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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成为中共琼崖抗日根据
地最高的权力机关——

琼崖抗战进入全新阶段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这里就是当年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以下简称琼崖东北区政府）成立的地方。”4月3日上午，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下昌村
第三村民小组，组长许俊能指着路边一片草丛说道。

草丛里，横七竖八地卧着不少大块方形石头。许俊能说，当年这里共有3间屋子，其中1间是祠堂，2间是小学，琼崖特委就是在小学
里召开了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大会。岁月流逝，如今，房子已然无存，只留下了些烧黑了的石头，供后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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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琼崖东北区抗日民
主政府成立后，集中力量
办大事，调集、动员了更
多的财力、人力、物力共
同支持抗战，因此，琼崖
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迅
速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得到了发展，对于粉碎
日军和国民党的军事进
攻和经济封锁都起到了
巨大作用。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
不断发展和演变，县一级
抗日民主政权遍及全岛
16个县。到日本投降时，
琼崖抗日民主政府领导
下的解放区人口已达100
万以上，占全琼人口将近
一半。这说明，对人民群
众而言，共产党是真心实
意为群众谋福祉，人民群
众因此忠心追随共产党；
对共产党而言，走群众路
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
确路线。

眼下，海南正处在脱
贫攻坚的攻坚期，正处在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新起点。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我们
党的执政追求。党要继
续坚持走群众路线，为了
群众，依靠群众，始终与
群众心连心、同呼吸；琼
崖儿女同样要坚定不移
地拥护党的领导，跟随党
的脚步，在党的正确领
导下，共同完成时代
赋予我们的光荣
使命。

王业熹：
革命意志坚如铁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王业熹1899年8月出生于乐会县
（今琼海市）第二区迈汤乡文园村的一
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夏，王业熹受党组织派
遣回琼崖工作，不久被分配到澄迈中学
当教务主任，当时共产党员陈垂斌、郭
儒灏也到该校教书。他们以学校为阵
地，秘密开展党团活动，在进步学生和
青年中发展党员。他们还组织澄迈县
革命同志会、澄中学生会、澄中宣传队
等，在琼崖西路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陵水成
立县苏维埃政府，王业熹任主席。在王
业熹主持的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陵
水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高
潮，重点打击12户大地主，没收的土地
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

1928年冬，王业熹和琼崖苏维埃
政府机关及红军130多人一起走上母
瑞山，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
一年左右的努力，在母瑞山成立了大山
乡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组织群
众开荒生产，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
革命干部，为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
发展积蓄了力量。

在全琼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
王业熹被选为琼苏政府常务委员兼秘
书长。在此时间，冯白驹、符明经、王业
熹等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实行土地革
命，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生产和革命
积极性。王业熹还发动苏区群众献粮，
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支援红军作战，为
打开新局面作出了贡献。

1938年11月，琼崖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形成，后来建立了统战组织——

“琼崖战时党政处”。王业熹受党的派
遣到该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期间，王业熹积极开展统战、民运等项
工作，在琼崖各地组织起青年战地工作
团、战团青年宣传队、妇女抗敌同志会
等群众团体。琼崖沿海地区沦陷后，王
业熹等人又在国统区积极组织群众起
来破坏公路、桥梁、毁坏敌人炮楼等，阻
止日军向内地推进，对抗战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由于王业熹长期在敌后坚持艰苦
的抗日游击战争，环境恶劣，工作繁重，
因而积劳成疾，患了肾病，战争环境下，
更是缺医少药，他的病情每况愈下，医
治无效，于1947年5月1日在琼中毛贵
乡与世长辞，时年48岁。

（本报海口4月3日讯）

岁月回眸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为了稳定金融物价，1942年，琼
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以下简称琼
崖东北区政府）发行了约20万元的
琼崖东北区政府代用券。1元代用券
兑换光洋1元，在根据地与光洋一样
流通使用。这是共产党人在琼崖地

区最早发行的一种货币。
代用券面额1元，版面

呈长方形，正面的四角各印
有一个“壹”字，左右边沿有

麦穗花纹。上端居中印有“琼崖东
北区政府代用券”10个字，票面中
央是人民正在田间劳动的图案，下
端印有“凭券在琼崖区兑换国币”
10个小字及“民国三十一年印行”8
个小字。图案一侧印着“壹圆”两个
大字，另一侧则是琼崖特委书记、琼
崖独立总队总队长、琼崖东北区抗
日民主政府主席冯白驹的签名。

代用券背面正中印有椰树风光
和船舶，图案下边印有拉丁文“ON
EYUAN”，意思是“壹元”，左侧印

有“1”字，嵌在梅花图案中，右侧印
有冯白驹的头像，四周用波浪形线
边围绕。

据了解，这种代用券是由琼崖
东北区政府民政科长吴乾鹏设计
的，他将图案刻上木板后，交给其他
科室印刷。为了躲避敌军，琼崖东
北区政府专门买了一条木帆船，白
天把船藏在琼山演丰海边的红树林
里，晚上就把船开到海边，在船上印
刷代用券。

受战争和交通影响，琼崖东北

区政府代用券主要在文昌、琼山地
区流通。1942年下半年，日军加紧

“扫荡”琼文地区，实行“三光”政策，
琼崖东北区政府代用券因无法继续
印刷而停止发行。

虽然琼崖东北区政府代用券流
通范围有限，使用时间也很短暂，却
不可否认它曾对抵制日军掠夺琼崖
人民财产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很多
群众还一直保存着琼崖东北区政府
代用券，在海南解放后再用来兑换
成人民币。 （本报海口4月3日讯）

琼崖东北区政府代用券背后的故事

大势所趋建立政权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
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灭独”，大肆捕
杀我党军政人员和革命群众，琼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
尽快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坚持团结，坚
持持久抗战的迫切任务。

1941年2月，冯白驹在琼山县
树德乡主持召开琼崖特委第三次执
委会。会上，冯白驹援引列宁同志
的话，强调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
权问题。只有建立抗日政权，才能
动员财力人力物力来支持抗战，有
政权才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
群众，才可以通过自力更生解决经
济问题。

第三次执委会议后，琼崖各县、
区、乡抗日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随
着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成立一个
集中统一领导权威的全琼性抗日民
主政权。经过数月筹备，当年11月
10日，中共琼崖特委在当时的树德
乡下昌村召开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
大会，宣布成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
主政府。大会通过民主协商，采取

“三三制”原则建立，选举产生了琼
崖东北区政府领导成员，冯白驹任
主席。

“为什么会叫‘琼崖东北区政
府’呢？”记者问。“起初，同志们准备
定为‘琼崖抗日民主政府’，但有人
提出这样会形成同国民党专区政府
相对立，对开展统一战线不利，因而
主张只宜成立像陕甘宁边区那样的
区域性政权。”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
征研科主任科员周琪雄说，琼崖东

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名称是“东北
区”，实际上是全琼性的抗日民主政
权，是中共琼崖抗日根据地最高的
权力机关，它的成立标志着琼崖抗
日斗争进入了全新阶段。

“当时，百姓们看见琼崖特委来
这里，都特别高兴，很多人都跑来观
看大会。”新德村村委会主任周经能
说，村里还专门派了3个人为参会
人员烧饭。

发行货币创办报纸

琼崖东北区政府成立后，首先
颁布了《琼崖东北区政府抗战时
期施政纲领》。纲领强调了抗日
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
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
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
基本出发点。”

按照这一施政方针，琼崖东北
区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抗
日救国的政策法令，例如组织纲领、
暂行土地条例、选举条例、婚姻条
例、优待抗属条例、救国公粮征收
法、危害抗战紧急治罪法等。这些
法令有力地维护了琼崖各民族、各
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极大地调动
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

“除此之外，琼崖东北区政府还
发行了琼崖东北区政府代用券。”周
琪雄说，日军侵琼后，开始大量发行
日币军用券，企图控制琼崖社会经
济，强迫群众用银元兑换日币，令琼
崖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生活十分困
难。

为了对抗日军不良用心，稳定

金融物价，1942年，琼崖东北区抗
日民主政府发行了约20万元的琼
崖东北区政府代用券。1元代用券
兑换1元光洋，在根据地与光洋同
样使用，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支
持。这是共产党人在琼崖地区最早
发行的一种货币。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扩大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在人民群
众中的政治影响，促进抗日民主政
权建设，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
还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新琼
崖报》。

1942年是琼崖抗战最艰苦的
时期，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

“扫荡”，《新琼崖报》被迫转移到沿
海地区坚持出版，报社印刷所在琼
山县演丰乡遭遇地方反动武装包围
袭击，印刷所损失严重，《新琼崖报》
不得不就此停办。

“琼崖东北区政府的成立及其
相关政策的实行，对巩固和发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和壮大抗日
武装力量，粉碎日军与国民党顽固
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坚持持
久抗战，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周琪雄说，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
发展和演变，县一级抗日民主政权
遍及全岛16个县。到日本投降时，
琼崖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解放区
人口已达100万以上，占全琼人口
将近一半。

坚持内线挺出外线

1942年5月起，日军向我根据
地进行疯狂“蚕食”和“扫荡”，加上
国民党顽军的两面夹攻，1942年至

1943年成为琼崖抗日战争最残酷、
最困难的时期。

琼崖特委在坚持内线作战的同
时，挺出外线，挺进敌后。琼崖抗日
独立总队第一支队建立儒万山抗日
根据地，并向西挺进，与第四支队配
合巩固和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
二支队第一大队与第三支队配合扩
大琼东南抗日根据地。挺出外线的
第三支队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在
陵水、保亭、崖县广大游击区开辟了
新的游击根据地，各抗日游击根据
地逐渐连成一片。

琼崖抗日民主政府不仅抗敌，
也开办学校，为抗日战争输送军政
人才。

1941年6月，琼崖特委以延安
“抗大”为榜样，在万宁六连岭的北
昌村创办一所“抗大”式的琼崖抗日
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军政
干部学校）。

军政干部学校共开办两期，培
养的学员有部队保送的班排干部和

“政治战士”（战斗部队中做政治思
想工作的党员战士），也有地方党政
机关选送的区乡级干部和地方武装
干部，共计600多人。

“虽然琼崖特委开会的房屋已
经被烧掉了，但是这段往事大家
都还记得，革命志士的精神也一
直被传承着。”背对旧址，周经能
指着眼前一片槟榔地说，村里靠
着种槟榔、荔枝、沙姜等农作物，
日子一点点地好起来了，“虽然还
有几户贫困户，但相信在政府帮
扶和自身努力下，今年他们一定
都能脱贫。”

（本报海口4月3日讯）

⬆ 1942年琼崖东北区政府在琼崖抗日根据地印的国币代用券。
（资料图片）

⬅ 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旧址，房子已然无存。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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