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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内洞山是一座由母瑞
山向东北延伸的小山岭，
和母瑞山地形一脉相承，
偏、远、弯道多。

过去的内洞山密林杂
草丛生，可以很好地为琼
崖革命的进行提供天然掩
护。而今的内洞山，在人
们开山垦荒之下，已经被
经济作物覆盖。变的是岁
月，不变的是不同时代下，
一脉相承的奋斗精神。

这种奋斗精神，体现
在罗凌村贫困户与贫困作
斗争的过程中。采访过程
中，我了解到，罗凌村 31
户 180 名贫困户，在当地
政府的帮助下积极发展肉
鸡、肉猪的养殖，通过种槟
榔、冬季瓜菜等，于 2019
年全面脱贫。有脱贫户
说，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
了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决胜小康的后腿。

无论是创造琼崖革命
奇迹的先辈，还是为美好
生活奋斗的村民，他们身
上都体现出了奋斗精神。
奋斗精神是革命先烈留下
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后
人，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奋斗精神，在这个革命先
烈用生命和鲜血奋战来的
新时代，以不懈奋斗创造
美好新生活。

重建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核心，成为琼崖革命转危为安的转折点——

危亡关头，内洞山会议挽狂澜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蓝天白云下，位于琼海和定安两地交界处的内洞沟流水潺潺，在阳光映射下波光粼粼，内洞沟两岸是一片青翠的橡胶林和槟榔树，碧
水和山林勾勒出一幅美丽的水彩画。

“内洞山会议就是在河边的那片密林里召开的。内洞山，其实是丘陵，过去灌木丛生。”3月17日，定安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崔
开勇指着内洞沟边一处胶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91年前，内洞山会议及时地重建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机构，成为琼崖革命转危为安的转折点。尽管时光流逝，但这块浸染着革命先
烈鲜血的红土地，仍在诉说着如歌如泣的红色故事。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在琼海市万泉镇罗凌村的大树岭
上，有一个由当地村民砌成的台子，是村
里“革命树”曾经生长过的地方。

“那棵大树是一颗桐树。土地革命
时期，红军伤病员多次转移到岭顶上的
大树下休息、治病，红军战士还时常爬到
树上放哨，因此才有了‘革命树’的叫
法。”罗凌村党支部书记符式基说，原来
的罗凌村多坡地，而这棵树处于坡地高
处，且树干粗壮，枝叶繁盛，极其方便当
时放哨人攀爬。“爬上去能看得很远，一
有风吹草动就能发现。”

抗日战争时期，内洞山同样是琼
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海南解放后，
人们开始垦地耕作。后来，附近的师
生们每年清明节都会到“革命树”下缅
怀先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还在
这棵大树的树干上用红漆写下“革命
树”三个大字。

1990年代后，因为开荒种植，水土
流失较为严重，为保护“革命树”，有人在
树下用石头砌成一道圆形的护墙，将“革
命树”围住保护起来。

2005年的一场台风将枯萎的“革
命树”刮倒，人们痛惜不已，但已无计
可施。遂专门组织人力在原枯萎的

“革命树”主干旁再围植 4株桐树苗，
用水泥砌了围挡，保护树苗的生长，保
存这个琼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标志，
以及那段在“革命树”下守望革命星火
的光辉岁月。

（本报嘉积3月17日电）

岁月回眸

“革命树”下守星火

1928 年 12 月，黄学增、官天
民、陈大机等带领的中共琼崖党团
特委机关迁到了国民党在琼崖的
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海口市
和府城镇，一边筹建南区特委，一
边开展城市工作。

1929年2月，党团特委机关在
海口、府城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
党当局的注意。2月中旬，中共海口
市委书记严鸿蛟被捕，叛变革命，供
出了特委和市委机关所在地，敌人

随即派兵包围特委和海口市委机
关，逮捕了陈大机、黄朝麟、云昌江等
特委和市委领导成员及机关干部共
13人，黄学增、官天民因赴广东省委
汇报工作而幸免于难。接着敌人又
令严鸿蛟带路，在海府地区追捕革
命同志，海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迅速恢复特委对城市工作
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琼崖

“特委本身须即建立起来”，由“官天
民、黄善藩、冯世江、谢翰华、熊侠五

人组成之。以官天民任书记。”
新特委成立后，在敌人白色恐

怖之下，在海口工作难以开展。于
是，特委便计划在澄迈县组织武装
暴动，攻占金江镇。但是，7月间，
特委机关再次被敌人破坏。黄学
增、官天民相继牺牲，进攻金江镇的
计划也随之停止。

“那时，琼崖工作迭次遭受打
击，党的基础受到严重破坏，各县虽
有工作，但无法正常联系。正确引

导革命方向迫在眉睫。”琼海市党史
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说，就在琼崖
革命失去统一领导核心的危急关
头，时任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挺
身而出，将琼崖特委被破坏的消息
通报有联系的其他县委，并到母瑞
山向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汇
报上述情况，提议召开各县县委领
导人联席会议，以便重建琼崖特委
领导机构，讨论研究今后斗争方针
问题，带领全琼人民继续坚持斗争。

内洞山会议遗址。（本报资料图片）

傅佑山：
大义凛然 英勇不屈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傅佑山1904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
（今文昌市）迈号镇德清村。在明智小学
（现龙头小学）高小毕业后，被聘为振德
小学教师。1927年，他在同村傅启云、
傅启霖的指引下，参加了革命。他以教
师职业为掩护，经常在野外树林深处，秘
密刻印传单，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春夏间，傅佑山任中共文昌
县便民区（一区）区委书记。在此期间，
他常在文昌县第一区区立第一高小学校
（今文昌中学校址）凉亭墙壁上抄贴革命
标语口号，秘密进行宣传活动。

1929年秋，中共文昌县委恢复，傅
佑山继任县委书记。当时，文昌县委委
员有7人，除1名女同志外，其余都是教
员。1928年到1929年，傅佑山曾在文
城开办“正昌”号布匹店（今文昌华侨纱
布门市部），以做生意为掩护，作为共产
党秘密活动的联络点。

也正是那一年，中共琼崖特委机关在
海口遭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8月，在琼
崖革命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
明主持下，各县代表联席会议在内洞山召
开，成立临时特委，傅佑山当选为临时特
委委员。同年11月，特委召开党团特委联
席会议，傅佑山被选为特委常委。

1931年冬至，傅佑山不幸被国民党
大德乡团丁逮捕，押送文昌监狱。在监
牢中，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傅佑山被打得
遍体鳞伤，骨头被打折，但他始终不泄露
党的秘密。

1932年春，傅佑山遭国民党当局杀
害。就义前，从文城监牢至校场坡沿途数
里，他连声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佑山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 （本报嘉积3月17日电）

碧水悠悠，当年内洞山会议召
开时的紧张氛围，已经化成了现在
内洞山一带的岁月静好，原本灌木
丛生的山岭早在开荒垦殖年代就换
了新颜。如今，在这片曾经浸染着
革命先烈鲜血的红土地上，橡胶、槟
榔和菠萝等经济农作物茁壮生长。

位于内洞山山脚下的琼海市万
泉镇罗凌村，村民种植了百余亩菠
萝。罗凌村党支部书记符式基说，

罗凌村是万泉镇最偏远的一个村，
共有 15个村小组，600多户 2288
人，村里党员有60人。

“站在革命先辈奋斗过的土地
上，我们要发扬革命先烈精神，不忘
初心，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符
式基介绍，村里坡地较多，村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就是种橡胶、槟榔和辣
椒。从2017年起，在市、镇两级政

府的帮扶下，中心村民小组和付地
埇村民小组开始进行美丽乡村建
设，修通环村公路，通往各村民小组
的道路都已进行硬化。而付地埇村
民小组已安装46盏村道路灯，方便
村民出行。

“今年，就等着政府支持美丽乡
村建设的资金到位后，把付地埇村
民小组的鱼塘改造成休闲、垂钓场
所，建设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逐步

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符式基说
依托于种植业的发展，罗凌村

31户贫困户去年全部脱贫。接下
来，村民渴望的是更深入的产业发
展。村“两委”干部盼着，能有相关
企业来投资合作，带动村民一起发
展产业，增收致富。

（本报嘉积3月17日电）

十万火急 冯白驹发出提议

重大转折 琼崖革命谱新篇

冯白驹的提议，得到了王文明
以及各县县委的赞同和支持。
1929年8月中旬，由王文明、冯白驹
为召集人，一个反思“城市中心论”
的内洞山会议，在定安县内洞山（今
琼海市东红农场内洞七队）的密林
中悄然召开。

会议通报了特委机关被破坏的
经过，总结了特委机关迁往海口两
次被破坏的惨痛教训，确定了琼崖
党组织当前应立足农村、坚持以农
村为基地，积极发动群众，恢复和发
展党的各级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扩

大红军区域等正确的工作路线和工
作方针，并选出王文明、冯白驹、陈
一先、傅佑山、王志超、符明经、谢翰
华、蒙汉强（女）、熊侠等为临时特委
委员。

9月，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正式
成立特委。11月下旬琼崖党团特
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王文明、冯白
驹、傅佑山为特委常委，王文明任书
记。由于王文明病重，提议由冯白
驹主持特委工作。正是这次内洞山
会议，让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冯白
驹开始走到琼崖革命前台，开始主

持特委工作。在革命危亡关头，他
挺身而出，以杰出的智慧、过人的胆
略，指引琼崖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的历
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对于内洞山会议，陈锦爱如
是评价：“内洞山会议是在琼崖党
和红军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是
琼崖人民革命转危为安的一个转
折点。”

为何内洞山会议如此重要？据
史料记载，就在内洞山会议以后，冯
白驹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

比，利用国民党内部拥蒋派和改组
派的矛盾，采取有效措施，乐会、琼
东、定安、文昌、琼山、澄迈、万宁、陵
水等8个县委都恢复了活动，并建
立起了临高、文北两个临时工委和
海口特支、海口郊委。同时，派出红
军指战员深入琼山、文昌、乐会、万
宁、陵水等地，联络原潜伏下来的红
军，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活
动，宣传发动群众，扩充武装队伍，
使各地工会组织不断得到恢复和建
立，有力地配合了农村工作的恢复
和武装斗争的发展。

薪火相传 脱贫致富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