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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奉献，
从来不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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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古人喟然一声长叹，道尽了琼崖的偏僻、荒凉和遥远。
但在民主革命时期，尽管海峡远隔，交通不便，但琼崖人民武装斗争开展之早、坚持时间之久，为全国所罕见。究其原因，首推琼崖的

中共地方组织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而说起核心中的核心，就不得不提一个关键人物：杨善集。
善集路、善集中学、善集小学、杨善集纪念亭……行走在如今的琼海市，杨善集的名字深深“嵌入”其中。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

动家、广东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及人民武装的主要创建人，以英勇、胆识和信仰，成为海南大地上的一座红色丰碑。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敌人烧了他的老宅，但烧不掉
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执行
战斗任务时，他总是身先士卒，带
头冲锋。他是革命先烈杨善集，这
次寻访，在详细了解杨善集生平的
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烈
将个人生死、将“小家”置之度外的
奉献精神。

尽管如今已是和平年代，但
“牺牲”这个词，离我们并不遥远。
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的“白衣战士”，
面对熊熊大火“逆行”的消防人员，
奋斗在基层一线的公安干警，扎根
在脱贫攻坚战场的扶贫干部……
他们有的战斗在一线，直至倒下的
那一刻。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正是
鲜活的奉献精神吗？

疫情当前，英雄的武汉人民和
全国各地的人们，在政府发出通知
后，自我隔离，不给疫情防控添乱，
守护“小家”，也是保护“大家”。不
正是奉献精神的体现吗？

奉献从来不是空谈。无论是
在哪个年代，都有太多太多的
人在奉献。

加快建设海南自
贸港，需要你，我，
他，我们每一个
人 ，在 自 己 的
岗 位 上 多 做
一 点 ，多 付
出些力量。
这，就是奉
献。

1950年
3月20日

70年前的今天

解放军第15兵团指挥所进驻雷州半岛赤坎村
1950年3月20日，邓华率解放军第15兵团指挥所进驻雷州半岛南端赤坎村，直接指挥渡海作战部队。赤坎村在徐闻县城东南6公里的地方，这里是雷州

半岛最南端，也是解放海南岛的最前线。邓华指挥特点之一是“指挥位置一定要尽量靠前”，一旦靠前指挥，来到雷州半岛前线，对军事决策的作用很快就显
现出来了。 （陈蔚林/辑）

林一人:
巾帼战士 与夫同行

林一人是琼崖妇女革命运动的先
驱。1900年，出生在海南琼东县一区
（今琼海市塔洋镇）簪马村，20岁时与
杨善集结婚。

在旧社会，琼崖妇女历来无名，当
时的林一人也一样没有名字，因为她
是从簪马村嫁到杨善集家，所以大家
都叫她“簪马嫂”。

1926年夏，杨善集回到海口，并为
“簪马嫂”改名为林一人。此后，林一
人又被杨善集接到府城女子职业学校
读书。在丈夫的帮助下，林一人一边
努力学习文化，一边接受革命思想教
育，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在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强的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次年春，林一人接受中共党组织
的分配，回到家乡琼东县从事妇女工
作，经常和琼崖妇女解放协会委员冯
爱媛等到琼东县城、嘉积市、福田墟等
城乡宣传妇女解放运动，建立妇女组
织，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深受广大
妇女的赞扬。

1927年6月，杨善集再次奉命于
危难之际回琼指导工作，林一人得以
与丈夫团聚。但这次相聚却也是最后
一次。

9月23日，杨善集在椰子寨战斗
中牺牲。林一人悲痛万分。对丈夫的
爱和在丈夫的帮助下培养起来的对革
命坚强的信念让林一人挺过了丧夫之
痛，她决心继承丈夫的遗志，继续其未
竟的革命事业。她坚持奋斗在琼崖革
命的前沿，并在琼东、乐会两县的农村
发展了大批妇女共产党员，为琼崖的
妇女解放运动和创建琼崖的农村革命
根据地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11月，在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
大会议上，林一人被选为琼崖妇女解
放协会委员。

1928年 4月、11月，林一人又先
后两次以琼崖妇女党员代表的身份参
加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并且都当
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1929年春，林一人被敌人捕入琼
东县城国民党监狱。在狱中，她没有暴
露自己的身份，不久被中共组织营救出
狱。出狱后，化名潜伏在琼东县第一区
一带的农村，继续开展妇女工作。

1931年夏，林一人在琼东县第五
区的龙胆村组织妇女运动工作时被国
民党地方民团围捕，为了掩护同志突
围她壮烈牺牲。

（本报嘉积3月19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海南解放英烈谱

琼崖人民武装斗争开展之早、坚持之久，与一个关键人物
密不可分，他就是——杨善集

红色丰碑矗琼崖

屡被迫害志弥坚

对付共产党人，国民党反动派
等反动势力不仅追杀其人，往往还
要焚毁其屋。位于琼海市潭门镇井
堪村的杨善集老宅，在1927年琼崖

“四二二”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
疯狂反攻，一把火化为焦土瓦砾。
如今的故居，是1988年在老宅原址
上修建而成的。

修复后的杨善集故居，陈列着
杨善集的老父亲杨维颐从废墟中捡
回的两张小床，见证了这座老宅风
雨沧桑的历史。

这是一座海南农村常见的灰色
瓦房建筑。四周的槟榔树、椰子树
绿影婆娑，杨善集幼年时和继母王
氏栽种的两棵龙眼树，如今依旧枝
繁叶茂。走进老宅门楼，是一个青
砖铺地的庭院。正宅大厅，厅堂上
悬挂着杨善集和他夫人林一人的照
片和画像。

“林一人根本就没有相片留下，
只有根据杨善集的外孙李世高的女
儿的样子，加工成林一人现在的画
像。”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
锦爱说。

“阿叔是家中独子，从小就很聪
明，他7岁进私塾读书，文章常被老
师贴在墙壁上当范文。”杨善集的堂
侄杨庆太如今还珍藏着杨善集幼年
时读过的线装书。

1915年，杨善集离开老宅到琼
崖中学读书，他在学校积极宣传新
文化、新思想，成立和领导琼崖进步
学生组织，成为青年学生中的领
袖。1922年，杨善集再次从这座老
宅走出去，到广州，再到苏联莫斯科
求学。

“1924年，杨善集同叶挺等人
一起，被旅莫支部吸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在老宅中的图片陈列中，
陈锦爱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告诉记
者，介绍杨善集入党的，是陈独秀的
次子陈乔年。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
二”事变，琼崖随之布满血雨腥风。

“杨善集在危难之际，回琼崖领导革
命斗争，他乔装成商人乘船在潭门
港登岸，然后深入乐会四区，为革命
日夜奔走操劳。随行的同志劝他回

家看一下，杨善集却说，革命
者在流血，时间就是生命，家
就暂时不回去了。”陈锦爱说，
也就是这一次与老宅擦肩而

过，杨善集再也没能回家看看。

忠诚于党炽如火

杨善集故居有一个陈列室，里
面展出60多张历史照片、30多份
资料和20多件文物，为后世了解
善集光辉的一生提供了真实、生
动、形象的史料。

陈锦爱介绍，这些史料里，有3
张照片，能够深刻反映杨善集在琼
崖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张照片是中共琼崖第一
次代表大会旧址的照片。“这张照
片之于杨善集的意义，体现了他对
琼崖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
献。”陈锦爱说，1926年 6月，在杨
善集的指导下，中共琼崖第一次代
表大会于海口市竹林村召开。杨
善集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在会上讲
话，阐述当前全国和琼崖革命形势
以及党的任务，在杨善集主持下，
大会选举成立了琼崖党的领导机
构——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中
共琼崖地委的成立，标志着琼崖革
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张照片则是宝墩会议遗
址。虽然照片体现的只是宝墩会
议的遗址，但正是1927年6月，杨
善集主持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宝墩紧急会议，将“中共琼崖地
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
员会”，杨善集当选特委书记，将在
琼崖建立革命军队问题提上了议
程，对“四二二”事变后琼崖各级党
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
作用。

第三张照片则是油画《杨善集
血洒加所坡》，是琼海籍画家杨全
发根据史料记载和想象结合，绘画
出在椰子寨战斗中杨善集牺牲时
的画面。画面中，杨善集胸前中
枪，鲜血淋漓。画面背后，是杨善
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琼崖武装总
暴动和椰子寨战斗，标志着琼崖党
组织领导的革命军队正式诞生。

“杨善集点燃了琼崖人民武装斗争
的星星之火，促使其在琼崖形成燎
原之势。”陈锦爱说。

“杨善集同志短暂的一生，一
贯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为他立
传是必要的，可以教育后人继续为
完成烈士未竟的革命事业而奋
斗！”这是聂荣臻元帅对于杨善集
的高度评价。

英魂长存励后人

在1927年9月23日打响的椰子
寨战斗中杨善集壮烈牺牲，年仅27
岁。他的遗体被死里逃生的琼崖革
命战士抬至如今的阳江镇荔枝头村。

“当地村民看到他的遗体千疮
百孔，悲痛万分。”陈锦爱说，村民自
发捐出衣物、墓地、棺材，将他下葬。
直至海南解放后，琼海市政府将他
的遗体迁回嘉积镇，和夫人林一人
共同安葬在如今的杨善集纪念园。

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了如
今人们稳定安康的幸福生活，绿树
苍天守护着两位琼崖英烈。纪念碑
的碑文，为后人们介绍了杨善集和
林一人短暂而轰轰烈烈的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杨善集和妻子

林一人1920年结婚时，林一人还只
是一个普通农妇。后来，在杨善集
的影响下，林一人也走上了革命道
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琼东县
第一名女党员。

为了纪念杨善集夫妇，园中还
建起杨善集纪念室和纪念亭。“在纪
念园建成的几十年里，嘉积镇由于
发展需要，曾多次修路和对城市进
行改造，但都绕开纪念园，让这里成
为闹市里英魂长眠的静谧之地。”琼
海市嘉积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琼海人民对于杨善集、林一人夫
妇有着深厚的感情，每逢清明之际，
都有党员、学生、市民前往杨善集纪
念园开展祭英烈活动，缅怀这两位
为琼崖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英雄。

（本报嘉积3月19日电）

雷州半岛海岸上密布重炮，掩护英雄的部队跨海南征。（资料图片）1950年3月20日，邓华率第15兵团指挥所进驻雷州半岛南端赤坎村，直接指挥渡海作战
部队。图为邓华办公的地方。 （资料图片）

位于琼海市潭门镇井堪村的杨善集故居。
琼海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中心供图

杨善集烈士纪念亭。 琼海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