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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写
满血泪的武装斗争，拯黎民于水火、挽狂澜
于既倒。它浸透着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与
生命，成为琼崖革命重要转折点，开辟了琼
岛解放的光明前景。

这段岁月，镌刻进历史，更镌刻进人民
心中。

“回眸百年，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带领人
民实现了求解放到奔小康的历史跨越。”生
长在红色家庭，烈士王文明的曾孙女王春春
感触更深。

如今，阳江镇这片红色沃土上，槟榔成
行、橡胶成林、山柚成势，红色旅游方兴未
艾，前景可期；美丽乡村焕发新颜，一栋栋洋
楼拔地而起，一辆辆汽车驰骋而过，致富的
喜悦洋溢在百姓脸上。

“建房大概要花40多万元吧，这些年生
活好了，就想着把家里的房子建得好一些。”
在李氏祠堂的附近，一栋二层小楼正忙着装
修，户主李金洲从小听着当地的革命故事长
大，如今对革命老村的变化更有切身体会。

“大家种槟榔、胡椒、橡胶也挣了不少钱，我
去年光槟榔就收获了十来万元。”

再把目光放向阳江镇四周，自贸港建设
的推进为阳江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
遇。车行半小时，即可达到的重点产业园区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亚
洲论坛会址，将有效联动该镇发展休闲、康
养、会展旅游；博鳌机场的建成使用，更是为
当地的发展开辟坦途。

“若能看到这一幕，曾爷爷应该会露出
欣慰的笑容。”王春春说。

是啊，接续奋斗，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不正是琼崖革命者所孜孜追求的？

“革命传统是阳江发展的强大精神力
量。”阳江镇党委副书记黄岳华介绍，为更好
地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也为了帮
助老区群众更好地发展，该镇采取多项举措
推进红色旅游的发展。

加快白水磉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
议旧址、红色娘子军操练场、阳江解放纪念广
场等红色节点改造提升工程，探索利用红色
小学建设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暨红色文化体
验园，携手旅行社开发红色旅游线路……在
不久的将来，一抹“红色”将带给阳江群众更
加多彩的生活。 （本报嘉积1月31日电）

九曲江，蜿蜒穿过红色的阳江镇，大大
小小数十个革命遗址分列其旁。江畔，山柚
树花开正艳，朵朵白花寄百年哀思。

百年前的旧中国，军阀横行、百业凋敝、
民不聊生。有压迫就有反抗，革命运动日益
高涨，见此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削弱
革命力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
1927年4月22日凌晨，琼崖反动武装倾巢而
出、疯狂屠杀，制造了震惊全琼的“四二二”反
革命事变。事变中，全岛被捕的共产党员、革
命群众达2000余人，500余人惨遭杀害。

大革命失败，琼崖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遭遇生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气

馁，而是一次次顽强站起，重整行装再出发。
时任琼崖地委书记的王文明等人佯装

扫墓人，带着机密文件，在群众掩护下，日夜
兼程从海口辗转回到家乡乐会县第四区（以
下简称乐四区）坚持革命。

阳江镇，正是当年赫赫有名的乐四区，
南边群峰起伏横亘近百里，东北边白石岭高

耸入云，北边万泉河河面宽阔。进，则可以
挥师东去，直捣中原、乐城、龙滚等要地；退，
则可以安营扎寨于深山密林，与敌对峙。正
因为此，这里是当时琼崖、县、区党组织和革
命政权所在地，也是军事斗争的策源地和主
战场。

王文明等人在这里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
组织，逐渐恢复琼崖特委领导机关的工作：

他们振臂高呼，一往无前。阳江高级小
学校操场上的群众大会，琼东县各群众团体
联名发布的告全县同胞书，共产党人带领群
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组织人民
奋起反抗；

他们鸣响枪炮，顽强斗争。军寮、官村
两地激战正酣，共产党人与琼东、乐会县的
百姓一起，加紧收集枪支、组织武装队伍，进
行了琼崖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最初尝试。

“要立革命的壮志，只要坚持必胜利，琼
岛定会飘红旗。”共产党员符传汉的就义歌
经口口相传，激荡着众多革命者的心。

奉命于危难之际，1927年，中共广东区
委特派员杨善集再次受命返琼。他化装成
商人辗转回到乐四区。

经过简单筹措，1927年6月，宝墩村李
氏祠堂内，琼崖地委紧急会议召开，各地汇
集而来的共产党人劫后重逢，筑起了琼崖革
命新的希望。

屋外，国民党军警驻扎在邻村虎视眈
眈；屋内，革命志士热烈讨论着斗争策略。
循着李大蔚的口述记录，我们听到了革命志
士的炽热心声。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反动派手
里拿着刀枪，我们手里空空如也，这个理是
没法说的。我们也要拿起刀枪，以刀对刀，
以枪对枪，以血还血，不要当书呆子！”杨善
集对革命工作的认识，引发共鸣。

代表们仔细聆听，不时发言，琼崖革命
前进的方向愈加清晰——

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根据中共中央
指示，决定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
琼崖特别委员会，选举了特委领导机构；成

立琼崖军事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恢复农
村工作，武装工农，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
武装。

会后，特委领导机构明确了分工：杨善
集、陈垂斌留在特委机关工作，王文明到定
安县第七区负责指导乐会、万宁、定安等地
的工作，许侠夫、罗文淹到文昌、琼山，冯平
到西路的澄迈、临高、儋县指导工作。

随后，琼崖特委将各县的革命武装统一
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每县为一路军，共
11路军。

“宝墩会议对重新组织琼崖斗争起到重
要作用，广大共产党员深受鼓舞，一扫大屠
杀之后部分党员中出现的彷徨情绪，大家信
心提高了，党的组织在逆境中呈现持续发展
的势头。”庞启江说。

会议结束，代表们悄然散去。大家步履
匆匆，却信念坚定，或翌日，或当月，他们带
着新使命奔赴各地。此后不久，椰子寨战斗
的枪声震响在琼岛上空，开启了琼崖革命武
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伟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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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黄媛艳

走入坐落于琼海市阳江镇益良村的王
文明故居，便能感受到这座庭院式的砖瓦建
筑的古朴气息，虽是1990年重建的，但很好
地维持了民国初期始建时的风格。127年
前，王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呱呱坠地，开启了
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故居里设有王文明生平陈列室，陈列着
王文明参加革命活动的资料、图片、文物等，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一个放在玻璃罩
子内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样式为清朝末
年和民国时期常见的枕头箱，类似长方体，
但顶部拱起，两侧有铁环方便提拿。虽然经
历近百年风霜，行李箱外皮脱落了不少，但
仍能看出当时做工讲究、制式规整。

这个箱子有何来历？墙上的简介对此
介绍是：“王文明参加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
大会时带的行李箱。”王文明的曾孙女王春
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听长辈们说过，这是
我曾祖父的一位战友后来送回来的。”

王文明1894年11月1日出生于乐会县
第四区（今琼海市阳江镇）益良村的一个农
民家庭，1922年结识了来到琼崖的共产党
人吴明，并于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王文明考进上海大学社会系，这个行李
箱就是在那个时候买的。

这个行李箱装过王文明的随身物品，装
过许多党组织的重要文件，见证了他从一名
年轻的共产党员，到讨伐盘踞在琼崖的军阀
邓本殷，成为琼崖革命者，再到当选为中共
琼崖地委书记等一系列参与并领导革命斗
争的历程。

1928年11月，王文明率领红军130多
人和琼崖苏维埃直属机关共600余人，向母
瑞山转移，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因长
期坚持艰苦的革命斗争，积劳成疾，1930年
1月17日，王文明在母瑞山不幸病逝，年仅
36岁。“这个行李箱陈列在这里，代表着革
命精神的传承，也将激励着我们向曾祖父学
习，不畏艰险，更多地奉献社会。”王春春
说。 （本报嘉积1月31日电）

1927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紧急会议在宝墩村召开，加速琼崖共产党独
立领导武装斗争步伐————

定方向明思路 重燃革命希望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梁君穷

在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原站长庞启江的收藏里，一本《李大蔚回忆宝墩会议
等情况》的口述记录本，他格外珍爱。

这本资料记录于1983年，4页共1000字。翻阅里面的内容，记忆的闸门被打开，
亲历者的口述，将人们思绪拉回到那段琼崖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烽火岁月。

1927年6月，在乐会县第四区的宝墩村李氏祠堂，中共琼崖地委召开紧急会
议，确定建立工农武装，以革命的红色恐怖反抗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斗争方针，为
处在彷徨中的琼崖共产党人指明了正确方向，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向全岛扩展，
逐步形成燎原之势。

文字记录着永不褪色的红色历史。那一位位坚毅的人物、一场场惊心动魄的
战斗，指引着琼崖革命步步向前。

94载光阴流逝，曾经偏远落后的革命老区有了新面貌。向内看，村村通上水
泥硬化路，槟榔、胡椒、山柚种满山野富了村民口袋；向外看，博鳌机场、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半小时车程可达，红色旅游方兴未艾，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
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百
年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时间：2021年1月20日
地点：琼海市阳江镇白水磉村中共

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旧址
微党课主讲人：
琼海阳江镇文化站原站长 庞启江

1927 年琼崖“四二二”反革命事变
后，王文明带领党员撤回老家乐会县第
四区（以下简称乐四区）。一个月后，杨
善集带着广东区委的指示转辗赶到，随
后，新的琼崖党组织、琼崖苏维埃政府、
琼崖工农武装相继在此成立，乐四区既
是琼崖特委、琼崖军委所在地，也是琼崖
苏维埃政府、琼崖革命武装诞生地。

当时这里既设有军械局、红军医院、
服装厂、印字局等，也办有报纸杂志和两
家戏团，还设有集贸市场、消费社、商店、
收购站等。在面积不大的乐会四区，能办
起这么多机关，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能得
到群众支持，是因为我们党始终践行着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里的
革命事迹体现出的正是我们党“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革命情怀。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中共
琼崖地委紧急会议、中共琼崖特委第一
次扩大会议等重要会议得以在这里召
开，并提出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
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
的方针，为琼崖革命的继续发展指明了
方向，开启了新的征程。

这里是一片真正意义上的“红土地”，
红色文化在这里代代相传。历史已经远
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当年革命者
所表现出的斗争精神、大无畏精神，将永
远激励着后人奋力前行。如今海南迎来
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条件基础比革命时代
要好得多，我们更要时常缅怀这段历史，
从中汲取力量，满怀信心继续把革命老区
发展好，助力海南自贸港加快建设。

（整理/本报记者 梁君穷 黄媛艳）

百年

作为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的随身物品，见证中共琼崖
第一次代表大会，装过党组织的许多重要文件

古董行李箱“珍藏”琼崖革命史
百
年

在来到琼海市阳江镇之前，我对
“奋斗百年路，奋进自贸港”这个主题是
陌生的，经过走访了解之后，才认识到
这话语背后的意义所在。

奋斗百年路。回望历史，百年来
先辈们用血与汗铸丰碑。当沉浸于阳
江镇的红色历史文化旧址的环境中，
我切身感受到了 90多年以前海南革
命先烈们所面临的艰难环境，以及为
保留与发展琼崖革命火种所作出的坚
定选择。

奋进自贸港。展望未来，“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新时期，需要新
担当。于课堂之外还有广泛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我们终有一天
将离开校园，我们也将发扬革命精神，将
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当中。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赵舟

百年

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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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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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叶作林

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遗址
所在的琼海市阳江镇白水磉村，当时几
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革命，涌现了十
多位革命烈士，在这些牺牲的烈士中，不
少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不仅是他们，在琼崖大地上，无数革
命先烈、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幸福、民
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在硝烟弥漫的
战场上，英勇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
血，他们用殷红的鲜血，书写了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最壮丽的诗篇。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尽管我们生活
在和平年代，无法切身感受当时的情景，
但王文明、杨善集等革命先烈英勇奋斗、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正鼓舞着我们，增
强时代责任感和求实精神，继承艰苦奋
斗的革命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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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琼海市阳江镇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带动革命老区群众奔小
康。上图为位于白水磉村的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遗址；下图为重新修建的宝墩村
李氏宗祠，宝墩会议当年就在该宗祠召开。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严峻考验 革命之火不熄

重要转折 奋起武装反抗

换了人间 老区更有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