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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明故里：沧桑历尽薪火传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琼崖创业舞红缨，母瑞山中斩荆棘。化雨春风滋椰树，一门忠烈王文明。”春分时节刚过，走进位于琼海市阳江镇益良村的王文明故
居陈列室，一首题诗高高悬挂。

踏入老屋，一股朴素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令人感慨万分：126年前，就在这块土地上，王文明呱呱坠地，开启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他是琼崖党组织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琼崖武装总暴动的发动者和琼崖革命军队的创建者之一、“琼崖苏维埃政权的创造
者”、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和琼崖土地革命的开创者，他凭借过人智慧多次力挽狂澜，救革命事业于危难之际。

斗转星移，而今的老屋，已然是人们了解王文明革命光辉的寻迹之处，成为后人缅怀英烈、传承精神的红色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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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在采访的时候，笔者
深切感受到，每一个了解
王文明的党史专家、机关
干部和当地村民，无不对
他充满景仰，这不仅因为
他是革命先驱，更是因为
他的身上，有可供后世学
习的诸多优秀品质。脚踏
实地干事创业，便是其中
的重要一点。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在椰子
寨战斗中，王文明上阵杀
敌；在母瑞山上建立革命
根据地的时候，王文明和
红军战士们一起劳作……
正是脚踏实地，事必躬亲，
他才对革命形势有了清晰
而准确的认知，能够在关
键时刻力挽狂澜。

任何一条艰苦的路，
都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走
完。如今我们处于自贸港
建设的激流中，这是我们
这一代人的使命，容不得
半点虚假，容不得丁点怠
慢，必须求真务实。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
应 当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
装、坚持不懈推动问题整
改、坚持不懈抓实制度建
设，把热情干劲转化为攻
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
动力。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王文明：
波澜壮阔三十载

王文明故居里，有一个枕头箱，
是王文明1924年考进上海大学社
会系时买下的。这个枕头箱曾被王
文明装过许多党组织的重要文件，
见证了他从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到讨伐盘踞在琼崖的军阀邓本殷，
光复琼崖的革命者，再到成长并当
选为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等一系列参
与并领导革命斗争的历程。

“王文明去世时仅36岁。但在
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每一年都和辉
煌壮阔的琼崖革命斗争史密不可
分。”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

锦爱说，1926年，王文明参加了中
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
广东区委的意见，他当选为中共琼
崖地委书记。那时，他入党仅4年，
年仅32岁。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选他扛起
琼崖革命的指挥大旗？

“无论是革命觉悟、领导水平，
还是工作能力，他都足以承担历史
重任。”在陈锦爱看来，选王文明为
琼崖党的掌舵人，不是一时仓促之
举，而是广东区委和琼崖共产党人
的慎重抉择。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王文明
就是琼崖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21年秋，王文明中学毕业后，被
聘任为琼东县双庙高等小学校校
长。1922 年，王文明辞去校长职
务，参与创办嘉积农工职业学校。
这时期，王文明结识了来到琼崖的
共产党人吴明，并于1922年秋加入
中国共产党。两年后，王文明考入
上海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1925年 10月，王文明受中共
广东区委委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中
国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

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收
复琼崖。

全岛性的地方党组织建立后，
王文明多次走上主要领导岗位。他
是中共琼崖第一任地委书记，并3次
出任特委书记。在艰难时局的磨砺
中，成为琼崖党组织的主要领航者。

在后来的椰子寨战斗中，杨善
集战死，王文明则继任讨逆革命军
党代表。此后的琼崖工农革命军、
琼崖工农红军，他都担任党代表，带
领革命军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
与敌人抗争。

历经磨砺，成为琼崖党组织的主要领航者

世易时移，家乡发展薪火旺

“在复杂斗争的紧要关头，王文
明凭着赤胆忠心、过人胆识和智慧
多次将琼崖革命事业从危难中解救
出来。”庞启江说，琼崖共产党的早
期革命，充满艰难险阻。

在“四二二”大屠杀开始前，是
王文明以敏锐的判断，察觉到随时
可能有危险出现，便向各县委通报
情况，要求做好准备，以防不测。一
接到上级“立即撤离城市”的紧急指
示，王文明便火速布置，组织转移，
自己则带领部分地委领导撤离海
口，避免造成更大的牺牲。

在杨善集牺牲后，王文明继任
琼崖特委书记，领导党和革命队伍
继续战斗。

在后来的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
执行省委指令将特委领导机关迁至
海口时，王文明亦坚持真理，把琼苏
政府机关、红军留在根据地，避免了
一场浩劫。

在敌人疯狂反扑乐会四区革命
根据地，革命到了最险恶的时候，是
王文明毅然率队伍转战母瑞山，保
存了革命火种。

在特委领导机关被破坏、琼崖

党组织失去统一领导的时候，是王
文明抱病在内洞山主持各县委代表
联席会议，重建琼崖特委领导机关，
确定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土地革
命、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路
线和工作方针。

说起王文明，陈锦爱对他选人
用人的能力亦十分赞叹，“1927年，
王文明提议由冯白驹当琼山县委书
记，成立琼崖第一个县委；在内洞山
会议后，王文明提议由冯白驹主持
特委工作。正是王文明独具慧眼，
挖掘英才，让冯白驹的能力展现，才

让琼崖革命走上更正确的道路。”
但由于长期操劳，风餐露宿，王

文明的身体垮了。1930年1月17
日，36岁的王文明在母瑞山病逝，将
他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琼崖革命。

可人们对王文明的怀念没有随
着他肉体的湮灭而消失。在1930
年2月15日，《乐会县苏维埃政府为
追悼王文明同志告民众书》中，人们
可以看到这样的悼文，是当时人们
对王文明最真实的评价：“巍巍乎，
王文明同志真不愧为琼崖工农群众
的领袖，如铜似铁的革命家了！”

智勇过人，危难关头挽救革命

一股韧劲，开辟琼崖革命根据地

“别看王文明是一名儒生，和敌
人打起仗来可毫不手软。”陈锦爱
说，过去王文明故居里曾有一块王
文明随身携带的磨刀石，专门供王
文明打磨战刀，谁阻挠琼崖革命前
进，谁便是战刀的敌人。这块磨刀
石目前被保存在琼海市博物馆里。

王文明能文能武，国民党对他
恨之入骨。曾于1928年和1932年
两度焚烧、拆毁他的老房子。现在
的故居，是琼海市政府1993年在原
址依照原貌重新修葺而成。

王文明活着的时候，虽没有了
小家，但还有大家。在他心中，每一
个革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家，那就
是革命根据地。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
王文明带领地委机关撤到具有坚实
群众基础和较好自然条件的农村
——他的家乡乐会县第四区，以此
为立足点向四面发展。他着手恢复
和建立党的领导中枢，组织革命队
伍，发展工农武装，举行武装暴动。
斗争范围和赤色区域不断扩大，建

立革命政权的条件逐步成熟。在他
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当年12月，
乐会四区苏维埃政府诞生，标志着
琼崖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形成。

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原站长庞
启江介绍，当时乐会四区根据地配套
建设比较健全：办报刊杂志，办两家
戏团，设军械局、红军医院、服装厂、
印字局等，开办集贸市场、消费社、商
店、收购站等等。中共党组织比较完
善，琼崖特委、乐会县委、乐会四区区
委、各乡乡委或党支部层级分明。

正是因为这里是革命群众的乐
土，是一片真正意义上的“红土地”，
时至今日，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1928年底，革命形势恶化，王
文明审时度势，带领600多人转移
至母瑞山。在躲避敌人“围剿”的同
时，以一股韧劲开山辟地，创建出了
新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次年 5
月，母瑞山区大山乡苏维埃政府成
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
块根据地保存和发展了琼崖革命力
量，王文明在其中功不可没。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王文明1894年11月1日出生于海南
东部乐会县第四区（今琼海市阳江镇）益
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21岁那年，他考
进琼崖中学，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探求
改造社会的途径和方法。

1922年，王文明结识了来到琼崖的共
产党人吴明，并于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
在广州筹办，王文明应邀前往参与该组织
的领导工作。同年10月，王文明受中共
广东区委委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
党，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党代
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王文明率
部渡海南下讨伐盘踞在琼崖的军阀邓本
殷，光复了琼崖。6月，王文明和中共广
东区委特派员杨善集在海口市主持召开
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
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王文明当选为书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4月
22日，琼崖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反革
命大屠杀。王文明在海口接到中共广东
区委的指示后，当机立断，带领地委机关
部分工作人员撤到乐会县第四区开辟农
村革命根据地，组织武装力量与敌人进行
斗争。6月，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集
再次抵琼，和王文明在乐四区的宝墩村召
开地委紧急会议，传达广东区委的指示，
并根据琼崖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对敌斗争
的革命方针。

同年7月，特委成立琼崖讨逆革命军
总司令部，在全岛各地发展武装队伍，开展
武装斗争。王文明被派到定安地区开展工
作。9月23日，王文明、杨善集、陈永芹率
领定安、琼山、万宁、乐会四路讨逆革命军，
在嘉积镇外围敌军据点椰子寨，打响了琼
崖总暴动的第一枪。总暴动失利后不久，
王文明返回乐四区主持特委工作。

11月上旬，王文明和杨殷在乐四区
的白水磉村主持召开特委第一次扩大会
议，王文明被选为特委书记。会议还决定
将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琼崖工农革命
军，由冯平任总司令，王文明任党代表。
1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再次攻克陵水县
城，并在12月中旬成立了陵水县苏维埃
政府。同月，乐四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在
特委和乐会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乐四区进
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烧田契、斗土
豪、分配土地，并进行了党、政、军和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建设工作。至1928
年1月，以乐四区为中心的琼崖革命根据
地初具规模。此时，全琼建立了10个县
（市）委，55个区委，400个党支部，党员发
展到1.7万人。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建立，
全琼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

1928年4月和11月，王文明先后当
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委员。11
月，王文明率领红军130多人和琼崖苏维
埃直属机关共600余人，向定安县母瑞山
转移，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
农村斗争。

王文明带领的队伍进入母瑞山后，红
军和琼崖苏维埃各机关恢复了正常的运
转，军械厂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母瑞山
革命根据地就此建立。

1929年8月中旬，王文明得知特委机
关遭破坏，特委领导牺牲的消息后，抱病在
定安内洞山主持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
重建特委组织。会议成立了由王文明、冯
白驹等9人组成新的临时特委（不久省委
批准为正式特委）。11月，召开党团特委
联席会议，王文明被选为特委书记。此时，
王文明因长期坚持艰苦的革命斗争，积劳
成疾，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经王文明提
议，由冯白驹主持特委的日常工作。

1930年1月17日，王文明在母瑞山
不幸病逝，年仅36岁。

世易时移，如今的王文明故居，
被竹林环绕，十分静谧。现在住在
里面的是王文明的曾孙王新海。春
日阳光正好，院子里如普通的农家
小院一般，晾晒作物和被褥，充满简
单安逸的生活气息。

这座小院，不仅走出了王文明，
还有王家的满门忠烈。

在王文明故居陈列室
里，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了王
文明为革命献身的7位亲人
的名字：大哥王文源，妻子邢

慧学，长子王健，侄子王荣、王华，侄
媳妇陈春福、吴胜玉。

“王文明家满门忠烈，他有7个
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陈锦爱说，除
了7个为革命牺牲的亲人，王文明最
小的儿子王祥因是“共匪头子”的儿
子，被人欺负、作弄，吓成了精神病。

对王家的满门忠烈，人们无不
惋惜。更令人惋惜的是，王文明在
母瑞山去世后，遗体不知所终，尽管
后来人们多次寻找未果。如今，在
琼海市嘉积镇东风路上，王文明纪

念园里仅安放了王文明的衣冠冢，
供后人凭吊敬仰。

好在，如今王文明的故乡阳江镇
早已从革命的炮火中浴火重生，换了
新颜：全镇重点发展橡胶、槟榔、胡椒
三大热作种植产业，以荔枝、火龙果、
油茶等为特色产业，是琼海市热作面
积最大、产量最多的镇，也是全市橡
胶、胡椒、槟榔交易物流中心。

同时，阳江镇立足自身革命文
化底蕴丰富、自然生态资源充足等
方面优势，以红色革命文化为主题，

着力突出绿色生态文化、金色商贸
文化，打造了三色交融、富有时代性
的“红色文化风情小镇”。

“我们发展得越好，就越不辜
负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益良村
党支部书记郑馨说，当前村民收入
依靠种植橡胶和槟榔，为了提升经
济效益，琼海市已经连续两年开
展种植技术培训。同时，琼海市
有关部门还引导村民外出务工，
以增加收入。

（本报嘉积3月22日电）

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王文明纪念园内的王文明衣冠冢。
琼海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中心供图

位于琼海市阳江镇益良村的王文明故居。
琼海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