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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19年的邱宅现今已经百年“高
龄”了，前往邱宅，还是得像过去一样，穿过
热闹繁华的解放西路，循着竹林里最静谧的
一处去。人声渐稀，那一座外表低调温润、
像是被岁月包了厚浆的宅子，就是它了。

跨进邱宅二进的门槛，老旧的桌椅出
现在眼前，历史的门似乎也被推开：12位有
识之士聚集于此，时而低头细语，时而慷慨
激昂。

不如，我们一起去那张简易的木桌前，
凑近听一听——

12人围在一起。唯一站起来的那一位
手持书稿，侃侃而谈，正在传达中共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广东区委的指示，那是
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集。剩下的11人
聚精会神地在听，他们分别是：王文明、罗文
淹、冯平、许侠夫、周逸、何德裕、李爱春、黄
昌炜、陈三华、陈垂斌、罗汉，代表了琼崖
240多位党员；

他们分析了全国和琼崖的革命形势，

讨论了琼崖党组织的主要任务，通过了关
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工作、军事工
作等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
方委员会（简称中共琼崖地委）。因故未能
到会的陈德华和柯嘉予也在琼崖地委中各
有任职；

艰苦的环境下，参会的12人越说越激
动，越谈越坚定，12双手不由得紧紧握在一
起。明知即将踏上一场至艰至险的革命苦
旅，但伟大的志向让人无所畏惧，他们誓要
叫这旧日换新天，挽救百姓于水火。

“中共琼崖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琼崖人民
的革命斗争第一次有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
领导核心。”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
一处四级调研员陈立超说。会后，大家走出
邱宅，发动群众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起
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展开了数十年艰苦卓绝
的革命斗争。

祖国南溟的兄弟姊妹们，你们再等一
等，光明，马上就要来了。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李佳飞

在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的一
间展厅里，一块半人高的石碑默默伫立于玻
璃展柜里。碑身上的斑驳痕迹诉说着岁月
流逝，“琼海关”和“1893”的刻字已经褪去了
本身的颜色，刻印却依然深入碑内，就如同
那段历史曾给琼崖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

这座碑读作“琼 海关”，而非“琼海 关”，
是琼州海关的简称，也是海口海关的前身。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海口港作为对外通
商口岸向英、法、美、俄以及其他欧洲各国开
放。清光绪年间，琼海关在海口正式成立，
高级职务为洋人担任，其“一把手”被称为税
务司。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占海南后，税
务司由日本人担任，并改称为“海关长”。

“海关设立后，西方列强通过通商口岸
大肆掠夺本地的资源，同时又将大量洋商品
倾销于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本地手
工业的破产。”讲解员林燕霏举例：“文昌当
时的纺织业较为发达，但西方人向琼崖倾销
洋布，打压了本地纺织业，当地人难以谋生，
因此大量的人选择逃往南洋。”

比这更让人痛恨的是，外国人还经琼海
关把大量的鸦片卖到琼崖，侵略者赚得盆满
钵满，琼崖人民的身体和精神却被大大摧毁。

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海南军政委员

会派员全面接管琼海关。同年6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口海关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
年里，海口海关日益壮大。2020年，借助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海南省跨境电商业务高速
发展，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共监管放行跨
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申报清单125.5万单、总
货值达5.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35.3%、
672.9%。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1926年6月，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并选举产生中共琼崖地方
委员会,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琼崖星火自此起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李佳飞

1926年6月的一天，在海口市竹林里邱宅（今解放西路竹林里131号），12位年
轻人围坐在一方木桌旁，热切地讨论着，随着讨论愈发深入，隐蔽在竹林里的这座宅
院渐渐沸腾起来。只不过这沸腾也是克制的，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外界的警惕。

一墙之隔的马路上，行人们面容枯槁，眼神晦暗，为了基本温饱而苦苦挣扎。
他们也许并未留意，一场翻天覆地的改变正从邱宅里迸出火苗、发出光亮。

是的，那一日，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海口历
史》中将其总结为：“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海南岛上，即将掀开火热的革命新篇章。

大事已定。12位年轻人短暂休息后，又
匆匆离开邱宅，各自奔赴新的战场。

跟随他们的脚步，我们一道去看看那弥
漫全岛的硝烟——

1927年9月23日凌晨，讨逆革命军在
琼海市嘉积镇椰子寨打响了琼崖武装反击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了琼崖“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的传奇；

1939年2月10日，刚刚成立2个月的琼
崖抗日独立队在海口市云龙镇潭口渡口阻
击不可一世的日军，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琼崖人民武装抗日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
琼崖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1949年，在定安县岭口镇，琼崖纵队
分别于12月1日和20日在岭口墟东南面油
毛肚处岭口墟至嘉积镇公路旁设伏消灭来
犯之敌。这两次战斗，我军围歼国民党军一
个王牌团，在琼纵战史上首创歼敌近一个团
的战例；

……
每一声枪响，都是冲锋的号角；每一次

冲锋，都不可避免有人牺牲。从1927年9月
23日打响全琼武装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

5月1日海南岛解放，整整23年的革命武装
斗争中，光是有名可查的烈士就有2.3万多
人，参加一大会议的12人中，11位在早期革
命斗争中英勇牺牲，被杀害的革命群众超过
40万。但纵使濒临绝境，琼崖革命的火种也
从未熄灭过。

1932年秋至1933年初夏，在母瑞山的
200多个日日夜夜，外有敌军多次扑咬，内
有蚂蟥野兽伺机而动，再者还有饥饿与疾病
的煎熬，100多人的革命队伍最终仅剩下26
人成功突围，撤下母瑞山。

“革命同志死一人，生百人！”母瑞山
下，收起悲痛，革命星火重新蔓延全岛，火
势燎原，终于“烧尽”了与人民群众为敌的
所有敌人。

穿过历史的枪林弹雨，回到邱宅的院
落里，阳光炽烈，每一个角落都被照耀得
明亮而生动。邱宅的糖胶树上恰好落下
片片树叶。它栽种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与崭新的琼岛共成长。现今，沐浴在
海南自贸港的阳光中，它枝繁叶茂，摇曳
生姿。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琼崖开启新篇章燃

星火燃起的声响听

黑暗中的一束光

生活在新中国、未曾经历过战争和压迫
的年轻人，要想了解光明对琼崖人民何其珍
贵，我们需要先窥探一番此前的黑暗究竟有
多么压抑。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孤悬海外的琼崖也未能幸免：于
外，西方列强向琼崖倾销大量洋物什，打压
琼崖经济，导致大量本地企业、手工作坊破
产，人们无以为生；于内，政局动荡，各方势
力你争我夺，辛亥革命之后的15年时间里，
琼崖的行政首脑先后换了15任之多。广东
南路八属总指挥邓本殷盘踞琼崖时间较
长，他在任上大开赌禁，加征关税，滥发货
币，导致琼崖经济濒临崩溃，民生凋敝。而
据罗文淹的文字资料记载，邓本殷视人命
如草芥，可谓“无日不杀人”，有时一天就要
枪毙三四十人。

在漫长又叫人喘不过气的暗夜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号角吹响了！一束光照进来了！

“五四运动促进了琼崖人民的觉醒，更
推动了琼崖早期知识分子的成长和琼崖早

期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陈立超说，五
四运动之后，王文明、杨善集、冯平等一批青
年知识分子深入工厂和农村，宣传新文化、
新思想，而他们自身也迅速成长，初步形成
了琼崖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群体。

由于军阀的残酷镇压，岛内学习环境恶
劣，20世纪20年代初，琼崖出现了进步青年
知识分子出岛求学热潮，《新青年》《马克思
全书》《共产党宣言》等先进报刊和图书随之
传入海南岛，深刻影响了琼崖社会。

一方面是琼崖人民自身革命意识的觉
醒，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也先后派出一批早
期党员、青年团员到琼崖开展革命活动，举
办党员培训班，发展新党员。参加中共琼崖
一大会议的代表罗汉，就是当时被党中央派
往琼崖的人之一，也是会上唯一的非琼籍党
员代表。

五四运动播撒下的种子在琼崖开花结
果，琼崖的中共党员从最初的十多名发展到
中共琼崖一大会议召开时的240多名。当
时全琼12个市、县都建立了党团的基层组
织，为中共琼崖地委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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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组织建设
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时间：2021年1月15日
地点：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
微党课主讲人：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一处
四级调研员 陈立超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满载着岁月
的故事，总在一些关键的节点，爆发出巨
大的势能。中共琼崖一大会议的召开，
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不仅开
创了琼崖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新局
面，更为今天的人们留下启示：革命和建
设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
导！加强党组织建设，是革命胜利的重
要保证。

加强党组织建设，必须有先进的理
论指导。琼崖党组织坚定地运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并创造性地将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指示与琼
崖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斗争方
略，坚定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村
根椐地，开展武装斗争，从而保证了琼崖
革命能够沿着正确的航向不断前进。

加强党组织建设，必须相信群众、依
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琼崖一大的参会
代表，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
能够放下身段，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使
得党的方针、政策能够为一般群众所了
解和接受，最终，从群众中汲取源源不断
的力量，使整个海南岛改天换地。

回顾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创建史，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火种之所以能够在海南岛燃烧，根本
原因在于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琼崖
革命形势几次经历曲折，琼崖地方党组
织的名称也几次变换，但无论外界条件
怎么变化，党组织的名称怎么改变，党组
织始终保持着领导力和凝聚力。琼崖党
组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艰苦岁月中
积蓄力量，直到最终配合渡海大军解放
了海南岛。

（整理/本报记者 李佳飞 习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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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琼海关”到海口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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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革命精神
■ 海南大学研究生 钟宁

2021年1月15日，作为庆祝建党100
周年海南日报全媒体特别报道组的一员，
我有幸参观了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
旧址，追寻先烈足迹，重温光辉历程。

在参观过程中，讲解员介绍了琼崖
革命武装斗争史，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
是参会代表们的事迹。1926年，中共琼
崖一大召开，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并选举
产生领导机构。这次大会的十几位参会
代表大都是有大学经历的进步青年，但
他们没有自视清高，而是深入到工农群
众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之后的革命
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
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
牲，没有一位当过叛徒或反革命分子。

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身处他们
的境遇，条件艰苦，肩负重任，随时都有
生命危险，甚至还会连累亲人朋友，我会
怎样应对这些困难？面对敌人的威逼利
诱，我会有他们的勇气和毅力吗？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他们是革命年代当之无愧的“后浪”
代表，是黑暗时代的一点点“微光”，给无
数劳苦大众带去了希望与慰藉。正是这
些顽强的“微光”汇聚在一起，以星火燎
原之势照亮了整个中国。

只有感动是远远不够的，感动之后
还应有所行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一代人更要有一代人的担当。作为
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
还要将革命精神传承下去。我们要坚定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日常生活出发，在
自己的专业领域积极探索，将个人理想
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之中，做一
名有担当、有作为的新青年。

新

百年

百年

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老照片。本报记者 张茂 翻拍

如今的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日报、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推出

旧

1926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
次代表大会召开，参会的12名代
表平均年龄仅26岁，这群年轻人
是彼时当之无愧的“后浪”，他们
用奋斗的青春和年轻的热血，书
写了琼崖革命的不朽传奇。

海南日报创意工坊策划制作
的海报《后浪·1926》，通过“照片+
简介”的方式，重新凝视烽火岁月
里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海南日报创意海报《后浪·1926》发布

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伟大壮
阔的奋斗史。庆祝建党100周年海南
日报全媒体特别报道，专程邀请党史
专家与报道组一同走进琼崖百年党史
中的重大事件，结合历史、围绕实际，
讲述一堂堂生动的微党课。让我们在
追寻革命先辈脚步，重温革命历史中，
享受精神的洗礼与思想的升华。

扫二维码，看创意
海报《后浪·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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