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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初春的五指山市番阳镇抱伦岭，青山新绿染旧枝，一块略显斑驳的石碑在山脚静默矗立。
石碑正面阴刻600余字，浓缩着一所“抗大式”学校的短暂办学史——1940年，中共琼崖特委在抗日烽火中创办琼崖公学，吸引

大批热血青年和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汇聚，共同寻求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真理。
尽管三办三停，地址也几经变迁，这座革命熔炉却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延续着革命火种，至1950年海南解放时共培养出1000多名

党政军群干部，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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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总有青年人困惑、迷
茫与彷徨，也总有青年人
求变、创新与开拓。

在采访中，琼崖公学
里一名名年轻的师生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们在自己的青春时代毅
然放弃安稳的生活，选择
了一条为国为民的艰辛
路，甚至为革命付出了鲜
血和生命。

正是因为他们，几经
搬迁、三办三停的琼崖公
学才能在颠沛流离中始
终延续着革命火种，也正
是因为他们，才有了琼崖
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
我们这群年轻人的幸福
生活。

硝烟散尽，如今的社
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同为青年，时代不同，
肩负的使命也不同。但琼
崖公学师生们这种坚定信
念、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依旧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
投身历史洪流，在科技攻
关最前沿、创新创业第一
线、脱贫攻坚主战场或国
际交往大舞台，彰显着青
年的力量与担当。

海南解放英烈谱

鲁易：
革命火种的传播者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自湘江之滨一路向南，他怀揣着
革命理想，跋涉千里赶赴海南。尽管
两年时间实在太短，但他在这里留下
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却早已被琼崖儿
女永远铭记。他叫鲁易，是海南第一
批中共党员，也是最早在琼崖大地撒
播革命火种的先驱者之一。

出生于湖南常德的鲁易，自幼受
书香熏陶，曾考入日本东京的明治大
学，后又到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与李立
三、赵世炎等发起成立劳动学会，不久
因参与学生运动被遣返回国。

1921年冬，陈公培接受中共中央
派往海南岛开展工作的任务后，鲁易
跟随其来到琼州（今海口市），在省立
第六师范学校以教书掩护地下工作。
期间，他参与编辑徐成章主持的《琼崖
旬报》，以报刊和学校为阵地，宣传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为这片土
地吹响觉醒和抗争的号角。

开展革命理论宣传，更要组织发
动群众。1922年上半年，鲁易和陈公
培、罗汉等人又在海口创建了社会主
义青年团琼崖分团，在琼崖学联和琼
崖青年互助社中积极开展活动，领导
和发动青年联合各界，开展了一场反
对日本掠夺西沙群岛资源的斗争。

这一年秋天，一个对琼崖革命发
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
——经陈公培请示中共中央同意，鲁
易等十多名先进分子被吸收入党，热
血青年们这一刻成为真正的共产主
义战士。

除了在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中开展工作外，鲁易等人还深入到工
人中去，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传播马
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初至年底，鲁
易、徐成章在海口发动并帮助工人改
组原来的海口工人互助社，建立新的
琼崖总工会，参加工会的有店员工人、
民船工人、鞋业工人等数百人。

不久，陈炯明勾结帝国主义和军
阀的消息传到海南，鲁易深感掌握军
事对于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便决心
从事军事运动。于1923年底离开海
南后，他先在中共两广区委工作，经周
恩来推荐调至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
书，后升任政治部副主任。

“中山舰事件”后，鲁易被中共组
织委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8
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秘书。1931年
任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
任，9月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1932
年3月任红三军第七师政治委员。6月，
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中不幸
被俘，10月5日，在沔阳仙桃镇英勇
就义，年仅32岁。

（本报五指山4月11日电）

1940年夏，琼崖公学在抗日烽火中创建，为海南解放事业培养众多革命骨干——

革命熔炉育英才

应时而生 培养抗战干部
自日军铁蹄践踏琼岛，不甘做

亡国奴的琼崖各族人民便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
随着斗争形势的深入发展，琼崖特
委和独立总队深感革命干部之不
足，能不能在短期内培养输充一批

“新鲜血液”，由此成为关系全局的
大问题。

就在此时，党中央对琼崖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其中一项便是“开
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这与琼崖
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办干部学校是件好事，可在前
方战事吃紧、后方萧索贫困的境地
里，何处才能容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冯白驹决定，继续发扬共产党
人“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的一
贯作风，以延安“抗大”为楷模，在
美合根据地的特委驻地附近新建
一所学校。

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吸引了众
多爱国进步青年前来报名，他们不
避风险，不辞劳苦，直奔心中的那
座精神“殿堂”。

而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拿起
刀锯、锄头，自己动手开荒建校园。

彼时，校址选在一处叫作“荒
草田”的地方，师生们上山伐木、砍
竹、割茅草，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盖起一间间教室和宿舍，甚至还
为每个班都开辟出一个操场，平时
可以上军事课，开膳时是“露天饭
堂”，入夜架起汽灯后又是“娱乐
场”，可谓物尽其用。

1940 年 7 月，海南岛酷热难
耐。琼崖抗日公学政治辅导员罗

文洪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清楚地记
得开学那一天，他带着特委的介绍
信赶来学校上任，只见迎面有个用
竹排和木杆搭成的大牌楼，上方端
端正正地写着“琼崖抗日公学”几
个大字。

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学校的
师资队伍十分强大：不仅有史丹、
吴耀南、王祝三等担任过中学校长
或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的教育行家，
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参谋长李振亚
负责上游击战术课，兼任公学校长
的冯白驹也经常过来给学生上政
治课或作政治报告。

正是依靠这样一支师资队伍，
让琼崖抗日公学第一期便招收到
300余名学员，除了全岛各地的爱
国青年、优秀战士，更不乏从马来西
亚、泰国等地返琼救国的华侨青年。

不畏艰难 学习热情高涨
琼崖抗日公学的学员来自各

地，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各不相同，
将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公学
创办后亟待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

“根据‘尽快地培训大批军、
政、民干部以适应抗日高潮需要’
的培训目标，学校按学员的实际情
况，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学制、教学
大纲和实施计划。”时隔多年以后，
罗文洪在文章中回忆，其中高级
班、初级班学制为4个月，需学习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队
中的政治工作，并结合实战需要进
行侦察、化装奇袭、伏击等战斗演
习；妇女班、儿童班和工农班学制
则为6个月到8个月，以学习文化
课为主，兼顾站岗、放哨、情报传

递、救护和支前工作训练。
就这样，一所临时拼凑而成，

却又拥有完整体系、精干力量的革
命干部学校迅速运转起来。

读过小学的刘英豪，经过严格
的口试、笔试和体检后，被分配到
了初级甲班。他在回忆录中说，由
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与封锁，
根据地又处于初建阶段，当时物资
供应十分困难，“师生们所有的文
具用品几乎都要靠自力更生来解
决，有时用木炭或锅灰磨成粉末加
水调成‘墨水’，再用竹管削成蘸水
笔蘸取书写，甚至干脆以地当纸，
树枝当笔。”

可再多的困难，也吓不倒这群
怀揣着救国救民志向的革命青年。

每天起床号声一响，学员们在
十几分钟之内整理完内务，便迅速
跑到操场集合开始早操。“我们都
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
人……”伴着雄壮而豪迈的战歌，威
武如狮的队伍将步伐迈得铿锵有
力，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山谷。

三办三停 点燃燎原星火
在烽火中诞生的琼崖抗日公

学，是硝烟岁月里难得的宁静之
处。然而不到半年，国民党顽固派
悍然发动以“反共灭独”为目的的

“美合事变”，迫使全体师生不得不
放下书本，组织起一支学生军提前
奔赴战场。

至此，仅办两期的琼崖抗日公
学按下“暂停键”，只留培养出的
600余名学员继续为革命事业发光
发热。

1945年，琼崖抗日军民经过不

畏艰难、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粉
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疯狂的“蚕食”
和“扫荡”，并成功开辟出儒万山、
六芹山和琼西、琼西南等抗日根据
地或游击区。形势一片大好下，琼
崖特委决定复办琼崖抗日公学，加
速培养干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琼崖抗日公学复办校址选在
了白沙县阜龙乡什道安村，之后迁
至儋州市南丰墟，不久后因内战风
云突变，又搬回到什道安村。尽管
一路颠沛流离，学员们的学习热情
始终高涨。

可惜复办不到4个月，在国民
党反动派全面挑起琼崖内战的严
重形势下，琼崖抗日公学再度被迫
停办。直至1948年6月五指山革
命根据地开辟后，琼崖抗日公学才
在乐东县番阳乡（现位于五指山市
番阳镇）又一次恢复招生，并更名
为“琼崖公学”。

此时，琼崖解放区和游击区已
占全琼总面积的五分之四，国民党
反动派却依旧野心未减，不仅派出
飞机向琼崖公学空投炸弹，更妄想
派重兵将其摧毁。但就是在这一
阵阵疾风骤雨中，琼崖公学的学员
们得以迅速成长，以磅礴青春之力
书写着探索救亡图存、最终学成报
国的故事。

岁月流逝，一帧帧激情燃烧的
影像早已定格于历史长河。琼崖
公学师生们将个体与时代、与国家
相关联的人生信仰，升腾为永不褪
色的精神记忆，激励着一代代年轻
人在民族复兴中奉献青春和实现
价值。

（本报五指山4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1949年，秋季攻势结束后，琼
崖公学在乐东县番阳乡（现位于五
指山市番阳镇）迎来又一个开学
季。得知这一消息后，国民党琼
崖当局胆战心惊，生怕共产党的有
生力量不断壮大，便千方百计地搞
起破坏。

自1949年9月起，国民党军每
天派出飞机到乐东、白沙一带寻找
琼公学校的校址，气势汹汹，大有

炸平五指山之势。
敌人的飞机天天在琼公上空

盘旋，震天的声音干扰了学员们的
学习。为此，各班师生响应学校的
号召，开始在河边或深山低洼的地
方挖掘防空洞。为了早发觉敌机，
早躲避，学校警卫连还搭了一个空
哨台，由警卫连放哨观察敌机，空
哨台上挂一块生铁板，作为警报
器，空哨台听到飞机声就鸣钟，让
师生们迅速躲进防空洞。

这一年10月的一天，两架敌机

来侦察，发现了学校目标后，便用
机枪疯狂扫射，并投下两枚炸弹，
但师生们早已躲进了防空洞，什么
也炸不到。

一计不成，敌人又生一计。
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分西、南两路
向乐东推进，之后在万冲会师，而
万冲至番阳只有10公里的距离。
彼时，琼崖纵队九所会战告捷后，
已经转移东线行动，调兵应战已
然来不及。

很快，琼崖纵队司令部决定动

员乐东县民兵配合司令部和琼崖
公学的警卫连，利用山深林密路窄
的有利条件阻击敌人。果然，敌人
人地生疏，进了我军民的阻击圈，
被打得走投无路，进退两难。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军一
无所获，丢下一批军械武器，狼狈而
退，我军民成功保卫了琼崖公学。
（本报五指山4月11日电）

打响琼崖公学保卫战
岁月回眸

修复后的琼崖抗日公学旧址。 （本报资料图片） 位于五指山市番阳镇的琼崖公学纪念亭。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