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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勋烈士纪念亭：英烈忠骨永流芳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海口市勋亭路39号是李硕勋烈士纪念亭。3月的太阳暖而不烈，阳光轻轻洒下来，照在亭前烈士的半身雕像上。
1931年，年仅28岁的李硕勋永远地倒在了革命的道路上，今天，驻足在他的雕像前，他被执行枪决前那句“中国共产党万岁！”言

犹在耳。
此刻，邓小平同志在其雕像基座上题写的“李硕勋烈士永垂不朽”九个大字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苍劲有力，雕像下的绿草伸展着

腰肢，迎接新时代的盎然春意。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李硕勋，原名开灼，字叔薰，
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庆符县。

李硕勋读小学时，正值国内
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目睹了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李
硕勋对社会上、学校里的腐败丑
恶现象深恶痛绝，幼小心灵里渐
渐萌发了立身治国的念头，毕业
后便赴成都考学。

在成都，李硕勋遇到经“五
四”运动洗礼后从北京大学来的
教师，得到民主革命先驱吴玉章
的教诲，并看到允许随便听课和
自由提问式的教学法，如同进入
了新世界。学校停学后，李硕勋
进入川军骑兵第一师任团部文
书，因不满军阀队伍的黑暗，不久
后就辞职回乡读书。

1921年，李硕勋同阳翰笙等
共同创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规定请愿时“君子动口不动手，
动手也不打人”，这样既让反动当
权者知道厉害，又避免在社会上
造成消极影响。后因遭军阀通
缉，李硕勋离开成都，辗转于北
京、上海。1924年，李硕勋由青年
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五卅运动后，李硕勋
被推选为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会
长，在学生、工人的集会上经常能
看到他动情讲演的身影。翌年秋
天，北伐军到达武汉时，他奉调中
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长，又接任共
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大力动员当
地党团员参军。1926年末，李硕
勋到由叶挺独立团扩编成的第二
十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在这支

“铁军”中进行了有力的政治动
员。李硕勋长期是学生运动的领
导者，却因少年时注意习武并到
川军中当过文书，被党组织派到
部队中后不久，便成为老练的指
挥员。

南昌起义发动，24 岁的李
硕勋率二十五师主力冲破拦阻
到达南昌参加起义。10 月初，
部队在粤东三河坝与桂系军阀
苦战，面对几倍于起义军的敌军
紧逼，部队在黑夜中涉水撤退，
李硕勋与同志们拉着手蹚过激
流，以沉着指挥使全军丝毫不
乱。进入山区后，他又与大家一
样穿着单衣露宿树林，让军中战
士十分钦佩。

后来，李硕勋先后担任江苏
省委秘书长、浙江省委军委书记、
沪西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
记，一直以机智勇敢著称。1931
年5月，改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

同年夏，李硕勋来到琼崖领
导革命。由于粤系军阀在当地疯
狂捕杀革命者，李硕勋不会海南
当地的方言，上岛后又人地生疏，
非常危险。他却将生死置之度
外，按计划从香港启程来海南，不
想刚到海口不久，便因叛徒出卖
被捕。

由于拒不开口透露我党机
密，9月，李硕勋被反动派残忍杀
害，时年28岁。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1926年，叶挺独立团奉命作为
北伐先遣队一路北上，占领了当时
的革命中心所在地武汉，与国民革
命军第八军共同抵御北洋军阀吴佩
孚南侵。

北伐途中，叶挺独立
团摧枯拉朽，攻城拔寨，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同时却也伤亡惨重。在

武汉扎营后，独立团亟须补充军中
力量。于是，团长叶挺、参谋长周士
第通过武昌党组织找到了时任武昌
县委书记兼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部
长的李硕勋，请求其协助发动当地
青年参军。

然而，当时民间流传着“好铁不
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而且在
兵荒马乱、战火连连的形势下，许多
人对参军打仗有所畏惧，征兵的局
面一时难以打开。

在这种情况下，李硕勋充分发
挥自身曾任学生运动领袖的优
势，带领一批青年团干部深入民
间街头，通过激情洋溢的演讲和
深入人心的宣传，让广大青年认
识到了革命军和军阀之大异，引
导广大青年树立了胸怀天下的人
生观，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
员带头参军，当地青年也积极响
应，纷纷报名，很快为叶挺独立团
补齐了兵员缺口。

有了充足的兵力保障，叶挺独
立团延续“铁军”作战传统，在后来
的几次战役战斗中连战告捷，大大
增强了人民对革命军的信心。

1926 年底，中共中央军委选
派李硕勋到前身为“叶挺独立团”
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
任政治部主任，李硕勋自此开始
了正式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军事
生涯。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

一片丹心
爱国少年决心从戎

1903年2月23日，李硕勋（又
名李陶）出生在四川省庆符县（今高
县）。

李硕勋的少年时期，正值国家
日益衰败、频频“挨打”之时。爱国
的火苗从少年心里蹿起来，李硕勋
决心从戎。在成都省立一中读书期
间，李硕勋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
《阶级斗争》等书籍，从此心中的火
苗被染成了共产主义的红色。

在革命思想引导下，读中学的
李硕勋就和阳翰笙等人在成都创立
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学生
运动，并在成都《国民日报》上发表
宣言，提出“作阶级式的斗争”，“推
倒万恶抓钱抓权的军阀”。后遭军
阀通缉，李硕勋离开成都。几经辗
转，李硕勋入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
系，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党员后，李硕勋以自
己的行为践行了对党的承诺。”海口
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员周
琪雄说，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李
硕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926年7月，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
大会在广州召开，任大会党团书记，
当选为中华全国学生总会负责人。
1926年 10月，任中共武昌地方委
员会组织部长。同年冬任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员会书记，后
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
任政治部主任，率25师主力部队北
伐，在河南上蔡战役中大败奉军，战
斗结束后，又班师回鄂，与他部共同

平定了夏斗寅叛乱。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

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
昌起义。“李硕勋又率领25师主力
部队冲破敌人层层阻挠，到江西
省南昌市参加起义。”周琪雄说，
李硕勋的部队南下南昌时，恰逢8
月酷暑，“李硕勋不但和士兵们一
样行军，还在队伍中来回宣传教
育，鼓舞士气。”

南昌起义震动全国，蒋介石迅
速调集大批军队扑向南昌。为了保
存革命力量，共产党决定大部队撤
离南昌，由周士第、李硕勋率领第
25师负责掩护。在这过程中，第25
师与敌军在会昌激战。按照规定，
时任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李硕
勋无须冲在前头，但他却巍然屹立
在枪林弹雨中，指挥我军冲锋，最终
取得胜利。

有勇有谋
临危受命担起重任

1928年，在江苏省工作期间，
李硕勋有一次得知省委秘书处办公
地点被捕探发现，担心我党的秘密
资料落入敌手，李硕勋不顾自身安
危，匆匆赶到秘书处收取我党秘密
文件，不料却被敌人发现，不得不冒
险跳到邻楼，方才脱险。之后，李硕
勋并未直接离去，而是留在附近路
口，向不知情的我党同志提供信息，
避免我党同志误入已被敌人掌握的
秘书处。

“李硕勋是风云人物，很多人
都认识他，其中一些人当时已经叛
变了，所以他长期待在街上是非常

危险的。”周琪雄说，然而，李硕勋
却全然不顾，仍然留在路口，不断
传递信息，以一身之力保护其他同
志安全。

1928年，由于浙江省委妇女部
长石爱云被捕叛变，浙江大批共产
党员和暴动领导人被捕、被害。李
硕勋临危受命，前往浙江任中共浙
江省委常委。

在浙江，李硕勋和其他常委深
入到各地指导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很快，全省10多个县建立了县委，
20多个县恢复或成立了党组织，浙
南、浙西建立了特委。

在长三角的白区工作期间，李
硕勋还策动了数十次起义和战斗，
仅1930年一年时间，他在江苏就先
后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15
军和17军，并组织了一系列农村暴
动，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
张气焰。

1931年5月，李硕勋被任命为
中共两广省委员会军委书记。“琼崖
工农红军独立师（第二独立师）成立
后，海南的土地革命达到了第二次
高潮，他被委派来琼崖领导革命。”
周琪雄说。

铁骨铮铮
不畏折磨死守秘密

天不遂人愿。1931年 8月13
日，刚抵达海口不久的李硕勋便因
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关押在琼山
县警察局。

“我是共产党员。”面对敌人，李
硕勋只反复说着这一句话。为了撬
开李硕勋之口，敌人无所不用其极：

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抽皮鞭，甚
至是用铁丝把他绑起来吊在半空
中……李硕勋的皮肉被打烂了，
腿骨被打断了，但却始终不透露
党的秘密。

不仅如此，备受折磨的李硕勋
甚至安慰狱友说：“要革命，就不要
怕艰难，就不要怕死，要努力奋斗，
黑暗终究过去，胜利将会到来！”李
硕勋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同样受尽
折磨的狱友们宣传革命，稳定人心。

死活不松口将面临怎样的结
果，李硕勋自然知道，于是他在狱中
提前给妻子赵君陶留下绝笔：“在前
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
之一耳……”

1931年9月5日清晨，敌人用
箩筐把无法行走的李硕勋抬到东校
场，执行枪决。“这里就是东校场。”
周琪雄指着眼前的李硕勋纪念亭
说，“他就义时，儿子只有3岁，他在
遗书中提到‘善育吾儿’，其实那时
他的妻子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在他牺牲次年，女儿才出生。”

烈士已逝，党和人民却没有忘
记。环视烈士雕像，其基座两侧分
别刻着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一氓撰写
的“李硕勋烈士传略”和李硕勋写给
妻子的“遗书”。纪念亭的后面，一
道黄墙绿瓦长廊上嵌着10块大理
石，分别镌刻着缅怀李硕勋烈士的
题词、题诗和题跋。

“党没有忘记李硕勋烈士，人民
也同样怀念他。”周琪雄说，每逢清
明节和“七一”，许多人会自发来到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为他献上鲜花，
寄托哀思。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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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几行墨迹明心迹，万
顷涛花涌血花。”在《悼念
李硕勋烈士》一诗中，我国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
吴玉章这样盛赞李硕勋。

采访中，我发现许多
人都用“铁骨铮铮”四个字
形容李硕勋烈士。老虎
凳、辣椒水、皮鞭、铁丝，任
其一项都是难以忍受的切
肤之痛，李硕勋皮开肉绽、
双腿尽断，在就义时仍然
高呼了一句“中国共产党
万岁”，而没有透露我党半
点秘密。

筚 路 蓝 缕 ，春 华 秋
实。“遗骨琼州何处觅，喜
看红日照天涯”。多年后
的今天，李硕勋为之抛头
颅、洒热血的共产主义事
业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
昔日琼崖正加快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千万琼
崖儿女正沿着先烈的革命
道路，接续努力。

拿到接力棒的我们必
须传承激流勇进、敢为人
先、无私奉献的精神，敢啃
硬骨头，敢闯新路子，敢挑
重担子，让革命精神薪火
相传，照亮我们新的征途。

李硕勋与叶挺独立团

海南解放英烈谱

李硕勋：
一片丹心照汗青

岁月回眸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