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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成章故居：英雄梓里精神扬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村里的小学也会给孩子们讲徐成章等革命先烈的故事，让一代代人都知道我们美好的今天来之不易。”3月20日，海口市演丰镇昌
城村党支部书记黄奕雄轻抚着一间古屋的木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这间百年古屋，就是徐成章烈士故居。
古屋久无人居，里头依然干净整洁，墙上挂着一张1983年由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证书背后，是徐成章立下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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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在采访过程中，有个
细节让海南日报记者记
忆尤深：除了徐成章之
外，海口市演丰镇昌城村
里还走出了许多投身革命
的仁人志士。就在徐成章
故居后面的那间古屋，曾
有共产党人在与敌人的战
斗中，被敌人的子弹射中，
不幸牺牲。至今，屋子的
外墙还留着当年被子弹打
穿的豁口，从这个豁口，就
可以想见当年的革命是多
么艰难而壮烈。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
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的，所
有成就都需要努力奋斗。
徐成章曾经在《敬告琼崖同
志》一文中写道：“应当拿出
我们坚忍沉毅的全副精神，
作伐木开山的先锋，除这道
路上的一切障碍物，造成平
坦康庄的大道。”

感谢先烈的不懈奋
斗，我们迎来了珍贵的和
平年代。但我们也需要
谨记，历史同样赋予了我
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中
国梦……

一座座高山等待我们
去翻越，一个个任务等待
我们去完成。我们应当继
承先辈遗志，发扬革命先
烈精神，千磨万击还坚劲，
咬定青山不放松，从一
座高峰攀向另一座高
峰，从一个胜利走
向另一个胜利。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黄学增：
铁血丹心耀南粤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黄学增，广东省遂溪县人，
190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学增投身革命洪流,宣传
和组织群众，成立农会，领导农民
运动，忠实地为农民谋利益。

1925年10月，国民党广东省
党部成立南路特别委员会，黄学
增任委员，负责组织南路各县市
的党部，配合革命军南征。

其实，早在革命军南征前，黄
学增就曾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
派员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
串户，秘密宣传革命，期间还曾被
民团逮捕。面对危险，黄学增说：

“为着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得不
去；而且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时
刻是准备牺牲的，绝不能畏惧！”
经过黄学增和中共许多干部的努
力工作，南路各地的农民觉悟大
大提高，积极配合革命军作战，发
挥了重要作用。

广东统一后，省农会为了便
于领导全省的农民运动，将全省
划为七个区，每区设一办事处，黄
学增担任南路办事处主任。在他
领导下，办事处组织各县农会开
展清匪工作，领导农民擒获雷州
土匪头子庞玉清，为民除了一大
害；并发动群众到省政府控告，要
求将遂溪县长、贪官伍贯横撤职
等等；取消了土豪强加给农民的
蒜串捐和壳灰捐。这些活动，轰
动了整个雷州地区，农民高呼：

“农民协会万岁！”
黄学增在南路办事处工作期

间，还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积
极培训干部，建立和健全各级基
层党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
南路农运如火如荼，各县农会会
员激增至28000余人，工会、青年
同志社、学生会及妇女解放协会
等组织纷纷成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
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
逐渐蔓延到广东。1928 年 6月
16日，黄学增担任中共琼崖特委
书记职务，渡海到海南岛领导革
命斗争。

1929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
黄学增被捕。在狱中，敌人用名
利引诱他说出我党的秘密，黄学
增却说：“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铁铸
的，百金万银也动摇不了我革命
的意志！”

同年7月底，黄学增被国民党
反动派在海口市红坎坡杀害，年
仅29岁。

1892年 10月的一天，在琼山
县演丰乡昌城村（今海口市美兰区
演丰镇境内）徐家，一个男娃娃呱呱
坠地，家里为其起名：天宗（后易名
成章），字惠如。

徐家贫寒，仅有区区一亩薄
田。百年后，徐家古屋虽然已被政
府出资修缮，梁木和门窗全部被换
成了经久耐用的黑盐木，但从其仅
有两间横房和一间正屋的房屋结
构、墙上的水渍、木桌的豁口来看，
这个家庭曾经的清苦仍依稀可辨。

村口的树一天天长大，娃娃徐
成章也一天天长大，成为“叛逆”少
年，干出了不少叫人咂舌的事。

小学时，由于不满一些教员昏
庸无能，徐成章索性削发立誓，带领

进步学生掀起学潮，被学校以“乱
党”论罪，差点被开除学籍。“他当年
回乡，还带动乡亲们一起剪头发。”
徐成章的堂侄、69岁的徐清庆说，
由于徐成章常年在外干革命，经常
不着家，即使回乡，日夜奔波的他也
依然离不开“革命”二字。

“1909年，徐成章加入了中国
同盟会琼崖支会，成为海南的第一
批同盟会成员之一。”海口市委党
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员周琪雄
说，徐成章积极奔走在府城和演丰
两地，宣传“反清”思想，发展同盟
会会员。

辛亥革命后，海南的政权仍掌
控在前清官吏范云梯手中。不久，
赵士槐受命来琼主持政务，不想范

云梯依然不肯交权。双方胶着之
下，徐成章参与组织了一支百余人
的学生军进攻府城，希望迫使范云
梯交权。虽然因范已有戒备，导致
学生军伤亡惨重，但徐成章的革命
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年少的徐成章还曾
同陈侠农一道率领琼崖讨袁军攻
下万宁、陵水。在榆林港的敌军
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徐成章扮成
商人，深入敌营，成功策反敌军班
长，随后又亲率一支扮成渔民船
队的讨袁军，摸黑进攻，成功击毙
袁军军官。

1918年初，徐成章考入云南陆
军讲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1920年
初从云南返琼。1921年春，徐成章

应琼东县县长王大鹏之邀，就任嘉
积镇警察局长，兼县第一小学体育
教员。同年上半年他在海口与符
节、冯平、王器民等人一起创办《琼
崖旬报》，积极介绍欧洲社会主义学
说，向广大民众宣传移风易俗，破除
封建旧社会思想。1922年上半年，
徐成章与吴明、罗汉、鲁易、李实、徐
天柄等人在海口成立社会主义青年
团琼崖分团。同年秋，徐成章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初，徐成章从琼崖到广
州，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任湘粤
桂联军支队参谋长。1924年初，他
与洪剑雄、杨善集、黄振士、周士第
等组织琼崖少年同志会，出版会刊
《新琼崖评论》。

英雄出少年

革命精神代代传

坐落在海口市演丰镇昌城村的徐成章烈士旧居（房屋已翻新）。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位于海口市演丰镇昌城村的徐成章烈士石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1927年 10月，中共委派徐成
章和刘明夏等人赴琼领导武装斗
争。中共琼崖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
会议，成立东部工农革命军总指挥
部，徐成章任总指挥。

东路工农革命军成立当月，徐
成章就率军在陵水农民军的配合下
占领陵水县城，国民党陵水县长邱
海云弃城逃跑。12月16日，陵水县
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陵城召
开，宣布成立陵水县苏维埃政府。

随后，徐成章继续率部挥戈南进，攻
克三亚、榆林。东路工农革命军在
两个月中，从乐万到陵崖，往返横扫
200公里，所到之处，拔据点，杀土
豪，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并使从
乐会县的阳江到崖县的三亚一带包
括乐、万、陵、崖四县的红色区域，基
本连成一片。

然 而 ，非 事 事 遂 人 愿 。 在
1928 年 2 月分界墟一战中，徐成
章不幸被流弹击中颈部，因伤势

过重，医治无效，光荣牺牲，时年
36岁。

“他的牺牲，是党和革命事业的
重大损失。”回忆旧事，周琪雄仍然
十分惋惜。

“虽然二伯（徐成章）很早就去
世了，我们也从这间祖屋里搬了出
来，但是我们时常回来打扫卫生。”
徐清庆感怀道，“每逢清明节日的时
候，全家都会来这里祭拜他，一代代
继续传承他的故事和精神。”

不仅仅是徐家后人，昌城村后
人也在每年的清明节祭拜徐成章等
革命烈士，“我给支部党员们上党课
时也时常讲先烈们的故事，激励大
家继承先烈遗志，继续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努力。”黄奕雄说，昌
城村民靠勤劳和智慧，发展热带农
业经济和运输业，渐渐走出了自己
的乡村发展之路，2019年，全村人
均年收入达一万余元，“日子越来越
有奔头咯！”

占领陵水：创立第一个琼崖苏维埃政权

铁甲车队的神勇队长

1924年5月，徐成章任黄埔军
校特别官佐，负责第一期学生的军
事训练工作。同年11月，中共广东
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从黄埔军校中
抽调徐成章和第一期毕业生周士
第、赵自选3人，并从其他单位抽调
廖乾五、曹汝谦2人，负责组建大元
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徐成章任队
长。“这是共产党直接创建和掌握的
第一支革命武装。”周琪雄说道。

由于当时广东省广宁县的减租活
动遭到了豪绅地主的顽抗，刚刚成立
的铁甲车队便赴广宁支援农民运动。
1924年12月，革命政府决定缉拿谭

侣松等8名破坏农民运动的祸首。谭
侣松为了逃脱罪责，设宴招待铁甲车
队等单位长官。“徐成章明知是鸿门
宴，却毅然赴会。”黄奕雄自小在昌城
村长大，徐成章的故事，他总听祖辈、
父辈说起，“他与同伴身佩短枪，在酒
桌上出其不意地逮捕了谭侣松。”

翌年2月，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
军进攻广宁反动地主巢穴——潭布
炮楼。徐成章身先士卒，率众冲向
敌方山头。双方交战逐渐激烈，枪
林弹雨间，徐成章带领几名队员直
扑山头，打退了来援敌人。时任铁
甲车队副队长、后来成为共和国上

将的周士第目睹了徐成章的英勇，
钦佩不已：“徐同志神勇，悚人毛骨。”

在铁甲车队从广宁回粤不久，
滇、桂两地军阀意图颠覆广东革命
政权，铁甲车队奉命保卫革命政
府。为了配合回师的东征军歼灭军
阀，徐成章和廖乾五又指挥铁甲车
队，从猎德附近渡河，从背后偷袭，
与东征军腹背夹击，歼灭了敌军。

铁甲车队在北伐时组建叶挺独
立团，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
德、陈毅转战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
导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后，组成工
农革命军第4军。1933年6月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其中第1
军团第2师（简称红2师）在长征后
为前卫师之一。抗战爆发后，红2师
在后来的改编扩充中，逐渐壮大，最
终成为1948年组建的第43军的重
要力量。1952年，43军与海南军区
合并为海南军区兼第43军。

曾经参加海南岛解放战争的
127师作战参谋刘兆龙曾说：“43军
长期形成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艰
苦奋斗、同舟共济的战斗风格是对
徐成章等人早期作战传统的继承和
发展，因此在中国战争史上创下了
无往不胜的奇迹。”

采访当日，黄奕雄带着记者来
到昌城村的一口老井前：“村里的
老人说，革命年代，在和敌人的战
斗中，烈士的血把这口井的水都
染红了。后来村里把这口井封
了，在旁边又重新挖了一口井，村
民们在新井打水的时候，就会把
革命烈士的故事讲给后来的娃娃
们听。”

抚着井沿，黄奕雄说：“革命的

故事不能忘，革命的精神不能丢。
我就是听着徐成章等革命烈士的故
事长大的。现在，这些故事轮到我
来讲给下一代听了。”

“革命故事不仅要讲给村里的
后辈们听，也要讲给党员干部听。”
黄奕雄翻出自己的党课记录本，上
面记录着他每一次上党课的内容，
仔细翻看，许多次党课都包含了革
命烈士的故事：“每次有新党员入

党，我都会讲徐成章等烈士的故
事，让新党员们知道，自己在思想
和行动上都要入党，要像革命先烈
一样，用一生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
使命。”

革命精神代代传。在村民们的
辛勤劳作下，如今，昌城村村民人年

均收入达一万多元，村里铺上了水
泥路，戏台、球场一应俱全。村民们
说，只要不丢掉革命精神，只要一代
代继续努力，相信昌城村还将有一
个更好的未来。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