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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琼海，万里晴空。沐浴着春光的
槟榔林，生机勃勃。

内洞山会议后，琼崖特委在冯白驹的主
持下，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工作，到
1930年春，全琼人民武装队伍已发展到五
六百人，红军独立团扩展为两个营，母瑞山
根据地也得到发展。

1930年2月，冯白驹奉命赴上海向中共
中央汇报工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
来高度评价了琼崖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革
命斗争精神，指出“琼崖抓住红军，抓住农村
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很
好。今后，琼崖党组织只要继续紧紧依靠群
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
够取得胜利”。

陈锦爱说，周恩来的重要指示，使得坚
持孤岛苦战的冯白驹和琼崖军民受到巨大
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信心，书写了琼崖革命
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传奇。

时光如梭，92年光阴仿佛弹指一挥间，
当年的琼崖革命先辈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

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的这片热土，已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抗日战争期间，敌人对内洞山周边疯
狂扫荡，村民大多遇害，少数人侥幸成功
出逃，内洞山村成了‘无人村’。村庄遗址
处，后经垦荒种上了橡胶、槟榔、菠萝等经
济作物。”琼海市万泉镇罗凌村党支部书
记符式基告诉记者，近年来，得益于种植
业的发展，当地村民的腰包渐渐鼓了起
来，新房越盖越多。2017年，在市、镇两级
政府的支持下，罗凌村迈开了美丽乡村建
设的步伐。

如今，内洞山会议遗址处的乡村公路四
通八达，农田水利设施日渐完善。为方便村
民夜晚出行和休闲，硬化的水泥村道旁，还
安装了路灯。

“站在革命先辈奋斗过的土地上，我们
要继续发扬革命先烈精神，不忘初心，带领
乡亲发展好农村经济，进一步改善人居环
境，促进乡村振兴。”符式基说。

（本报嘉积2月21日电）

薪火传承初心永照

内洞山村原属定安县管辖，现处琼海市
东红农场作业区，毗邻万泉镇罗凌村。当地
村民曾为纪念内洞山会议而栽种4株黄桐
树，可惜在台风中尽数损毁。如今村民能够
指认的遗址处，遍布槟榔、橡胶等经济作物。

挽救琼崖党组织的重要会议为何会选
择在这里召开？因形势危急，重新确立正确
革命航向，迫在眉睫！

1928年12月，在“城市中心论”错误思
想的引导下，琼崖特委决定将特委领导机关
迁到海口，筹建南区特委和开展城市工作。
对此，王文明、冯白驹等人持不同看法，选择
继续留在农村坚持革命斗争。他们认为：党
的领导机关搬进城市是冒险行动，会削弱党
对广大农村群众的工作，斗争得不到他们的
配合。领导机关搬进海口，靠近敌人，容易
被发觉，有招致覆灭的危险。

果然，1929年2月，党团特委机关在海
口府城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2月中旬，时任中共海口市委书记严鸿蛟被

捕，叛变革命，供出了特委和市委机关所在
地，敌人随即派兵包围，中共琼崖特委领导
人大部分被捕牺牲，琼崖党的领导基础几
乎完全丧失。

琼崖告急！就在琼崖党组织失去统一
领导的危急关头，冯白驹立即召开澄迈县
委会议，决定以澄迈县委的名义，将琼崖特
委被破坏的消息通报给有联系的其他县
委。同时，他跋山涉水上母瑞山，向王文明
汇报情况，建议重建特委领导机构。冯白
驹的提议，得到王文明以及各县县委的赞
同和支持。王文明当即决定，召开各县县
委代表特急会议，重建中共琼崖特委领导
核心。

“形势危急，要与敌人争抢时间，得突出
一个‘快’字。”陈锦爱指出，内洞山村地处定
安、琼东（今琼海）交界处，是当时定安县委
书记王志超和县委机关驻扎的地方，距离母
瑞山不到20公里，有快速联络各县代表的
优势。

琼崖革命遭遇重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处变不惊，
力挽狂澜于既倒。

1929年 8月，琼崖苏维埃党团代表王
文明、红军代表梁秉枢、澄迈县委代表冯白
驹、琼山县委代表张志军、琼东县委代表符
明经、定安县委代表王志超等10多人，汇
聚于内洞山村，一场悄然召开的会议随后
在此进行。

会议总结了特委机关迁往海口两次被
破坏的惨痛教训，批评了“以城市为中心”的
严重错误，通过了《各县代联会的决议案》，
确定琼崖共产党应立足农村，坚持以农村为
基地，积极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恢复和
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和
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区域，发展壮大工农
红军和赤卫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
击敌人的斗争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琼
崖特委临时委员会，选举王文明、冯白驹等
为临时特委委员。

9月，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正式成立特
委。11月下旬琼崖党团特委召开联席会
议，决定王文明、冯白驹、傅佑山为特委常
委，王文明任书记。由于王文明病重，提议
由冯白驹主持特委工作。冯白驹临危受
命，展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从此带领全琼
革命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琼崖人
民的一面旗帜”。

沿着蜿蜒的村道，登上内洞山坡顶，可
见一株株枝干遒劲的大树，深深扎根这片红
色的土地，汲取了足够的养分后，拼命地向
上生长。

“内洞山会议是琼崖革命红旗不倒的一
个关键会议，是琼崖人民革命转危为安的一
个转折点。它及时地重建中共琼崖特委的
领导机构，确立了冯白驹在中共琼崖地方组
织的实际领导地位，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会议。”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邢诒孔
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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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内洞山会议于琼崖党组织和红军危急关头召开，重建中共
琼崖特委领导核心，成为琼崖革命转危为安的转折点——

挽狂澜于既倒 明革命之航向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习霁鸿

历史在内洞山转了一个弯，弯道的那一头风雨如晦，琼崖革命生死危急；弯道
的这一头，艳阳高照，前进的路线逐渐明晰。

2021年2月19日，海南日报报道组在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人员的陪同下，来
到琼海市万泉镇罗凌村寻访内洞山会议遗址，昔日硝烟已经散去，环田林而过的
乡村公路旁，是一片片茁壮生长的菠萝、槟榔、橡胶。

“看！那里就是当年召开内洞山会议的大致方位，原本有一个村庄，叫内洞山
村。”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指着不远处的橡胶林感慨道，内洞山会议
对琼崖革命意义重大。

1929年8月，内洞山会议于琼崖党组织和红军危急关头召开，及时重建中共
琼崖特委领导机构，确立了冯白驹在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实际领导地位，从危机
中挽救了琼崖党组织，成为琼崖人民革命转危为安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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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研究生

陈燕

回顾历史是为了从中汲取前进的动
力。深入了解内洞山会议这段的历史，
我对琼崖革命党人的智慧、勇气和谋略
更加佩服。

敢于批评、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是琼
崖革命一直坚守的行为指导。内洞山会
议总结了特委机关在海口两次被破坏的
惨痛教训，批评了“以城市为中心”的严
重错误。同时还确定了琼崖党组织当前
应立足农村，恢复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
地、党的各级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红
军等决议。在琼崖革命最危急的时刻，
是琼崖共产党人冷静分析局势，作出正
确决断，使琼崖革命转危为安。

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新的历史机遇，
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人，我们应该时刻牢记革命先辈的伟大
革命精神，培养时代眼光，有敢于做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魄力，不忘初心，做一个有
本领、有担当、有理想的青年人。

百年文史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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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学研究生

李爱美

来到内洞山会议遗址后，我发现，
原来内洞山是灌木丛生的丘陵，没有山
洞，没有残垣断壁，更别说会议留下来
的物品陈设。就在这块土地上，92年
前，中共琼崖党组织和红军的危急关
头，琼崖革命先辈在这里召开内洞山会
议，并作出重要决策，从危机中挽救了
琼崖党组织。

如今，站在同样的位置放眼望去，
四周多是当地村民种植的槟榔等经济
作物，乡间道路从田野间穿过，树木枝
叶随风摇曳，无不展示着海南乡村的静
美。这般和平，不正是革命先辈所为之
奋斗的目标吗？不仅是内洞山，我们脚
下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先辈们曾经浴血
奋战的战场，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为我们带来了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

光阴荏苒，人们所处的环境变了，
但革命精神不变。在创造更加美好生
活的“战场”上，我们同样要挺身而出。

扫二维码，看《内洞山会议挽狂澜于既倒》
视频报道。

编导/出镜 邱肖帅
拍摄/剪辑 周达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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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李佳飞

想在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每一步都务
必格外谨慎。哨所，应势而生。

从内洞山会议旧址顺路而上，最高处就
是会议时期的哨所。与想象中不同，这里并
无一砖一瓦。琼海市万泉镇罗凌村党支部
书记符式基说，当年此处仅有一棵高大的桐
树而已，足见其中艰苦。

“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同志在内洞山
村开会，负责警戒的同志就爬到树上放哨，”
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介绍，

“这里地势高，藏在茂密的枝叶中，就可以看
到很远。”

“一般而言，东边的大路镇是敌人来犯
最可能选择的路径。”符式基指向东边说，

“听村里的老人说，如果发现敌人，就点火作
为信号。”

陈锦爱并不认同这一说法：“点火岂不
是暴露了？”他认为，当时是以树为信号，“树
都放在固定点，称作‘信号树’，发现敌人后
把树就地放倒，第二个固定点的人看到后就
放倒第二棵‘信号树’，以此类推。”而发出第
一个信号的“信号树”自然就在哨所。

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陈汉光部
队围剿和40年代日军的“三光”政策，内洞

山及其邻村群众大多被杀害，幸存者也远迁
避祸。抗日战争后期，以内洞山为中心的村
落全部彻底荒废。

时至今日，海南日报报道组站在当年的
哨所所在地，与先人瞭望同一片土地，只见
晴空之下，眼前的橡胶树成林成势，甚至让
人看不清村里去年刚刚拓宽的硬化路。

“橡胶林是罗凌村的主要经济作物，”符
式基说，“村民们靠勤劳致富，如今的生活水
平很不错，未来还有更大的盼头”。

（本报嘉积2月21日电）

坚持正确革命道路
敢于善于探索创新
时间：2021年2月19日
地点：琼海万泉镇罗凌村内洞山会议遗址
微党课主讲人：

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陈锦爱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党，我党的革命
事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进行的。但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
动的指南，它提供给我们的是认知世界、
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革命
道路中的一系列问题，必须结合实际，敢
于和善于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创新。

回顾内洞山会议之前的革命形势，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不仅琼崖，全国范围
内的革命斗争由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指
导，都在主张错误的“城市中心论”，以致
于连连失利。1930 年，毛泽东提出“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提
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
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
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
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
造，这其中就包括琼崖共产党有益的创造
和探索。琼崖共产党冯白驹等人于1929
年，在琼崖革命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勇
敢地批判“城市中心论”，及时把舵革命正
确的航向，于危机中挽救了琼崖党组织，
为琼崖革命夺取胜利带来新的转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
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
永葆生机的源泉。敢于和善于在实践中
探索创新，是琼崖共产党人可贵的革命精
神，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成功经
验。今天的我们，要认真学习这一优良传
统，发扬这一精神，从中汲取力量，进一步

“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为新时
代的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和智慧。

（整理/本报记者 李佳飞 习霁鸿）

2月19日，海南日报报道组寻访内洞山会议遗址，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
（左）现场给报道组上党课。

如今，内洞山会议遗址处的乡村公路四通八达，农田水利设施日渐完善，内洞山村原先
所在的地方，已经种上了橡胶、槟榔、菠萝等经济作物。当年琼崖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
守护的这片热土，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内洞山会议召开时作为“哨所”的桐树
早已损毁。据当地村民介绍，后人在该棵桐
树所在的位置，又新栽种了树木，以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