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 8月，罗陈、橹梧两村在以“仲
恺”之名义开启革命之路的23年后，终于正
式以“仲恺”命名。成为海南省唯一以中国
历史名人命名的革命老区村庄。

那面因受到两村村民舍命保护而躲过
被收缴损毁命运的农协会旗，也被冯白驹带
往北京亲自交到周恩来总理手中。此后会
旗展览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海南唯
一在该馆展出的文物。

正因为这两个唯一，使得仲恺村成为琼
崖红色革命的标志性村庄之一。

如今在江东新区开发建设的背景下，
仲恺村作为江东新区首个红色美丽乡村项
目，于2019年末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引入
爱心企业，充分发挥‘党支部+企业+村民’
共建模式，打造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共享
农庄景区。

如何让红色精神绵延不断、并在新时代
焕发新生机？林坚告诉我们，关圣庙历经近
百年岁月，是全村守护的红色精神地标，也
是村党支部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红

色阵地。因此，村里将关圣庙修缮单独列为
重点工程，改造完成后，不仅能更好地保护
关圣庙，还能将红色精神融入村民的日常生
活之中，更好地起到红色宣传和教育等方面
的作用。

此外，仲恺村还布局红色文化展览馆、
老宅民俗文化展示区，打造红色旅游、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在展示区，一张张承载着厚
重历史的老照片，一段段洋溢着饱满激情的
文字，配合当地村民或党史专家的现场讲
解，让前来寻访的报道组一行，立刻沉浸在

“红村”浓厚的红色氛围中。
“我们村有红色文化资源，还毗邻江东

大道。海口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
建设先行区，也是海南自贸港经济活力热
区，未来发展前景可期。又是一个特殊的历
史节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机遇。”林坚
说，仲恺村的红色历史不断激励着全村人民
坚定前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韶华，
全力奋斗。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这是琼崖红色革命的标志性村庄
革命老区村庄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焕发光彩

午后的仲恺村静谧清幽，广场上的百年
榄仁树随风摇曳，散落一地树叶。推开关圣
庙的门，所见是一座庞大的关公像。“我们如
今在庙里看到的场景，就如百年之前。”年过
七旬的仲恺村村民林坚说。

历史上，这里是两个村：罗陈村和橹梧
村。清中期，村民从南洋带回泥瓦工技艺，两
村迅速在海口建筑行业站稳脚跟，两村村民
捐资合建关圣庙，以共同的信仰加强了联
系。而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事业为这信仰注入了新的内涵。

1926年3月，两村村民成立了工人组织
海口泥水工会。同年，冯白驹在琼崖初次登
上革命舞台，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
任。由于两村工农基础好、革命热情高，冯
白驹选择在此开展农民运动，成为他革命工
作的“第一站”。

小小陋室，因一簇红色火苗而格外亮
堂。1926年7月，冯白驹在关圣庙以革命志
士廖仲恺先生的名字，创建海口市郊仲恺乡
农民协会。农协成立当天，关圣庙门口悬挂
起“海口市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的牌
匾，庙内关公塑像被搬走，中间挂着“海口市

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的会旗。
在冯白驹的领导下，仲恺乡农民协会和

海口泥水工会一起开展抗捐抗粮、减租减息
等一系列革命斗争，为保护农民利益做了大
量工作，使该村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受仲
恺乡农民协会影响，1926年下半年，海口市
郊所有乡村都宣告成立了农民协会。

“当年，家里的先辈都战斗在琼崖革命
的前沿。”走出关圣庙里的村史馆，林坚感慨
道。大榄仁树的另一边，是一座极具现代感
的仲恺礼堂，灰墙明窗、飞檐玉阶，与传统造
型的关圣庙倒是相映成趣。几位阿婆坐在
台阶上，晒着太阳、聊着家常。

一位阿婆告诉海南日报报道组，礼堂是
一家大公司参与当地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的。

这在今天的江东已经不稀奇。直通村口
的江东大道，不仅让村民出行更加便捷，也让
大家见识了一家家落户在江东新区的“世界
五百强”“中国五百强”企业总部的金字招牌。

“今后，村庄周围将有几十家企业总部，
这也是我们发展的新机遇。”仲恺村党支部
书记林宁说。近百年过去，这里再次站到了
新时代海南发展事业的前沿。

这是冯白驹在琼崖开展革命的“第一站”
革命斗争前沿今朝拥抱发展新机遇

这是见证琼崖革命历史的一面旗帜
坚持革命斗争生动体现党的群众路线

不管革命事业在高潮还是低潮，革命形
势有利还是不利，仲恺村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从土地
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
至海南岛解放。

关圣庙里，一面仲恺乡农民协会的红色
会旗，是这一段历史的最好实证。

1927年4月22日，海口发生反革命大
屠杀，仲恺乡农民协会委员郭秉余等人将会
旗藏在关公塑像下，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查。
在琼崖革命陷入低潮时，仲恺村的革命者冒
死掩护了冯白驹等革命领导人。随后，在没
有上级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
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驾船去雷州
半岛运输抗日物资，船老大被日军杀害；解
放海南岛的战役中，他们积极支前，为渡海
大军和琼崖纵队送去物资……

“直到1950年海南解放，会旗在革命群
众的掩护下安然无恙。”海口市委党史研究
室征研科二级主任科员周琪雄表示，这是琼

崖党组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群众路线的
生动体现，这面会旗是琼崖革命“二十三年
红旗不倒”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正如冯白驹曾言，在仲恺村的革命经
历，“不仅受到很大的教育，而且向农民群众
学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增强了阶级感情，锻
炼了自己”。

“革命要走群众路线，发展也离不开乡
亲支持。”今天，仲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陈人鹏也有同样的感受。近年来，从脱贫攻
坚到乡村振兴，只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
作，就能得到最有力的支持，打通关键“堵
点”，顺利推进工作，完成预期任务。

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摘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初见成效、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
加强、乡村振兴项目顺利实施……陈人鹏
说，下一步，村里还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参与
美丽乡村建设，引进符合村庄发展实际的业
态，“让大家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也从中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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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邱江华 彭青林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仲恺村的关圣庙，也
是“仲恺乡农民协会旧址”，墙上一面高高悬挂
的镜框特别引人关注，镜框里是一面红旗，上
面写着“海口市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

“这面会旗见证了琼崖革命‘二十三年
红旗不倒’的光辉历程，目前存展于北京。”
仲恺村村民林坚介绍，现在关圣庙里展示的
是该会旗的复制品。

1926年7月，仲恺乡农民协会诞生，绣
着“海口市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14大
字的鲜红会旗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这
面会旗上的字为冯白驹亲笔题写，由村里10
多位妇女集中在关圣庙里，用黄线在一块红
布上一针一线的绣成。

战争年代，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想要找到这
面会旗，将它作为罗陈和橹梧两村人民从事革
命活动的证据。从1927年至1950年，许多人
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护住了这面珍贵的会旗。

在海南岛解放后，冯白驹接到去北京向
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海南情况的任务，区党
委常委会会议决定将这面见证了琼崖革命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农协会旗，作为送给
党中央的礼物。此后，这面会旗展存于中国
革命历史博物馆。

“20世纪90年代，仲恺村后人郭文艺、
林书铭专程自费到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博
物馆参观这面会旗。经过和馆内工作人员
协商，二人给旗拍了照。回来后根据照片制
成了复制品。”林坚说，但这面年代久远的旗
帜仍然是村民们最骄傲和自豪的革命历史
见证。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1926年7月，仲恺乡农民协会于海口成立，工农联盟开启火热革命之路——

仲恺红旗漫卷时代新篇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彭青林

阳光照耀下的海口江东新区，有不少桩机、吊机在工地上忙碌运转，海南重点
打造的自贸港先行区呈现出勃勃生机。从江东大道拐下小路，来到美兰区灵山镇
一个翠绿环抱、青瓦白墙的乡村，这就是以红色历史闻名的革命老村仲恺村。

走进村里，一路傍着绿荫穿行于田园美景间。村里最显眼的，还是在村民广
场上那座红墙金瓦、造型古朴的关圣庙。1926年，仲恺乡农民协会在此诞生，这
座古老的庙宇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仲恺村的革命历程就和琼崖革命的红色星火
一样，从未停息。

庙前香火依然不绝，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红色文化更在焕发新的魅力。在如
火如荼的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仲恺村依托红色资源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力求将田
园风情、红色文化与旅游业态深度融合，为江东新区打造前所未有的“生态CBD”
和绿色发展的新标杆增添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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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党的
生命线和根本工作线
时间：2021年1月19日
地点：仲恺乡农民协会旧址
微党课主讲人：

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
二级主任科员 周琪雄

海口市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成
立，并成功组织开展各种农民运动，成为
琼崖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典范，这是琼
崖党组织走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1926
年年初，中共琼崖特别支部成立，全体党
员深入乡村各地，积极开展革命运动，短
短几个月时间，全岛各地普遍成立了基
层党组织，这体现了琼崖共产党人解放
思想、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和密切联系、
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
工作路线。冯白驹曾用“山不藏人，人藏
人”解释琼崖革命胜利的原因。这十分
形象地解释了琼崖党组织在革命斗争过
程中，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赢得群众信
赖，融入群众之中。海南虽有山，但山不
高林不深，靠山藏人很难，而有了群众的
掩护，敌人来“围剿”，分不清谁是共产
党，谁是老百姓，琼崖革命武装力量才得
以保存下来。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最牢固根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一直紧紧依靠
人民，坚持人民至上。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
党需要继续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整理/本报记者 邱江华 彭青林）

百年

“海口市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会旗是海南唯一
入藏国家级博物馆的革命文物

见证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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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仲恺村关圣庙旧貌。本报记者 张茂 翻拍

如今，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仲恺村正在建设红色美丽乡村项目，带动村民致富。图为仲
恺村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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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二维码看《仲恺
红旗漫卷时代新篇》相
关视频报道。图为视
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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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仲恺村采访前，我提前在网上查
找了相关资料，了解琼崖革命史。但当
我真正去到仲恺村，看到这个充满“红色
记忆”的村庄时，发觉看再多的图片和文
字，都不如亲自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历
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坐下来听老前辈们
讲一讲过去的革命故事。

历史当铭记，精神永流传。当初
冯白驹以“仲恺”命名农民协会，是为
了纪念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如今
为将这份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仲恺村正着力打造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让后人能更好地追溯红色故事，缅
怀革命先烈。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新
时代的青年学子，我们更要坚定理想信
念，时刻铭记党的革命历史，学习和传承
党的革命精神，自觉承担起党和国家赋
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新

旧

海南大学研究生

王梦洋

湖南科技大学本科生

冼弘臻

仲恺村是海南最早组织农民协会，
成立党支部的地方之一。1926年9月，
冯白驹在仲恺乡农民协会和海口泥水工
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共仲恺乡党支部。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冯白驹
在党支部大会上明确指出保护农协会会
旗和开展地下斗争的革命方向。

如今，海南建设自贸港，仲恺村也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打造美丽乡村项
目，通过对房屋立面改造、村道建设、革
命遗址维护等工作，努力建成一个红色
文化示范村。

回首往事，一代代仲恺村村民在党
的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书写了一段光
辉的革命史。展望未来，我们新一批

“90后”青年正在先辈精神的激励下，接
过革命旗帜，继续传承红色革命老区的
光荣传统，不断前行，为新时代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