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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琼西 革命摇篮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3月24日，走入位于东方市八所镇的琼西中学，红色的校门、教学楼、校道映入眼帘。教学楼上“红色琼西，革命摇篮”8个大字异
常醒目，整个校园充满了红色文化气息。

这所学校于1938年9月18日开学，曾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急需的骨干力量，有“抗大”
式红色革命学校的美誉，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琼西人艰苦奋斗的历史岁月。

海南日报记者循迹而至，琼西中学的“抗争史”一页页地呈现眼前。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欧照汉：
矢志革命洒热血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欧照汉1901年4月出生于万宁县
南部欧排村（今万宁市东澳镇境内）的
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欧照汉因家
境贫困，无钱上学，只好替人家放牛，晚
上到私塾旁听。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欧
照汉家乡处于灾荒兵乱之中，欧照汉不
久便随村里几位青年乘舟漂泊过海到
马来西亚谋生。当时谁也没想到，他会
在此后成为琼崖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
领导人之一，担任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兼
万宁县巡视员、中共琼崖特委常委兼民
运部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在马来西亚，欧照汉受马共革命思
想影响，勤奋学习文化知识，阅读进步刊
物，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成为工运骨干，
并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入党后，他
更加积极地开展活动，向工人们演说，传
播革命思想和中国革命斗争形势，因而
暴露了身份。1929年春，他被马来西亚
英殖民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按照党的指
示，回故乡万宁县欧排村潜伏。

回到万宁县后，为了不暴露身份，
他白天到田间劳动，晚上去欧排村立初
级小学夜校补习文化，借此机会接触青
少年。随后，他把欧圮、欧排等附近村
庄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
争，打击地主恶霸。欧照汉的行动引起
国民党、土豪劣绅的仇视，四处搜捕
他。当地群众极力掩护欧照汉，使其免
于敌人搜捕。

1930年，欧照汉与新安图（乡）农军
领导人崔树茂接上头，不久由当地党组
织护送到母瑞山找到了中共琼崖特
委。1930年4月，琼崖党第四次代表大
会在母瑞山召开，欧照汉当选为特委委
员，同时被委任为万宁县巡视员。8月，
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欧照汉增选
为特委常委。

为了开展联络工作，欧照汉被特委
派遣到香港，在广东省驻香港联络机构
当联络员。1930年10月，广东省交通
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同志，欧照汉（化名
陈仲华）、彭祥、胡宏盛等一批地下交通
员遭逮捕，由香港引渡送进南石头监
狱。为了继续与敌人斗争，欧照汉等人
在监狱里自发地成立党支部，欧照汉任
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领导下，监狱里
的难友通过各项活动活跃起来，拧成了

“一股绳”。1934年春，为了改善难友生
活条件，欧照汉组织难友开展绝食斗
争，迫使敌人接受难友提出的条件，最
终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在释
放全国政治犯以团结一致抗日的形势
下，11月，欧照汉被释放回琼崖。1938
年秋，欧照汉代表琼崖青年出席中央青
年工作会议，会后，他返回琼崖，深入调
查琼崖青年运动的情形，写出《关于琼
崖青年运动的报告》，推动全琼青年群
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

1941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
执委会在琼山县树德乡召开。欧照汉
被选为特委常委兼民运部长、组织部副
部长，还负责兼管宣传、青年、妇女工
作。1942年秋，琼崖抗日斗争处于艰难
时期，欧照汉组织地方抗日民众配合部
队坚持抗日斗争，使琼崖抗日斗争出现
新的局面。

在革命战争年代，欧照汉艰苦朴
素，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与
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日夜奔忙，工作
过度疲劳，积劳成疾，1943年秋，在琼山
县咸来乡与世长辞，时年42岁。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政府追认欧照汉为烈士，
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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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君

走进琼西中学，看红
色建筑，感受红色文化，
时间的指针仿佛拨回到
那 个 硝 烟 弥 漫 的 年 代
——国难当头，琼岛西南
处，一所以抗日救亡为宗
旨，被誉为“琼岛西部的
革命摇篮”和“抗大”式红
色革命学校的琼西中学
克服重重困难诞生了。
在这里，一大批骨干人才
得到培养和成长，为琼崖
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输
送了红色的火种和战斗
力量。

跨进这座校门，革命
的火种便燃烧了起来，历
史留下的红色基因随处
可见；跨出这座校门，心
中的缅怀和崇敬便化作
信仰。在这座红色摇篮
里，革命先辈前仆后继，
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
这样的革命精神需要被
后世铭记和传承。

这些革命精神是我
们前行的不竭动力，它不
断激励着我们在和平年
代砥砺奋进，创造更加美
好的未来。我们更有理
由相信，琼西中学的一代
代师生将全面发扬“吃
苦、战斗、奉献”的琼西精
神，不断传递燃烧着红色
火种的精神火炬，在新时
期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培养一批又一
批可塑之才，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3月26日晚7时，解放军第40军 118师一
个加强团共2991名指战员，在师政治部主任刘
振华和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的率领下，分
乘81艘帆船，从雷州半岛的灯楼角启航，预定
次日早晨在临高角登陆。

冯白驹接到电报后，电示陈青山、陈求光、
苟在松等人组成接应指挥部，率领琼崖纵队第
一总队和渡海先锋营准时抵达登陆点接应；同
时电示西区地委，令澄迈、临高、儋县地方党政
组织紧密配合支援。

然而，此番渡海并不顺利，船队启航后不
久风停，又遇大雾和潮水东流，偏离了航向并
且无法保持队形。各船只好按照预定方向行
驶，到次日早晨才分散登陆。 （陈蔚林/辑）

危难关头创办学校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中华民族不愿当亡国奴，抗日救
国热情空前高涨。1938 年，孤悬
海外的琼崖也形成国共合作、团
结抗日的局面，建立起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阵线，掀起琼崖抗日
救亡运动高潮。

然而，当时的昌感地区没有初
级中学，许多共产党员仅有小学
文化水平，难以适应革命发展的
需要。为此，中共昌感县县委委
员史丹向中共昌感县委提议，在
昌感地区创办一间中学，将小学
毕业后没学上的学生和社会青年
聚集起来，加以培训，为即将到来
的琼西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培养
造就骨干力量。

昌感县委对这一提议十分重
视，委派史丹、马白山、林超宇、戴恩
民等人筹办学校。说起办学，史丹
等人经历不少曲折、克服了重重难
关。为避开国民党当局的审批备案
关，史丹前往府城找到琼海中学校
长钟衍林，说服他同意以琼海中学
的名义在昌江县新街墟开办一所学
校。为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史丹和
戴恩民2人带头捐出1000块银元，
并动员许多开明人士和富户捐款建
校。史丹等人还发动青年学生和当
地群众上山伐树木、割茅草，自己动
手修建了教室和学生宿舍，制作简
易桌凳和教学用具。

为确保党对学校的领导，昌感
县委对教育界人士进行分析，认为
戴恩民思想进步且民主人士的身份
有助于掩护革命，是负责学校主要
事务的合适人选。

就这样，经过前期准备工作，
1938年9月18日，琼海中学琼西分
校（即琼西中学）在昌江县新街墟创
办。由钟衍林挂名校长，戴恩民任
学校办公室主任，主持校务工作；聘
请日本留学回来的共产党员谢君哲
任教务主任，主管教学。由史丹和
林超宇推荐教师，一批共产党员进
入琼西中学任职……

“当时，学校名义上是琼海中
学分校，实际上，教学计划等实
际领导权则掌握在中共昌感县
委直接领导下的学校‘特支’手
中。”东方市史志研究室主任科
员符清文说，“特支”是中共昌感
县委特别党支部的简称，是昌感
县委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而
设立的直接受县委领导的党支

部。琼西中学特别党支
部，由叶质彬任支部书
记，有学生党员林杨春、

陈斗平、吴爱民等26人。

培养大批军政骨干

自学校成立之初，史丹等人就
特别清楚学校创办的意义。按照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模式设置课程，培养造就抗日骨干
力量，成了这些创校人心中的目
标。因此，琼西中学成了巍然挺立
在琼西南国民党统治心脏地区的一
所“抗大”式的红色革命学校。

学校招收的学生主要由昌感县
的党支部选送，崖县和儋县的党支
部也选送不少学生。学校还从社会
上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进
步青年中招考选拔学生。首届招收
250多人，有4个班，其中，34名为
共产党员。

“当时，按照国民党教育部的规
定，琼西中学公开的课程安排了国
文、政治、算数、理化、英语、生物、音
乐和体育等课，但在实际教学中，采
用的是自编革命教材，把党的抗日纲
领、时事政治、马列主义作为主课。”
符清文介绍，学校将《马克思主义的
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论持久
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战线》
等列为主要教学内容，国文课主要讲
授鲁迅和郭沫若有关革命的作品，音
乐课教授《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
上》《大刀歌》《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
曲，体育课则以军事训练为主。

同时，学校“特支”非常重视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给全校党员发
出《党员须知十则》，要求每个共产
党员自觉遵守规律，刻苦学习，树立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作风，以共
产党员的模范行为影响其他学生。
还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学生会去组织
进步青年学习《共产党宣言》《游击
战》《新琼崖》《救亡呼声》等书刊，提
高其思想觉悟，点燃其革命热情，靠
近中国共产党，自觉走上革命道路。

“在琼西中学学习时期，革命青
年掌握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提高
了政治理论水平，增长了科学文化
知识，还接受了一些基本军事训练，
为之后投入抗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年96岁的林玉兰说，她是琼西中
学首批招收的学生之一，也是学校
创办人之一林超宇的亲妹妹。

1939年2月10日，日军的铁蹄
踏上海南岛，并很快占领沿海大部
分地区，2月下旬，琼西中学遭日军
飞机轰炸，被迫停办。

学校停办后，250多名师生大
部分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参加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队。后
来，赵之翼、文定魁、王廷俊、吴孔
章、吴家成、陈斗平、林德安、林天

生、林杨春、郭日明等人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史丹、马白
山、钟岳、吴爱民、周珠江、吴以怀、
陈光武、黄涌、赵登孚、文宝庆、吉寒
冬、羊礼等30多人，则先后成为中
国共产党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

坚守初心不忘历史

1950年9月，琼西中学获得新
生，在原址复办，更名为昌感初级中
学。20世纪50年代，中共昌感县委
和县政府拨款，为该校建设了500
多平方米的大礼堂、7间教师宿舍、
6间教室和1间图书馆，大大改善了
教学条件。该校1958年开设高中
班，成为完全中学。

1960年，经前辈史丹和马白山
建议，学校恢复琼西中学的校名。
2016年，学校投入项目资金2600
万元兴建新教学综合楼、师生公寓
楼和塑胶操场等。

琼西中学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
之中，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是一
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为了
更好传承学校的红色基因，近年来，
东方市委、市政府把琼西中学确定
为红色旅游文化教育基地和国防教
育基地，琼西中学组织教师编写了
《红色琼西》《琼西故事》等9本校本
教材，不断拓展了红色文化的内涵，
充分调动全校师生参与红色文化建

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们收集大量的历史文物资

料和图片，建立了校史馆、纪念亭、红
色校道、文化广场、创始人雕塑，教学
楼以史丹、马白山、林超宇、戴恩民等
4名创校人的名字命名，整个校园以
红色为主基调，旨在培养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怀，为学生学习提供强大
的精神动力。”琼西中学校长林冠说。

“琼西中学，我们热爱你……你
是革命的摇篮，你在暴风雨中创立，
你抚育了多少英勇战士，革命种子
撒遍琼岛大地，鲜艳的琼西中学校
旗啊，我们永远把你高高举起……”
琼西中学的校歌由该校教师于20世
纪80年代根据革命历史创作而成。

“为了激励学生学习斗志，继承发扬
革命传统，学校会在晨读前和午休
后播放琼西中学校歌。”林冠介绍。

琼西中学在充分挖掘学校的办
学历史、丰富教育内涵的基础上，实
行“传承红色基因，拓展艺体特色办
学，打造红色文化国防教育基地”的
办学理念，为东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贡献力量。在加强红色文化教育的
同时，根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
求，对学生实行分层次、分班级教学
和目标训练管理法，让学生铭记先
烈忠诚于党的高尚品德和奋发向上
事迹，争做有理想、有志向、有责任
的时代先锋青少年。

（本报八所3月25日电）

1938年9月18日，琼西中学开学，该校培养和造就了一
大批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急需的骨干力量——

1950年
3月26日

70年前的今天

解放军第40军118师加强团偷渡海南岛

渡海部队往船上装载作战器材设备和各种物资，充分做好战前工作。 （资料图片） 位于广东徐闻县角尾灯楼角的
渡琼作战指挥所。 （资料图片）

琼西中学校史馆的前身，称“四合院”，建于抗战时期，图片于
2010年拍摄。 通讯员 符清文 摄

如今的琼西中学校史馆。本报记者 张文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