经验。陈锦爱表
示，乐会四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
设，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权系统，主
要表现在：一是实行工农兵代表会
议制，二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三是实
行党政职能分开、民主监督等。

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除了
在全琼推广土地革命，还初步建立
了苏区的财政体系，并繁荣革命根
据地内的文化、经济建设，推动琼崖
革命进入历史新阶段。

“琼崖苏区，是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琼
崖的实践基地。”陈锦爱说，琼崖苏
维埃政府的建设，为后来抗日和解
放战争时期民主政府的成立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胜利后，琼崖
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认
真总结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坚持农
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继续开
辟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新的农村革命
根据地，坚持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
革命道路，最后配合中国人民解放
军渡海部队，解放了全海南，夺取最
终胜利。

（本报嘉积3月15日电）

岁月回眸

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

琼崖苏维埃是党在全琼建立政权的尝试

“琼崖苏维埃让劳苦群众看到
了希望。”在高朗山中盆地养蜂的
80岁的村民庞启燮告诉记者，他常
听老一辈讲革命故事，琼崖苏维埃
政府显示出共产党人为劳苦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我现在养蜂一年能挣
8万多元，都是因为革命先烈给我
们打来这片天下。”

庞启燮透露，在90多年前的阳
江地区，几乎人人传唱《工农兵进行
曲》，“谁是工农兵，我是工农兵！自

由被剥夺，受苦受难受压迫，拿起刀
枪去战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向前
进，向前进！”

歌声是劳苦大众的真情流露。
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迅速在琼
崖刮起一阵新风气，苏维埃政府分
配土地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
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白色
恐怖统治形成鲜明对比。

“包括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开
始向往苏区。”陈锦爱说，琼崖苏维埃

政府成立后，全琼苏区形成上下相应
的苏维埃政权系统，苏区百姓当家作
主，令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不得人
心，国民党兵普遍产生厌战情绪。

1928年 11月中旬，在中平仔
战斗期间，中共通过宣传苏区政策
策反敌军，多次在思想上瓦解敌
军。如国民党军排长海亭在红军和
赤卫队的宣传感召下，带领全排战
士起义，投奔红军；国民党海军陆战
队第九连官兵向往苏区百姓当家作

主，在与红军作战时战法消极，在我
党的宣传攻势下，该连士兵击毙反
动连长后整连起义，投奔苏区。

“这些仅是国民党军受到感召
投奔苏区的一部分事例。”陈锦爱
说，琼崖苏维埃政府的诞生，鼓舞了
琼崖人民的斗志，宣传了党的宗旨、
党的理念，“特别是在战火纷飞的情
况下，使琼崖人民在逆境中看到了
希望，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

（本报嘉积3月15日电）

枪炮声中成立的琼崖苏维埃

琼崖第一次土地革命高潮
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下设

财经、文教、交通、合作、军事、青年
等部，主管各方面的工作。还颁布
了临时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
法、保护工商业条例和税收条例等
法令。

“这些条例法令的实施，对团
结、活跃苏区人民，发展革命根据地
具有重要意义。”陈锦爱说，早在
1927年 12月下旬，乐会四区就成
立了琼崖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府。
乐四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党、
政、军和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建设工作。
尤其是乐会四区土地革命，从

一般的暴动，烧田契，斗土豪，发展
到分配土地阶段，区农民代表大会
制定了分配土地的原则：按人口而
不是按劳力分田，田产分配以肥瘦
为标准，由苏维埃政府评判。

在土地革命中，乐会四区呈现
出活跃生气，贫苦农民纷纷起来反
租退押，废租废债，烧毁田契，将种
种不合理的字据付之一炬，挣脱了
多年来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政治和经
济枷锁。乐会四区的土地革命摧毁

了革命根据地内的封建剥削制度，
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陈锦爱介绍，乐会四区革命根
据地的建设，是在王文明的直接领
导下进行的，有些文件由他亲自起
草或修改。因此，王文明作为琼崖
苏维埃政府主席，乐四区根据地建
设中一些好的经验、办法，被他提
高到琼崖一级，以政策、法令的形
式确定下来，向全琼推广，“尤其是
乐会四区土地革命的经验向全琼
推广，促使琼崖出现了第一次土地
革命高潮。”

此外，为解决红军反“围剿”斗
争中的经济困难，琼崖苏维埃政府
规定在琼崖和各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经济委员会，负责根据地的税收，发
动群众捐献，没收反动派财产，向富
商募捐或借贷等工作。各级经济委
员会积极开展工作，较好地克服了
反“围剿”斗争中的经济和粮食困难。

琼崖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在琼
崖大地上公然与国民党反动当局

“分庭抗礼”，打乱旧的统治秩序，引
来了敌人的仇恨，国民党反动派进
攻苏区的战争更加残酷。

党的理念深入琼崖民心

位于琼海市阳江镇江南村委会高朗村小组的琼崖苏维埃政府遗址。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王绰余1899年2月12日出生
于海南乐会县（今属琼海市）一个农
民家庭，他出生那年父亲病逝，家境
每况愈下，日趋窘迫。1918年，王
绰余和哥哥漂洋过海到马来亚谋
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革命
浪潮席卷全国，也波及马来亚，影响
了王绰余。1922年秋，王绰余回
国，考入广东公路工程学校，他在校
除了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外，还广泛
结交进步青年，与杨善集、洪剑雄、
徐成章等共同研讨各种进步书刊，
探求革命真理。

1925年王绰余参加了“琼崖革
命同志大同盟”，并于次年秋受同盟
派遣赴马来亚任育美学校校长，以
此作掩护协助黄昌炜等人开展革命
活动，发动琼籍华侨支持和参加琼
崖的革命运动。同年，王绰余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受中共广东区委和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派返回广州，
王绰余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琼
崖乐会县开展农民运动。3月，王
绰余等人成立乐会县农民协会筹备
办事处，并秘密成立乐会县第一个
党支部，王绰余任书记。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
王绰余率领革命队伍撤到乐会县四
区与王文明、陈永芹等一起创建武
装大队，开展武装斗争。同年9月，
王绰余协助乐会县委发动600多名
武装群众参加椰子寨战斗，拉开了
琼崖武装起义的序幕。

1927年12月中共乐会县委在
乐四区宝墩村召开全县第一次党员
代表大会，王绰余当选为县委书
记。在县委领导下，全县发展党员
2940人，还成立了乐四区苏维埃政
府。乐四区农民代表大会制订的
《土地问题的临时办法》和《分配土
地的原则》，得到琼崖特委的高度评
价。特委认为“现在实行土地革命，
当以该区为模范”。

1928年 5月在王绰余的具体
指导下，乐会县5个区都成立了苏
维埃政府，并分配了土地。5月23
日，乐会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至此，
乐会县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党、政、
军、群的革命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土地革命运动，成为琼崖中心革
命根据地。琼崖特委还将乐四区分
配土地的具体办法及经验向全琼各
地推广，使全琼出现了第一次土地
革命的高潮。乐四区也成为全琼土
地革命运动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
面红旗。

1928年11月国民党蔡廷锴部
攻破乐四苏区，琼崖革命出现低
潮。特委、琼苏政府和红军部队被
迫向母瑞山转移，地方同志化整为
零，潜伏起来坚持斗争。王绰余坚
持在乐会和定安交界的山区开展
斗争，不久因身患重病到乌坡(今
屯昌县境内)求医，被国民党逮
捕，后被押往府城英勇就义，时年
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