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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
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时代洪
流中，琼台师生为琼崖引进思想，在
琼州传播文明。从响应五四运动到
马克思主义在琼崖的传播、党团组织
的创建、中共琼崖一大的召开，从土
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
中国成立，培养了徐成章、徐天柄、杨
善集、王文明、冯平、周士第、陈德
华、王海萍、谢飞、符明经等一大批革
命先驱，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将革命

火种播撒在华夏大地。
琼台英烈们以母校为起点，不

仅在琼崖革命事业中立下不朽功
勋，还在全国革命征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例如，杨善集、王文明、冯
平等创建了琼崖地方党政军组织；
徐成章、徐天柄等参加辛亥革命和
国民大革命，其中徐成章是中国共
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建国
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徐
天柄后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孙成达、陈德华等参加了省港大罢
工和五卅运动；符南强参加了百色

起义；符向一参加了北伐战争，领导
了黄麻起义；王海萍参加了南昌起
义，领导了闽西暴动并参与创建闽
西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福建省委
书记；周士第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战功显赫，开国后被
授予上将军衔；谢飞作为琼籍唯一
女红军参加了长征等。他们以大无
畏革命精神诠释着时代的苦难与辉
煌，他们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
砥砺前行。

百年风云且翻涌，革命自有后
来人。琼崖革命先驱为救亡图存

奋勇拼搏、英
勇 牺 牲 的 革 命
精神为后辈留下
了一个红色基因的
宝库。如今的琼台秉
承革命先志，赓续红色血
脉，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
挖掘深厚的红色基因，着力打
造海南省青年党校和红色文化展，
不仅为存史学史，更以期发挥其培
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作用，为党的
百年华诞献礼，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凝聚奋进力量。

近代以来，琼崖大地饱受列强侵
略和封建压迫，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无负海山、敢为琼先的琼
台人，以爱国救民为己任，前仆后继，
奋勇拼搏，率先在琼崖探索救国救民
之路。

琼台书院自1705年创办以来一
直都是琼崖的最高学府，历代人才辈
出。1902年秋，琼台书院改为琼州府
中学堂，改制办新学。1906年琼州府
中学堂改称琼崖中学堂。新知识孕
育新思潮，尤其是中国同盟会成立

后，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在琼崖日益高
涨。这所精英荟萃的琼崖最高学府
成为琼崖民主革命思潮和民主革命
运动的发源地。

这时期的琼台，学生思想趋向革
命，积极拥护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
想，涌现出徐成章、徐天柄、梁秉枢、
陈继虞、刘中悟等杰出先驱代表。
1907年，徐成章、徐天柄、梁秉枢三人
同时考入琼崖中学堂。在校期间，他
们接触新事物，阅读新书籍，接受革
命思想，崇敬孙中山。假期回乡发动

进步青年组织“励志社”，开展学术研
究，聚集力量，宣传民主革命，反对封
建统治。

1909年，同盟会会员林文英、陈
子臣受命回琼，成立同盟会琼崖支
会。徐成章、徐天柄、梁秉枢以“励志
社”成员身份加入同盟会，成为琼崖最
早的同盟会会员。1911年，武昌起义
爆发后，琼崖也积极响应。徐成章、徐
天柄、梁秉枢、陈继虞、刘中悟等琼台
学子也参加了府城之战，为革命党人
掌握琼崖军政大权贡献了力量。

1912年，琼崖中学堂改称琼崖
中学，成为海南第一所新型中
学。同年秋，开始招收新
生。琼崖中学时期的学
生基础知识扎实，学
习革命思想，拥护
革 命 事 业 ，积 极
参 加 革 命 斗
争，使得该校
成 为 琼 崖
革命先驱
的摇篮。

1919年，琼崖中学敢为琼先，最
早响应五四运动，开创了海南学运
的先河，成为琼崖学生运动的策源
地。1919年 5月 18日，以琼崖中学
为中心，琼崖各地学生代表召开全
琼学生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琼崖十
三属学生联合会。大会选举琼崖中
学学生钟衍林任会长，王文明任副
会长，杨善集、陈垂斌、罗文淹等为
常务理事。1919 年 5月底，琼崖学
生联合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
运动，琼崖中学学生王文明任琼崖
抵制日货总会会长。

1920年9月，奉广东省教育委员
会令，琼崖中学改称广东省立第六师
范学校，简称六师。这是海南第一所

省立师范学校。从 1920 年开始至
1935年更名为广东省立琼崖师范学
校，六师持续办学15年。在党组织的
领导下，六师为琼崖革命、中国革命培
养了大量人才，如王文明、谢飞、丘秉
衡、邢慧学、梁惠贞、吴乾鹏、林诗耀、
孙成达、韩托夫、符明经等。

在五四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影响
下，琼台学子们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立
志改造社会、救亡图存。他们一方面
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另一
方面也积极创办革命报刊，积极传播
马克思主义，如《琼崖旬报》《新琼崖评
论》《新琼岛报》《琼声周报》《觉觉》《琼
崖新青年》等。这一系列革命报刊令
人耳目一新、一篇篇革命文章振聋发

聩。琼崖大地掀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热潮，琼台学子成为琼崖革命的播火
者，琼崖人民进入觉醒年代。

在革命校友们的思想引领下，六
师进步师生进一步行动起来，把革命
思想转化为拯救琼崖人民的行动。他
们在六师校园里办刊物、出墙报，开
展演说和辩论活动；利用假期走出
校门，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工人、农
民中去，宣传革命道理和科学文化
知识，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
动的结合。1922年秋，王大鹏、
罗汉、王文明等人还创办了一所
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
嘉积农工职业学校（后改名为
琼崖仲恺农工学校）。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非
常关注和重视琼崖的革命斗争，于
1921年冬至1922年秋，派陈公培（最
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五人之一）和青年
团员罗汉、鲁易、李实到琼崖进行革命
活动。陈公培等人在六师以教书掩护
地下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
想，发展革命力量。

1922年上半年，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琼崖分团在海口成立，罗汉为书
记。1922年秋，陈公培请示党中央同
意，吸收罗汉、鲁易、王文明、徐成章、
徐天柄、严凤仪、王器民、王大鹏等十
多名进步分子入党，加强了党在琼崖
的活动力量。这是在琼崖入党的第一
批党员，他们中绝大多数成为琼崖党

组织创建的骨干。
1926年2月初，中共琼崖特别支部

（简称中共琼崖特支）在海口成立，罗汉
任特支书记，委员有王文明、冯平、李爱
春、何毅、符向一、柯嘉予、陈公仁。特
支高度重视发展和吸收青年学生加入
党团组织，派遣陈垂斌和罗文淹进入六
师担任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负责教学
组织和思想道德工作，陈公仁、许侠夫、
陈文晃、周汉光、吴亚农、云石天、洪钟
等先后进入六师任教。六师成为府海
一带培养青年党团员的核心。

1926年3月8日，中共六师党团
支部成立，陈垂斌任支部书记，这是
琼山县第一个党支部。学生郑景琛、
魏宗周、韩财元、李泮标、苏汉亭等第
一批入党。到年底，全校党员和团员
人数已有190多人，占全校学生五分

之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建立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的
时机已臻成熟。1926 年 6
月，中共广东区委委派特派
员杨善集到琼崖指导革命工
作，在海口竹林村邱宅召开
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琼崖
地方委员会。从此琼崖革命
有了主心骨。

在中共琼崖一大当选的
十三名地委委员中，琼台校友
有九名（分别是教师陈垂斌、
罗文淹、罗汉、许侠夫，学生王
文明、周逸、冯平、李爱春、陈
德华），特派员杨善集也是琼台
校友。

抗战期间，学校先后辗转迁徙琼
山县东山镇苍苑村，广东韶关、信宜等
地办学。在迁徙办学中，琼台一方面
坚持传承育人文脉，坚守教育；另一方
面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宣传
抗日主张，呼吁救亡图存。

解放战争时期，以琼崖师范学校
进步学生为骨干的琼崖青年在中共党
组织的领导下，从最初的读书小组、读
书会，发展到后来的府海地下学联、琼
崖地下学联，在组织上获得不断发展，
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不断得到增强。

1946年 1月，革命青年曾粤泉、

陈义侠受中共琼山县委委派，考入琼
崖师范学校开展工作。通过林云、蓝
明良进步学生组织起府海第一个由共
产党直接领导的读书小组，后改为读
书会。他们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并协
助琼海、华侨、琼山、匹瑾女子等中学
进步学生组织发展读书会。

1948年5月，学生们在原读书会
的基础上成立府海中上学校学生联合
会（简称府海学联）。1949年 3月 3
日，通过了《琼崖学联宣言》，琼崖学联
正式成立。地下学联决定出版机关报
《新潮报》，动员和鼓舞青年学生参加

革命。
1949年春节前后，学联先后组

织70余名学联成员和进步青年到
解放区参军参政，为解放区的革命队
伍带来新的力量。

琼崖学联对解放战争时期琼崖国
统区学生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极大
地配合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在琼崖的
革命斗争史和青年运动史上谱写了光
辉的一页。据统计，160多名学联成
员中，未出现一名叛徒，海南解放后，
他们走出校门，奔赴社会，成为社会主
义的建设者。

爱国救民 敢为琼先

传真播火 觉醒琼崖

红船领航 潮涌琼崖

学联精神 青史丰碑

琼台英烈 光照千秋

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建党百年
琼台师范学院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琼台师范学院独有的红色校史为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丰富鲜
活的素材，学校党委一直高度重视利用红色
校史资源，对学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建党
百年之际，学校党委以红色校史资源为依托，
培元固本与守正创新相统一，既做好“规定动
作”，又精心设计“七个一”红色工程等“自选
动作”，砥砺革命初心，永续琼崖精神，赓续琼
台革命血脉。

“七个一”红色工程正在有效推进，“红
剧”《光耀琼崖》即将于6月初对外公演，“红
馆”琼台书院博物馆于5月28日开馆，“红校”
海南青年学生党校也于同日挂牌成立，“红
展”琼崖革命百名人物美术创作展已完成80
余幅作品，“红团”学校党史宣讲团已在校内
宣讲。学校将党史学习教育纳入思政工作永
恒课题，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
脑入心。

一百年前的今天，琼台师生积极投身于
共产主义事业，在琼崖燃起熊熊烈火；一百
年后的今天，琼台师生将更好地继承琼崖革
命和校史的红色基因，继续燃烧着民族的复
兴烈火和信仰之光，扛起推动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琼台担当。

● 2020年7月7日 琼台师范学院邀
请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琼崖红色文化调研及
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琼崖红色文化与高
等教育”等内容进行研讨交流，为琼崖红色
文化传承与发展，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贸港建设献言献策。

● 2020年11月14日 琼台师范学院
在省内率先举办 2020 年课程思政教学比
赛。该校充分发挥了课堂教学的育人主渠
道作用，激励和引导教师深入挖掘提炼各类
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全面提升
广大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意识和能力，将知
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
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高度融合。

● 2020年11月21日 为深入挖掘琼
台红色文化资源，琼台师范学院举办“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发展”高端论坛、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
研讨会，践行文化育人。

● 2021年3月1日 先悟先行率先学，
琼台师范学院在全省高校率先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由该校宣讲团成员为全校师生讲授

“开学第一课”。

● 2021年3月20日 琼台师范学院党
委书记做客海南电视台青少频道《科教自贸
港》特别节目《师说——强化党史教育，传承
红色基因》，带领全校师生一起学党史，感知
琼崖革命、琼台先贤的英雄事迹。

● 2021年3月24日 琼台师范学院作
为海南省唯一一所高校入选了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网“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宣传系
列专栏”，将与全国其他26所高校共同承担
起宣传28种革命精神重任。

● 2021年4月6日 由琼台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师生编排的海南高校首部原创红
色舞台剧《光耀琼崖》举行首次校内演出，该
剧全景式展现了琼崖革命历史，不仅是为建
党百年献礼节目，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党
史教材”，更是在艺术实践教学中“行走的课
程思政”。

● 2021年4月26日 琼台师范学院举
办“海南革命文化传承与研究基地建设”专
题座谈会，并挂牌成立了“海南省琼崖红色
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为学校传承和
研究琼崖革命精神和红色校史搭建红色研
学平台。

● 2021年4月27日 琼台师范学院举
办“建党百年话初心，红色摇篮育新人”大学
生思想教育论坛。此次论坛旨在培养更多
思想理论强、信仰坚定、知识扎实、有远大理
想和创新能力的优秀建设者和接班人。

● 2021年5月28日 琼台师范学院在
琼台书院博物馆举行“琼台：琼崖革命思想
摇篮”主题教育展开幕暨海南青年学生党校
揭牌仪式。

（本版策划/林蔚
撰文/田佩 申明 陈国飞 王冰冰）

琼台：琼崖红色基因的宝库
青春五月，一幅波澜壮阔的琼崖革命历史画卷正在琼台师范学院徐徐展开，那些前仆后继的英雄先烈，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岁月，淬炼出无数琼

台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红色基因，红色琼台正以她独特的主题教育展为建党百年献礼。 ——题记

走进古朴雅致的大门，入目便是郁郁葱葱的鸡蛋花树，树后有两排古香古色的阁楼，这便是清代琼崖最高学府琼台书院，亦是今天的琼台师范学院。
琼台书院创办于清朝康熙年间，1902年改制办新学，更名为琼州府中学堂。此后几经易名，从琼崖中学、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琼崖师范学校到琼台师范

学院，经历了300余年的漫长岁月，是海南教育发展的历史见证。
一直以来，琼台师生秉承“无负海山、敢为琼先”的精神，曾向吾门求鼎笔，亦从此处借天梯，三百年辗转尽风华。从清代海南学子登科入仕的必由之路，到近代孙

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阵地、琼崖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琼崖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琼崖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再到中国共产党海南最早的活动基地之一和孕
育琼崖革命早期领导人的沃土，为琼崖党组织成立和海南解放、建设与发展，为海南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琼崖红色基因的宝库。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中山路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中山路88号的琼台书院号的琼台书院。。

琼台师范学院排演红色舞台剧琼台师范学院排演红色舞台剧《《光耀琼崖光耀琼崖》。》。

海南省琼崖红色文化传承海南省琼崖红色文化传承
与创新研究基地揭牌与创新研究基地揭牌。。

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在琼台师范学院揭牌成立海南青年学生党校在琼台师范学院揭牌成立。。

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图书馆旧照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图书馆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