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路是临高县城热闹的商业
老街，此街在临高第一小学附近，从
一个挂着“王氏宗祠”招牌的巷口进
去没几步，就可以看见一个高大庄
重的宗祠建筑——“王氏宗祠”，这
里就是临高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
军事政治训练所）革命遗址。

张壮省说，在王氏宗祠办起
了临高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军
事政治训练所），是临高革命的摇
篮，这里为临高培养出一批革命
干部。

6月9日上午11时23分，记者

到访此处，宗祠门槛前，三五个小朋
友在玩游戏。夏日炎炎，宗祠前的两
株大榕树下，成为人们小憩的地方。

据《中国共产党临高历史》记
载，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提出
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
题，强调要普遍建立农会、农民自卫
军，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广东
省农民协会琼崖办事处成立，主任
是冯平。琼崖农民协会向全岛11
个县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指导各
县农民运动。被派到临高的农民运
动特派员是冯道南、王超、刘青云、

林日华、李春茂。他们深入全县农
村通过各种关系进行宣传发动。其
中李春茂用临高当地语言教唱革命
歌曲，率先在几个乡建立临高最早
的一批农民协会。1926年，临高成
立的各级农民协会有60多个，会员
2万多人。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
后，各乡村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了农
民自卫军。而农民协会的蓬勃发展
和农民自卫军的普遍建立，需要更
多懂政治和军事知识的农民运动骨
干。在冯平的指导下，1926年冬，
在县城林氏和王氏宗祠筹办临高县

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军事政治训
练所）。

1927年2月17日，临高农民运
动讲习所正式开课，第一期学员有
60多名，都是来自全县各乡选送的
农民协会干部和农民自卫军骨干。
学员接受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临
高县党组织注重从学员中培养党
员，符英华、王政平、符会运、符宗
仁、李春茂、谢明义、王达尊、符启
槐、符宗儒、黄凤翔等学员被吸收为
中共党员，为临高以后的革命斗争
培养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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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大型系列专刊A08 解放 年 美好新海南

探访临高红色革命遗址和纪念碑园——

文澜儿女多壮志 解放海南英魂存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今年是解
放海南 70 周
年。适逢临近
“七一”，本版
今天介绍一些
临高红色革命
历史遗址和纪
念碑园。时光
默默流淌，当
年的斗争硝烟
已远离，和平
年代，仍需要
时时重温当年
先烈们为了救
国救民，不怕
牺牲探寻真理
的英勇壮举；
需要铭记解放
大军英勇渡海
的光辉事迹。
遗址无声，英
魂长存。让我
们走进革命遗
址，去聆听、去
感受……

红色遗址 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旧址

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旧
址，与临高孔庙就是一墙之隔。这
里是临高学子探寻救国路的历史见
证。

据党史，辛亥革命后，军伐混
战，社会动乱，临高地区匪患成灾，
赋税繁重。民国初期，在广州执信
学堂读书的临高县新盈人陈大猷奋
笔写下《哀临高檄文》“今之不幸，生
在临高，官多贪劣，勾结土豪；其俸其
禄，民脂民膏；官欲无厌，民力疲劳，
蟒噬鲸吞于山海，千村万落嗟萧条。”

那些有机会出岛读书的学子
们，最为关注家乡和国家的命运。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1919年
发生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推动
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1920年代，赴京、沪、穗求学的临高
青年陈大猷、庄克振、王任之、王超、
王维章、郭云青等一拨学子，先后加
入中国共产党。这些青年学生利用
假期回乡机会，积极开展宣传新思

想。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
义可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

而1920年由海口海府地区进
步青年创办的《琼岛日报》和《琼崖
旬刊》，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欧洲
社会主义，宣传破除迷信，提倡男女
平等，婚姻自由，学习白话文等新思
想、新文化，这些进步刊物流传到临
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思想
在临高传播。

临高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张
壮省说，1926年2月，中共琼崖特
别支部成立后，就派遣共产党员分
赴全岛各地开展建立党组织工作。
冯道南、刘青云以广东农民运动特
派员的身份到临高发动群众，开展
革命斗争。到了5月初，中共琼崖
特别支部又派支部委员符向一来临
高视察指导工作，帮助指导临高县
筹建共产党组织。冯道南、刘青云、
符向一都是琼籍学子，都是去广州
和上海求学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据《中国共产党临高历史》所记

载，1926年5月12日夜间9时，中
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在临高女
子学校召开，会议由符向一主持，与
会人员有冯道南、刘青云、王超、王
任之、吴琼（女）、刘统、梁统春、王燕
如、周有禄等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共
临高县支部委员会，推选冯道南为支
部书记，通过吴琼、刘统、梁统春、王
燕如、周有禄为新发展的党员。

张壮省介绍，在中共临高县第一
次党员会议上新加入党的5位年轻
人中，吴琼是当时的临高女子学校校
长、刘统是当时县第一高等小学教
师、梁统春是当时县第三初小学校校
长、王燕如是当时县图书馆馆长、周
有禄是当时县第一高小文书。

进入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
议旧址院落，可以欣赏到7幅革命
浮雕墙，重温临高革命史上的大事
件。当年召开会议的地点是位于其
间的临高女子学校。一间瓦房建
筑，当年是女孩子读书的地方。女
子学校旁边是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

员会议旧址史料陈列馆。观者可以
从中了解，临高地方党组织开展革
命斗争的艰苦历程。

“这些年轻人当时选择的路充
满风险，并且前途未明，但他们抱着
坚定的信仰，不怕牺牲，勇敢地投身
于革命洪流当中，精神可歌可泣！”
张壮省说。

胸怀救国理想，不怕牺牲。像
陈大猷，虽然他不是临高县第一次
党员会议的参加人员。但他从临高
第一高等学堂毕业后，考入广州执
信学堂。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广州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6月不幸
被捕，1928年在广州东校场英勇就
义。而符向一1928年牺牲时年仅
26岁。刘青云牺牲时31岁，冯道
南33岁牺牲。

中共临高县支部委员会的成
立，标志着中共临高地方组织的建
立，从此，临高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
崭新的阶段。

解放海南岛登陆战系列革命遗址和纪念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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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和
43军奉命南下，在琼崖纵队的策应下，一举
解放海南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党史资料显示，1950年4月16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0军和第
43军8个团主力大规模向海南岛进发。
4月17日凌晨3点钟，在海口以西至临高
角一线大举登陆，第40军6个团18700
多人在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方的指挥
下，于临高角一带登陆。43军两个团在
澄迈县的玉包港一带登陆成功。冒着敌
人的枪林弹雨，解放军冲破了海峡封锁。

为了确保主力部队登陆成功，此前在
3月，先期两批潜渡部队偷渡成功，与琼
崖纵队胜利会师，对敌人形成内外夹击。
这些潜渡和主力部队渡海登陆战，以及登
陆战后解放临高，都有将士英勇牺牲。为
了纪念解放海南登陆战和永远缅怀长眠
于此的烈士，临高县委县政府建立了一系
列纪念碑园。

这些纪念碑园包括临高角解放公园、
解放海南岛渡海登陆战西线接应指挥部
旧址、临高人民广场革命烈士纪念碑、临
高角登陆战烈士陵园、兰陈坡烈士陵园、
头柏坡烈士陵园等。

临高角解放公园

位于临高角的临高解放公园，是临高

县最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这里最著名
的就是一位解放军与一位琼崖纵队战士
并肩而立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热血丰碑纪
念雕像”了。解放公园内还有40军和43
军海南岛战役烈士纪念碑。目前临高角
解放公园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园里的解放
海南纪念馆将扩大展馆面积，以更加先进
的技术来展示解放海南岛的全过程。

解放海南岛渡海登陆战西线接应
指挥部

1950年4月17日黄昏，第四野战军
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
率领40军主力部队在临高角抢滩登陆
后，赶到设在高山岭脚下的波莲镇多贤
村会见西线接应作战指挥部的负责同
志。韩先楚在此对40军和琼崖纵队的
兵力进行重新部署，指挥40军主力部队
和西线接应的琼崖纵队协同作战，最终
解放了临高及海南岛全境。解放海南岛
渡海登陆战西线接应指挥部旧址，位于
波莲镇多贤村委会多贤村的“多贤学
校”。2012年，“多贤学校”被列为县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高人民广场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临高中学正门前的革命烈士纪
念碑，建于1960年代。其碑文上写着：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为了迅速
解放海南和完成统一祖国的任务，于
1950年4月16日晚，从雷州半岛南端扬
帆起渡，通过了敌机敌舰的重重封锁，突
破了匪军的所谓陆海空立体的“伯陵防
线”，在临高县的昌拱港、博铺港胜利登
陆。拂晓，在我先头潜渡部队攻占高山岭
敌人炮兵阵地和琼崖纵队某部的配合下，
该部分两路围歼了美台、临高城之敌64
军131师。该部119师副师长黄长轩（系
河南省新县人）同志，于美得战斗中光荣
殉国。为了表彰烈士们的功绩，特此建
碑，以誌纪念。

临高角登陆战烈士陵园

这里是40军副师长黄长轩及其战友
们长眠的地方。黄长轩，1916年出生，他
参加过的著名战役有红军时期的黄安战
役，抗日战争时期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
时期辽河战役、吉奉线战役、四保临江战
役及攻四平等重大战役。1950年4月17
日，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光荣牺牲。黄长
轩烈士墓旁是40军120师358团团长于
承光之墓，他是临高角登陆战后的第6
天，部队攻至澄迈美亭镇军路村时光荣牺
牲的。

这片烈士陵园，距离临高角不远，在
滨海旅游观光路旁，占地面积11.6亩，园

内共安葬了70多名渡海作战烈士和36
名临高籍烈士。陵园十分安静，松柏长
青，三角梅怒放。烈士的碑前，纪念的香
烛年年不断。每逢清明，临高当地干部、
学生、驻县军警，以及第40军和43军战
士家属、后人聚集于此，举行悼念活动。

兰陈坡烈士陵园、头柏坡烈士陵园

位于东英镇扶提西村的兰陈坡烈士
陵园，是纪念兰陈坡战斗牺牲的英雄。兰
陈坡战斗是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兵团某
先锋部队在临高县登陆后，为破坏设在扶
提西村兰陈坡国民党军队海防据点，与琼
崖纵队联合发起的一场战斗。为迎接大
兵团强攻海南打下基础。战斗在1950年
3月27日凌晨打响，先锋部队与琼崖纵队
有30多名官兵在此战斗中牺牲。

头柏坡烈士陵园，位于博厚镇乐豪
村委会乐豪村头柏坡。1950年 3月 10
日，第40军13名指战员潜渡琼州海峡，
在头柏坡海岸抢滩登陆后，遇国民党守
军阻击，全部牺牲。乐豪村民将其收
殓。1973 年，村民将烈士遗骸迁移至
村西边大园坡安葬。立墓纪念。后临
高县委县政府拨出专款，对烈士墓进行
重建，修缮烈士纪念设施，并命名为头
柏坡烈士陵园。

（本报记者张惠宁整理）

红色遗址 临高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

红色碑园 海岸岭战斗烈士纪念碑

临高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王氏宗祠。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旧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我正在跟两位‘将军’喝茶
呢！”6月11日上午10点多钟，和舍
中学退休教师刘和玉跟朋友在电话
里如是说。他说，和舍镇土生土长
的人，都会知晓两位“将军”的英雄
事迹。退休后，他基本上每天都陪
两位“将军”喝茶。

他说的两位“将军”，是指1949
年3月10日在海岸岭战斗中牺牲
的琼崖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吴文龙
和七团团长肖焕耀。海岸岭战斗纪
念碑，就建在和舍镇上，挨着和舍镇
政府。纪念碑旁边生长着六棵大樟
树，夏天绿荫浓，小镇上的居民喜欢
在树下喝茶聊天。

岁岁年年相伴着烈士纪念碑，

镇上的人，对海岸岭战斗，以及牺牲
的指战员，都略知一二。老教师刘
和玉可脱口而出碑文。他从小就听
村里人讲海岸岭战斗故事。

张壮省说，海岸岭战斗是琼崖
纵队为策应大军南下，打的一场十
分壮烈的战斗。碑上的“海岸岭烈
士纪念碑”字是琼崖纵队副司令员
马白山所题。

据《中国共产党临高历史》所
载，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吴克之、马白
山指挥和率领第一、第三、第五3个
总队6个团的参战部队及随军担架
队，于1949年3月8日攻克两个国
民党据点后，挥师临高。行军到和
舍地区附近时接到情报，国民党保

三总队一个加强营和一个迫击炮
连从海口来到和舍夜宿。他们决
定在海岸岭一带截击。由吴克之
指挥第三总队和第五总队在海岸
岭的侧翼隐蔽，待机迂回合围，马
白山率领第一总队埋伏在海岸岭
进行截击，歼灭保三总队。10日
早晨，保三总队在海岸岭与琼崖纵
队展开激战，战斗一直打到下午3
时半，共毙、伤、俘保三总队强加营
150人，缴获机枪、响尾炮、长短枪
等一批武器。

在这场战斗中，由于琼纵部队
战斗队形密集，被炮击中伤亡较大，
死伤200多人，吴文龙和肖焕耀壮
烈牺牲。

刘和玉家是和舍镇茶胡村委会
坎丹村人，村庄距离海岸岭不远。
他说战斗很惨烈，伤亡人员较多。
村里老少后来都去抬担架。他还
说，两位牺牲的“将军”就葬在海岸
岭附近村庄，1970年代灵柩才移葬
他处。因为碑文上记录了两位牺牲
的“将军”的名字，所以和舍人大多
知道他们。

每逢清明或举办纪念活动，镇
上干部、学生、群众来到纪念碑进行
祭扫和悼念。

海岸岭，如今归儋州管辖。记者
近日踏访此处，这里现在满山满坡都
是密密的橡胶林，一片安宁祥和。

（本报临城6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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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临高和舍镇的海岸岭战斗烈士纪念碑。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