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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用进步书刊为琼崖革命点燃了一把火，为琼崖的仁人志士
提供了一扇瞭望共产主义世界的窗——

大众书店：革命思想广传扬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檐口、女儿墙、满洲窗……在海口市骑楼老街的外廊，穿行在灰白色的墙体间，抬头遥望青苔在浮雕上留下的印痕，仿佛能听见一支
二胡，时急时缓地拉着，拉开了一段百年前的历史帷幕。

百年前，华侨和本地居民纷纷在这里建楼设铺，建筑别具一格、商品应有尽有的骑楼老街渐渐成了海口最繁华的地方，“骑楼林立，商
贾络绎，烟火稠密”是老海口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许多故事在这里发生，许多传奇在这里上演，以至于百年之后，后人置身其中，仔细品
味，便能咂出一口历史的醇厚。

新华北路34号这间仅约一米多宽的铺面，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与一些纯商业性质的店铺不同，它曾是琼崖特委设立的书店，曾
经用进步书刊为琼崖革命点燃了一把火，为琼崖的仁人志士提供了一扇瞭望共产主义世界的窗，用文字的力量号召了更多琼崖儿女投
身革命。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陈秋辅，原名陈秋补，别名陈春、陈一
夫，海南省琼山县（今属海口市）大致坡镇
排城村人，1900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穷的
农民家庭。

考入琼崖中学（今琼台师范学院）后，
陈秋辅开始接触到思想进步人士。毕业
后，陈秋辅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和同在上海
读书的琼籍学生许侠夫、符福山（符向一）
等人共同创办了《琼崖讨邓月刊》，揭露封
建军阀的罪行，宣传新文化。1923年，陈秋
辅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沪回琼不久，陈秋辅被任命为嘉积
农工职业学校教务主任兼任政治训育主
任，与校长雷永铨一起，以广州农讲所为典
范，对学校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和学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1926年，陈秋辅调任琼山中学教务主
任。这期间，他利用空闲回乡时间在排城、
高魁、京化、定田、中秋、良官寨等多个村庄
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在短期间里建立
了高魁、京化村的农民协会，组织起农会自
卫军。

1927年，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授命冯
继周（冯白驹）、陈秋辅、冯裕江三人组成中
共琼山县委员会，其中，陈秋辅任宣传委
员，负责十二区的革命斗争活动。上任后，
陈秋辅和十二区区委书记郭荣在良官寨村
后坡祠堂召开了多个村庄的党员会议，成
立了七村乡党支部，并组织七村乡党支部
集中各村农会的自卫军，到偏僻林密的荆
竹庙堂进行军事训练。

当年11月的一个深夜，陈秋辅带领七
村乡、金堆乡等地自卫军袭击蛟塘墟，驻敌
闻风逃跑，自卫军烧毁了敌人的楼炮、营
房。同年底，陈秋辅率领九、十、十一、十二
区部分自卫队自卫军和群众，再次进攻大
致坡敌炮楼，取得胜利。

1928年2月18日至21日，琼崖召开第
二次党代会，陈秋辅被选为特委委员。年
底，接任中共琼山县委书记。

上任不到一年，在1929年7月26日，
陈秋辅率领县委武装进攻博布民团据点
时，由于叛徒出卖，县委武装遭博布民团埋
伏袭击，战斗中陈秋辅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9岁。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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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南强药房、九八行、
梁安记……海口骑楼老
街上，许许多多的大小商
号都曾为琼崖革命付出
过、牺牲过，大众书店只
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时隔一个多世纪，骑
楼仍然带着过去的许多
影子，这里的女儿墙依然
是百年前的，多家老字号
在后人不断的精心修复
中 也 保 留 着 时 代 的 印
记。更重要的是，这里的
许多人依然知晓曾经的
革命岁月。但同时，骑楼
与过去又很不一样了，路
面更加平整干净，商业业
态更加丰富多彩，商贩们
的吆喝声中充满着对未
来的十足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
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也许
正是因为记得，知道今天
的繁荣是从过去的艰苦
中走来，在这片改革开放
的土地上，人们才会更加
热切地拥抱新时代，更加
努力地追逐中国梦。

不 忘 初 心 ，方 得 始
终。只有记住来时的路，
明晰未来的方向，才能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为实现中国梦作贡献。

海南解放英烈谱

陈秋辅：
革命骨干以身报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团
结更多力量参与抗日，1938年3月，
在海口市工委协助下，中共琼崖特
委在海口市新兴街，也就是今天的
新华北路34号创办了大众书店。

新华北路34号门面狭窄，门口
没有商号、没有招牌，狭小的店面泯
然于骑楼众多特色老建筑里，一不
留神，也许就错过了。

环顾四周，相比老街上的许多

老建筑而言，新华北路34号的楼身
显得“瘦长”许多，浮雕和女儿墙的
样式也十分简约，不比左右楼房的
繁复，而运用在许多骑楼老建筑里
的满洲窗，在这里也未见到一扇。
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其貌不扬，当初
才会被琼崖特委选中，在琼崖革命
历史上留下一笔浓墨。

“由于同志们的任务随革命形
势变化，在创办一年多的时间里，大

众书店的负责人也几易其人。”中共
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
员周琪雄介绍说，陈玉清、李黎明、
杨启安曾先后担任过大众书店的负
责人，书店工作人员包括谢李森、符
俊莲、王玉香等。

与普通书店不同，除了提供普
通读物外，大众书店还从海口著名
的会文书局进货，秘密供应琼崖特
委创办的党报，以及《大众哲学》《新

生》《永生》《生活》《世界知识》《西行
漫记》等其它进步书刊。

大众书店的开办，成为琼崖党
组织在海口宣传抗战的一个重要阵
地。这些书报的发行，对宣传中国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琼崖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周琪雄说，当时儋州也
开有一家大众书店，其作用与海口
大众书店大体一致。

先进思想传播地

我党秘密联络点

除了我党宣传阵地这一层身份
外，不起眼的大众书店最隐蔽的身
份其实是我党秘密联络点。

周琪雄说，作为琼崖特委设在
海口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大众书
店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接送上级派
来琼崖指导工作的人员，并接洽
各方面的进步人士，“1938 年，冯
白驹和国民党就琼崖红军改编一
事进行谈判期间，就曾住过大众
书店。”

“这里曾经有一个通往楼上的

楼梯，后来楼房改造了，楼梯也没有
了。”大众书店如今是一家男装店，店
员陈有志听闻海南日报记者此行采
访的目的，便引着记者来到最里头的
收银台，他推开收银台后面墙上的一
扇门，向记者介绍里面的秘密。

事实上，过去骑楼的布局与现
在略有区别。在那个年代，铺面后
面就是一条小巷子，地理优势明
显。因此，除了大众书店外，骑楼老
街上的许多店铺都曾是我党的秘密
联络点或武器秘密转运站。中共琼

崖一大旧址邱宅的主人邱秉衡就曾
以邱家开在新华北路上的一家店面
为掩护，为我党运转军火。

“这间百年老字号也曾是我党
的一处秘密交通站、情报站和地下
工作站。”周琪雄带着记者步行至中
山路2号，指着眼前的阜成丰旅店
旧址介绍道。这是一栋2层小楼，
门头正中间书有“阜成丰”三个金色
繁体大字，门口左右的柱子上也各
刻着“阜成丰”字样。旅店的痕迹已
经被时间抹去了不少，现在，这里是

一间面包房，老板正将刚出炉的面
包摆上展示柜，孩子在桌边借着灯
光读书。

1939年2月10日凌晨，几声隆
隆炮响击破了骑楼的繁荣。

当日，日军从位于海口市西北
角的天尾港登陆，随即兵分两翼，左
翼队攻占海口，右翼队直窜琼山。
占领海口后，日军在骑楼实行商业
统治政策，导致大量商店关门，拥有
红色基因的大众书店也不得不从此
退出历史舞台。

历经百年，骑楼老街上，许多老
商号的招牌依然还在，贩卖布料、五
金、灯笼等老店铺的生意红红火火，
思想新潮的创业者们也纷纷入局，
在老街上开起了咖啡厅、私房菜馆、
工艺品店……新老业态共存，交织
出一副崭新而生机勃发的新画卷，
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行人，热闹的景
象更胜往昔。

2009年，因是“现今国内骑楼
建筑保留规模最大、保存基本完好、
极富中西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街
道两侧是近百年历史的充满南洋建
筑风情的骑楼，串起了海口变迁的
历史”，海口骑楼老街荣获首批十大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荣誉称号。
3月22日傍晚，为店里的客人

结完账后，60岁的陈有志告诉记

者，自己是一名下岗工人，几年前下
岗再就业，应聘到这家服装店，干起
了售货员的工作。工作伊始，他就
得知了大众书店的故事。

“当年大众书店售卖的一些书
籍我也读过。”陈有志说，例如《西行
漫记》，这本书是美国记者斯诺根据
他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
情况写出来的，主要讲述了中国共

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
革命斗争的故事，“看完之后，我也
深受鼓舞。”

站在新华北路34号店铺门口，
望着老街上的熙熙攘攘，陈有志说：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老百姓的日子
越来越好了，但我们还是应该记住
那段艰难而光荣的历史。”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骑楼老街与琼崖革命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海口骑楼老街与海口早期的对外开放
息息相关。晚清时期，在帝国主义的炮火
之下，清政府被迫开放海口为通商口岸。
海口也因此成为全岛对外开放的窗口，下
南洋的华人华侨开始回乡投资建设。最早
的骑楼在水巷口、博爱北路一带的四牌楼
街区建成，整片骑楼街区就是从这里延伸
开来，形成了规模。

在琼崖革命曲折的进程中，除了大众
书店、阜成丰旅店、会文书局等红色据点
外，骑楼老街的华侨、商户们也冒险相助，
慷慨解囊，为革命事业出钱出力。

1909年，琼籍泰国华侨林文英回到海
南，在骑楼老街的一间小屋（今新民西路）
里创办了海南岛最早的革命报纸——《琼
岛日报》，揭露袁世凯勾结日本的卖国勾
当，宣传三民主义，大大鼓舞了琼崖革命党
人的士气。

1925年5月，省港大罢工爆发。次年2
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11师政治部在位于
海口市中山路上的海口总商会召开工农兵
学商各界联合会，成立琼崖锁港纠察委员
会，动员各界人士参与声援省港大罢工。

祖籍海南文昌的越南华侨吴乾刚回国
后，在海口市中山路上开办了药房。战争
时期，医药是部队的必需品，因此受多方钳
制。吴乾刚曾顶住压力，为抗日的19路军
提供了大量医药。

海口传奇女商人吴玉琴在骑楼老街经
营“九八行”和“梁安记”商行，规模之大，一
时无两。1939年，占领了海口的日军在中
山路设立“贸易协会”，强迫当时的商贾大
户参加，吴玉琴宁可破产也不同意入会。
在她的带动下，海口许多商户都弃店而去，
几百家商铺中，最后加入贸易协会的寥寥
无几。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岁月回眸

骑楼老街生机勃发

位于海口新华北路的大众书店旧址，如今已是一家服装店。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