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色娘子军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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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翠色不减，大地赤色长存。1931 年 5 月 1 日，中国工农红
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在乐会四区（今琼海市阳江镇）
成立，90 年过去，前往红色娘子军故地参观学习的人群络绎不绝。
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巾帼史诗，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一
段动人乐章。
探寻红色娘子军成立之路，要向历史更深处回眸。自新文化运
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琼崖妇女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一部分先驱者
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平等。在大时代的浪潮中，她们
站在了革命的一侧，勇敢地向旧社会、反动军阀还击，将个人的解放
与民族的解放融合在一起，
绽放出红色娘子军这支战地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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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后琼崖妇女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

斗争吧，广大琼崖女同胞！

琼崖妇女运动与革命斗争相结合

琼崖巾帼舞红缨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李梦楠

自我觉醒之后的部分琼崖妇女，
并没有只满足自我的解放，而是将目
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为了更多同
胞得解放，她们勇敢地站在了时代的
潮头，勇敢地向那个腐朽的旧社会还
击。
“五四”之后，在革命思想的影响
下，一大批城乡女学生，利用假期到
工厂、乡村办平民学校和夜校，教工
农识字，宣传革命思想。1925 年，
“五
卅”惨案和省港大罢工的消息传到琼
崖，海口地区的女学生参加了“琼崖
‘五卅’惨案暨省港罢工后援会”，投
入反帝斗争。
这时候，府城各学校女生也在省
立第六师范女生梁慧贞、钟慧英、邢
慧学等人的带动下，走出校门，四处
宣传和发动群众募捐，并把募捐款和
土特产寄运广州，有力地支援工人的
罢工斗争。加积镇（琼海市嘉积镇）
的女生也到街头演说，声援省港大罢
工，哀悼
“五卅”
惨案死难烈士。
1926 年 1 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渡
海讨伐琼崖军阀邓本殷，为了配合革
命军的行动，陈玉婵、陈三华、吴雪梅
等一大批在广州读书的女学生受中
国共产党的委托回到琼崖。她们与
当地的女学生梁慧贞、钟慧英、邢慧
学等一起，旗帜鲜明地投入大革命的
洪流。
在与旧时代封建思想决裂的过
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刚毅果敢、思想
进步的新女性，林一人就是其中之
一。1900 年，林一人出生在琼东县一
区（今琼海市塔洋镇）簪马村的一个
贫苦家庭，由于家中重男轻女的思
想，林一人小时候没有能够上学，甚
至连名字也没有。1920 年，在父母的
包办下，她与杨善集（后任中共琼崖
特委书记）结婚，但进步青年杨善集
却不愿意接受这段婚姻。
1926 年 6 月，杨善集在《革命杂
话》一文中透露了自己想离婚的意
愿。刚毅果敢的林一人为挽救自己
的婚姻，冲破封建家庭的重重障碍，
剪去长辫子，只身前往广州寻找杨善
集。
后来，杨善集把林一人送到府城
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她一方面努力学
习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接受革命思
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缩小了她
和杨善集思想上的差距，杨善集再没
有提及离婚的事情，两人成为琼崖历
史上著名的红色恋人。

发展 党的领导定方向

兴起 冲破枷锁勇斗争

觉醒 追求自我得解放

穿越百年时光，回眸 1919 年 5 月
4 日这天，青年学子以满腔热血在北
平激荡起“五四风雷”，向全国发出了
反帝反封建的怒号。
四 万 万 同 胞 同 怀 此 心 ，琼 崖 虽
远，但“五四”的影响依然传到了这
里。5 月 7 日，接到北京学生联合会
的通电，府城和海口地区的学生群情
激愤，琼崖中学、琼山中学等学校的
1600 多 名 学 生 在 琼 崖 中 学 礼 堂 集
会，并决定罢课示威、声援北京。
次日，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呼“废
除亡国的二十一条”
“誓死收回青岛”
“拒绝和约签字”
“ 外争国权，内惩国
贼”等口号。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之
中，多了一些过去难得一见的场景：
不少青年女学生也走上街头，为国家
和民族之事而奔走呼号。她们和男
学生一起示威游行、发表演说，号召
抵制日货，使爱国运动的火焰很快燃
遍全岛。
不久后，学生代表们又一次聚集
在琼崖中学，宣布成立琼崖十三属学
生联合会。此后，府海地区的青年女
生在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的带领
下，积极参加募捐、集会、罢课活动，
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采取
各种形式，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反
对媒妁婚姻，主张自由婚姻。
五四运动带给青年女学生思想
上的震颤，仿佛一道惊雷，回响在封
建气息浓厚的琼崖大地上。过去，由
于男人大量外出及“女耕男儒”的性
别文化传统等因素，琼崖妇女承担着
家庭事务和农业生产双重劳动，她们
生存能力极强却无社会地位，她们渴
望着改变这种状态。
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发下，以
青年女学生为代表的琼崖妇女开始
觉醒，她们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走进
学校，有的还到海南岛之外求学，学
习新思想、新文化，提高政治觉悟，有
些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琼崖妇女自我解放斗争的
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争取恋爱、婚姻自
由。1924 年，还在小学就读的琼东
县女学生冯素娥被富家子弟杨某看
上。杨某带几百光洋去冯家求婚，冯
素娥父母见礼金丰厚，便与杨家定了
婚期。冯素娥写了抗婚书，投寄《琼
崖新青年》杂志发表。又具呈琼东县
长，请求保护自由权。琼崖进步青年
剑雄等纷纷在《新琼崖评论》
《琼崖新
青年》等刊物发表文章，支持冯素娥
抗婚。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1926 年 6 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
大会在海口竹林村邱宅召开，选举产生
了 中 共 琼 崖 地 方 委 员 会（简 称 琼 崖 地
委）。1926 年夏，根据琼崖地委的指示，
琼崖妇女解放协会在琼山县府城镇成
立。1926 年秋至 1927 年春，文昌、琼山、
临高、澄迈、琼东、陵水、万宁等县的妇女
协会相继成立，不少县还成立了区、乡的
妇女协会。
妇女解放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琼崖
妇女运动进入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
成千上万的农村妇女纷纷加入自己的组
织，海南的妇女运动更加风起云涌。
在党组织和妇女解放协会的宣传教
育下，琼东和乐会两县广大妇女政治觉
悟迅速提高。她们迸发出高度的革命热
情，勇敢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军阀统治以及整个封建礼教提出了挑
战。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
和识字班，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她们在妇
女解放的道路上阔步迅跑。
在 1926 年以前的琼崖社会，大部分
妇女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1926 年后，
广大妇女在琼崖妇女解放协会的组织
下，掀起了一场取名运动，取名字也成为
追求妇女解放的重要行动和标志。
为了满足妇女们日益强烈的学习文
化知识的要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乐会
县办起了 40 所妇女夜校，学员达 4000 多
人，琼东县办起了 55 所妇女夜校，学员多
达 4800 人。加积农工职业学校也增设
了一个妇女班，专门招收女学员，乐会、
琼东各中小学都开始接收女生入学。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妇女参加社会
革命斗争的意愿更加强烈。1926 年冬，
加积东路中学爆发了驱逐反动校长张韬
的运动，不少女学生参加其中。张韬在
黑板上写下“女士们啊！一失足成千古
恨”的字句，企图动摇女学生的信念。这
时当地妇女解放协会勇敢站出来揭露其
阴谋，并做这些女学生的工作，使她们更
加勇敢地投入驱张运动。
1927 年 3 月，为了纪念“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琼东县妇女解放协会组织
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大会，各县的妇女干
部前来参加，成千上万的妇女组成浩浩
荡荡的游行队伍，妇女解放运动声势高
涨。这次集会对进一步发动琼崖东路一
带妇女参加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
红色娘子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慧贞（1904-1931）

林一人（1900-1931）

刘秋菊（1899-1949）

链接
区级妇女协会 30 多个
全琼女党员有 3000 多人
女团员有 1 万多人
妇女协会会员有 7 万多人
当时的琼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妇女人数
占到了 30%
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都有妇女代表参加

年 10
月 16
日出版的《新琼崖评论》，
1924
同时刊发多篇冯素娥拒婚事件的文章和评论 。

全琼乡级妇女协会有 220 余个

剑雄发表在《新琼崖评论》上支援冯素娥的文章 。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1928 年

（文\梁君穷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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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个人的解放，还是要全体人
民的解放？在琼崖妇女自我意识开始
觉醒之后，这个问题便摆在了许多女
同胞面前。在党的教育和指引下，妇
女们把自身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被
压迫阶级的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焕
发出无限生机。
巡逻、放哨、送情报、当向导……在
革命风暴席卷琼崖的1926年，
琼山的杰
出妇女代表刘秋菊毅然报名参加共产党
领导的农会，
她走村串户，
宣传发动群众
跟土豪劣绅作斗争，
出色地完成了党交
给她的任务。
刘秋菊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
她在
追求个人解放的过程中，
很好地融入了
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27 年 10 月，琼
山县塔市乡成立农民赤卫队时，
刘秋菊
第一个报名，她经常和赤卫队员一起，
破坏公路、桥梁、割断电线，阻止敌人
“扫荡”
。她还组织一支妇女运输队，
多
次把斗争没收地主恶霸的物资送给琼
山县委，
成为威震敌胆的
“女飞将”
。
我们党还在乐会四区的根据地实
行了“不论男女均得田耕”的土地分配
政策，极大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充
分调动了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她们热
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踊跃
参加妇女解放协会、赤卫队、少年先锋
队、劳动童子团等进步群众团体，有些
还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
妇女地位的提高，土地革命成果
的显现，让根据地的妇女们更热情地
支持革命，妇女运动也与革命武装斗
争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琼东、乐会两县的妇女积极参加
乡村赤卫队，配合红军战斗。1927 年
9 月，乐会县椰子寨打响了琼崖武装反
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此役，乐
会县妇女解放协会组织 300 多名女青
年跟随讨逆革命军开赴椰子寨前线，
参加支前和救护工作。同年冬至翌年
春，乐会县委先后 3 次发动中原暴动，
全县有一千多名参加农民赤卫队的女
青年，她们手执长矛、大刀投入战斗，
配合工农革命军捣毁了国民党东路联
防队的巢穴。
1928 年夏天，琼东县六区广大妇
女在区妇委领导人莫统清率领下，组
织破坏队、宣传队、运输队和救护队，
在红军的配合下，用镐头、钢钎挖开民
团碉堡缺口，然后用柴草、辣椒粉、火
油等“蒸团猪”。最终先后拔除了旧
村、冯甲、白沙土、九吉等民团碉堡，缴
获长短枪 80 多支，歼敌一百多人。
早在红色娘子军成立之前，许多
琼崖妇女便直接参与到武装斗争之
中，拿起刀枪与敌人直接战斗。在文
昌，被称为“革命母亲”的云四婆，经常
带领武装同志惩办反动派和叛徒。
1929 年春，她带领文昌县委驳壳班的
同志袭击并消灭了云彪梧、云玉山的
民团。
据统计，1928 年 3 月，琼崖工农红
军总司令冯平所率领的西路红军，其
中女战士就有七八十人。1928 年农历
三月初十，冯平在澄迈县北方村召开
西路红军军事会议，突然遭到反动派
军队袭击，红军某连奉命阻击敌人。
在连长牺牲后，女排长蔡文华挺身而
出，指挥 20 多名战士勇敢机智地与敌
人周旋，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
90 多年时光，那些巾帼英雄已经
远去，但她们的精神却长存。如今在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巾帼
何曾让须眉，她们用自己的青春与汗
水，写下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动人乐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