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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西迁，建立美合革命根据地

抗日燃星火 浴血书传奇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80年前，在澄迈、临高、琼山（六区）交界的美合山区里隐藏着一个“红色世界”，一批怀抱理想的革命者在这里劈山开荒，建起合作社、
医院、军械厂，用山林间壮大的抗日武装力量，点燃星星之火，照亮黎明前的黑暗。

烽火远去，浩气长存。80年后，那片青山林莽中，昔日的革命遗址已被岁月隐埋，唯有那山脚下的红色纪念碑巍然耸立，向人们“诉
说”那一段风云岁月的不朽，那一股民族骨气的刚强。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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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解放军第43军127师加强团登陆后行进到达云龙、道崇一带革命根据地。
第四野战军总部发来嘉勉电：“你们英勇地征服了波浪滔天的大海，冲破了敌人飞机、军舰的

阻拦，为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英雄奇迹，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由于你
们的胜利登陆，海南岛上的敌我力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陈蔚林/辑）

第43军127师加强团行至云龙、道崇一带

1940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琼
崖特委要建立山区根据地。接到
指示后，琼崖特委决定西进，到五
指山附近创建一块进能攻、退能守
的山区根据地。当时，特委选中了
临高、白沙交界的纱帽岭山区。

1940年 2月，中共琼崖特委、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在冯
白驹的率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
苦行军，来到澄迈、临高、琼山（六
区）交界处的美合地区，准备停歇
几天，再继续向西南山区前进。计
划不如变化快，当琼崖特委和琼崖

抗日独立总队进入美合地区时，日
军占领了纱帽岭附近的那大镇，附
近地区又被日伪军控制。经过多
方权衡，特委决定就地建设美合革
命根据地，伺机再向五指山推进。

美合山区，方圆50公里，地势
险要，有连绵茂密的原始森林，少
数村庄错落其间。澄迈县党史办
原主任孙中积说，当时美合最大的
优势是粮食丰富，反动统治力量薄
弱，澄迈县委曾在境内部分乡镇活
动，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
础。

在确定建立美合根据地后，中
共琼崖特委从东线根据地抽调了
大批干部组成若干工作队，深入美
合村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清
匪除霸，安定民心。特委把美合作
为一个特区，成立了以谢志德为区
委书记的美合特别区委员会，在美
合内外排田坡、走马、仁里等乡建
立了 12 个党支部，发展 35 名党
员。美合境内和周边乡镇组织了

“农救会”“青抗会”“妇救会”，各村
成立自卫队，配合总队打游击，为
根据地建设保驾护航，还有100多

名青年村民主动报名加入琼崖抗
日独立总队。

孙中积说，美合村是当时琼崖
共产党抗战的总指挥部，美合村
西边的苦香岭，成了当时琼崖特
委与党中央沟通的基地。在这座
海拔312米、峰似三角的山上，琼
崖特委设置了电台，红色电波频
频发出，实现了与远在延安的党
中央通过无线电直接联络，使琼
崖能够经常地及时地听到中央指
示，保证了琼崖抗战沿着中央指
引的航向前进。

美合根据地建立以后，中共琼
崖特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应作长
期坚持计划”“丝毫也不要依赖国民
党发饷，（要）依靠人民筹给，可求助
于华侨，中央不能拨款”“一切要自
力更生”的指示，号召根据地军民充
分利用美合地区有利的自然条件，
自己动手，发展农副业生产，增加经
济收入。

特委在根据地里开展一系列发

展生产行动：推行“三七”减租的土
地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发挥佃农积
极性；开办消费合作社，开辟集市，
印刷货币流通券；开办的军械厂，在
完成主业之余，专门制造一批农具，
支持根据地农业运动。战士们和乡
亲们一起在这片山林里开荒种地，
建立了医院、报社、学校、机械厂
……冯白驹、王白伦、黄魂、王业熹
等领导同志与干部战士一起开荒种

菜，整个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开展
得热火朝天。

随着抗战步入相持阶段，美合
根据地承担的责任也多了起来。
1940年7月，在根据地内，琼崖特委
创办了以延安“抗大”为楷模的琼崖
抗日公学，由冯白驹亲任校长，还组
织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和精干的
教师队伍，吸引了来自各市县的爱
国青年，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以及

部队一些优秀战士入学。
“虽然抗日公学只存在短短

几个月，却为我党培养了一批
党、政、军干部，发展壮大了抗日
武装力量。”孙中积说，在艰苦条
件下，抗日公学开办了两期，分
高级班、中级班、初级班、工农
班、妇女班、儿童班，课程设置
有政治、军事、文化等，培训了
600多名学生。

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琼
崖当局置抗日大局、民族大义于不
顾，纠集3000余人的兵力向琼崖特
委、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驻地美合村
猖狂进攻，企图消灭琼崖人民抗日
武装，破坏琼崖抗日统一战线——
史称“美合事变”，美合革命根据地
遭受严重摧毁。

尽管仅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
美合根据地的建设为中共琼
崖力量向西线迁徙提供了基

础。“美合事变”后，马白山率部抗击
敌军，掩护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
立总队部领导机关转移。1942年
春，琼崖特委派马白山到澄迈、临高
和儋县组建独立总队第四支队，并
委任其为支队长兼政委。不到一年
时间，在马白山等人的努力下，第四
支队成为一支建制齐备、兵员足额，
拥有4个大队、10个中队和医疗队、
军械厂，威震琼西、令敌胆寒的铁军。

1950年，马白山奉命协助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解
放海南。马白山主动提出随第二批
潜渡加强团渡海登陆作战。在马白
山的参与和引领下，加强团顺利在澄
迈玉包港登陆，为主力部队渡海登陆
解放海南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时过境迁，几十年后美合革命
根据地很多原址都掩埋在丛林中。
为了追记历史，孙中积曾带队一一
探寻革命根据地的原址，寻访老革
命战士，记录革命先辈当年在美合

根据地经历的峥嵘岁月。在一些革
命前辈及孙中积等人的努力下，
1999年，中共澄迈县委员会、澄迈
县人民政府在美合村附近建起美合
革命根据地纪念碑。附近乡镇和农
场常在“七一”或清明节前后组织青
年学生和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
前来祭扫和凭吊先烈，琼崖纵队老
战士的后人也常常来访根据地遗
址，缅怀先辈们的斗争故事。

（本报金江4月1日电）

深山里建起革命根据地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1940 年，中共琼崖
特委、琼崖抗日独立总
队领导机关在冯白驹
的率领下，来到美合地
区，开辟革命根据地。
虽然只经历短暂的一
年，但正是在那里，琼
崖革命火种得到保存，
并通过一个个农民、革
命者传递开去，直至星
火燎原，照亮黎明前的
黑暗。

在 那 段 艰 苦 抗 争
的岁月里，有许多人付
出了宝贵的生命。烈
士已去，但精神长存，
他们点燃的抗日星火
在全岛迅速蔓延，他们
以生命书写的红色历
史，值得我们纪念，他
们为民利民的革命初
心，值得我们传承。

用 行 动 向 先 烈 致
敬，才是最好的纪念，
用双手创造未来，才是
最好的传承。2020 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
之年，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 建 设 方 案 实 施 之
年。我们要坚守初心，
勇担使命，善于抓住机
遇，勇于开拓进取，敢
于迎难而上，脚踏实地
行动起来，为各项事业
加快推进贡献自己的
力量。

琼崖抗日公学青年云集

树立革命根据地纪念碑

—
—

纪
念
海
南
解
放

周
年
特
别
报
道

70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陈三华，又名陈苏华，出生日期
不详，是海南文昌县（今文昌市）人。
她早年曾就读于广州女子师范学校，
后来前往苏联留学，精通俄语。

1924年，陈三华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以个人
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中山舰事件”
前，她曾同中共党员、中山舰舰长李
之龙等在中山舰开展党的组织活动。

1925年底，陈三华当选为广东省
妇女解放协会候补执行委员。1926
年1月中旬，国民革命军进军琼崖，讨
伐军阀邓本殷，她作为国民党中央党
部特派员随南征军过琼，留在府海地
区任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琼崖分会
主任。当年2月，国民党琼崖特别委
员会成立，陈三华与罗汉、王文明、吴
国鼎等7人任执行委员。

1926年3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
民党右派制造“中山舰事件”，陈三华
就此退出国民党，转而从事工农运动
和参与组建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的
活动。在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
上，陈三华被选为中共琼崖地方委员
会委员兼妇女部长，是中共琼崖地委
13名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女委员。同
年秋，为适应形势发展，中共琼崖地
委决定创办中山女子学校，陈三华任
海口中山女校校长。

1927年12月，陈三华在广州参
加广州起义。1933年起，陈三华与丈
夫黄邦荣一道在中共厦门中心市委
机关工作，负责联络和接送海外革命
同志。1935年，陈三华前往上海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陈三华辗转
至江苏省，在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
1943年，陈三华在苏北牺牲。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前面的三角形山峰是‘电台
山’，当年红色电波就是从那里发往
延安……”4月1日，站在澄迈县仁兴
镇美合革命根据地纪念碑前，澄迈县
仁兴镇退伍军人罗崇金给前来祭扫
的游客讲述关于美合革命根据地建
设的故事。

罗崇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其家
人就是美合村村民。在美合革命根
据地建设时期，他爷爷罗文锦及其3
兄弟罗文通、罗文科、罗文秀加入中
国共产党，参与“农救会”，成为运输
队队员兼信息联络员。1940年底，美
合事变之后，当时身为美合乡长的罗
文通誓死保守革命队伍转移踪迹，被
反动派残忍杀害。

受老一辈的影响，罗崇金的父亲
曾入伍从军；2002年，刚满18岁的罗
崇金离开家乡，到广西桂林参军入伍，
一去就是8年。2010年底，罗崇金怀
着对家乡的热爱和振兴家乡的愿望回
乡创业。他在距离美合革命根据地
100余米的山坡下，建起集综合果园、
餐厅、休闲垂钓、黑凤鸡合作社等于一
体的农庄，取名“红色农庄”。

“纪念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的英雄人物，铭记那段历史风云。”罗
崇金说，清明节等节日前后，许多青
年学生和党员干部都会前来祭扫和
凭吊先烈。每逢有游客前来，他便当
起义务讲解员，给大家讲述红色历
史，身体力行弘扬革命精神。

（本报金江4月1日电）

退伍军人罗崇金：
创建红色农庄
讲述革命故事

澄迈县仁兴镇美合革命根据地纪念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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