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东北往西南方
向一路伸展，全长约
246公里的海南中线
高速公路像一个巨大
的容器，装盛下沿途
一段又一段沧桑厚重
的红色记忆。

从中共琼崖第一
次代表大会旧址，到
李向群烈士纪念园，
再到王文儒烈士纪念
碑、白沙起义纪念园
……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之际，不如沿着
那些闪光的足迹，通
过“打卡”一个个红色
地标，再次重温建党
百年的峥嵘岁月，在
山乡巨变中见证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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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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红色地图
中线高速自驾线路

第一站
群生

前 用 过
的实物，

引来一批
又一批干部
群众、部队官
兵和青少年
前来瞻仰。

距离纪念
园不远处的一条巷

子深处，便是李向群出生
和成长的地方。游客到访，
或许可以听听那里的父老
乡亲们讲一讲烈士当年的
故事，替英雄看一看他的家
乡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东
山镇“向群小学”西侧

周边看点：海南热带野
生动植物园

王文儒烈士纪念碑

出海口后，中线高速进
入澄迈境内，不久便来到了
王文儒烈士的故乡——文
儒镇良田村。

1930 年琼崖红军“红
五月”攻势中，时任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师长的
王文儒，用两个营的兵力和
部分赤卫队，打退敌人数倍
于己的兵力，并缴获两挺轻
机枪、30多支步枪和一批弹
药，自此一战成名。

国民党反动派将王文
儒视为眼中钉，在1932年
12月的一场伏击战中将其
抓捕。狱中，王文儒面对美
人计、高官厚禄诱惑，以及
手指插竹签、灌辣椒水、铁
板烙等手段均无动于衷，最
终英勇就义，时年34岁。

为纪念这位视死如归
的忠贞虎将，他的家乡由

“北雁”更名为“文儒”（北雁
乡更名为文儒乡，后又改为
文儒镇），并于1959年2月
在良田村旁修建了王文儒
革命烈士纪念碑。

革命先烈的精神
汇聚成磅礴的精神力

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良田
人砥砺奋进。如今，良田村
通过农业结构优化调整，百
姓日子越过越富足，早已绘
就一幅新时代的蝶变图景。

地址：澄迈县文儒镇良
田村

周边看点：尖石岭革命
根据地旧址、济公山

白沙起义纪念园

由文儒镇返回中线高
速后继续往南，待到窗外景
致由平原渐渐堆叠成高山，
便来到了黎族苗族同胞聚
居的五指山区。

时光回溯至那个风雨
如晦的年代，日军铁骑践踏
琼岛，琼崖国民党当局龟缩
至五指山山区一带，不仅巧
立名目横征暴敛，更寻找各
种借口随意捕人杀人。黎
族苗族同胞在残暴的屠刀
前觉醒，于1943年8月发动
了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

隆隆战鼓声早已消逝，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红毛镇的白沙起义纪念园
内，一件件文物藏品仍依稀
留存历史残影。自纪念园
步行数百米来到起义将士
们曾战斗过的地方——番
响村，会看到一幢幢淡黄色
的小楼房错落有致，崭新的
篮球场、主题公园及文化广
场掩映在群山之下，处处焕
发着富美乡村新气息。

如今，当地政府将白沙
起义纪念园与什寒村、合老
村、便文村、百花岭等特色
乡村与景区景点串联成线，
让红色文化与田园风光相
映成趣，游客不妨挑几处感
受一番。

地址：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红毛镇（海榆中线 157
公里处）

周边看点：什寒村、合
老村

五指山
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中线高速进入五指山
市，至毛阳镇境内时会看到
滔滔昌化江在高山与河谷
间冲刷出一片开阔盆地，五
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便
坐落于此。

1946年 12月，中共琼
崖特委作出关于建立以白
沙、保亭、乐东为中心的五
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以不久前发动过起义的白
沙为突破口，我军在之后逐
步打通进入五指山区的通
道，至1948年6月，五指山

革命根据地终于正式形成。
循着五指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历史陈列馆内的
游览路线一路往前，琼崖革
命力量的不断壮大犹如一
曲荡气回肠的交响乐。

而踏访纪念园所在地、
当年琼崖党政军三大领导机
关的驻地——毛贵村，参观
者更可以清晰感受到，这片
革命热土将红色基因转化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强大
动力，从下河抓鱼到“多条腿
走路”发展绿色特色种养产
业，再到发展以“红色革命”
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毛贵村
始终续写着不畏艰难、勇闯
新路的故事新篇。

值得一提的是，纪念园
往东北方向约9公里，便到
了被称为“海南第一梯田”
的牙胡梯田，当游客徜徉于
呈五指螺纹状的梯田世界
时，也无疑为这趟红色之旅
再添几分秀丽旖旎的自然
风光。

地址：五指山市毛阳镇
毛贵村

周边看点：牙胡梯田、
初保村黎族传统民居

梅山革命史馆

中线高速继续向南，由
利国互通拐至海南环岛高
速，不久后便到了本次红色
之旅的最后一站：位于三亚
市崖州区梅山中学内的梅
山革命史馆。

梅山是崖县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在
23年斗争岁月里，这里的英
雄儿女始终坚定地站在党的
旗帜下，不屈不挠地与日本
侵略者和一切反动势力作殊
死斗争，在琼崖革命史上留
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沿石板台阶拾级而上，
步入梅山革命史馆内，“前
言”“梅山革命斗争大事录”

“光辉的战斗历程”“功垂千
秋”“发扬革命传统”等七大
部分完整记录了从1936年
崖县恢复建立党组织、开展
革命活动，到1950年崖县全
境解放的斗争岁月，与展厅
内一件件文物对视时，那段
血与火的历史也渐渐闪现。

除了参观展馆，游人还
可以前往梅山革命烈士陵
园、崖州“万代桥”、崖城革命
烈士纪念园等地，或穿梭于
梅东村、梅西村等梅山革命
老区村庄，那一处处革命印
记、一片片红色热土，同样也
是历史风云最好的见证者。

地址：三亚市崖州区梅
山中学内

周边看点：崖州古城、
梅山革命烈士陵园

中共琼崖
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

红色之旅自海口开启，第
一站是竹林里131号。

90多年前，苍翠竹林掩
映下的一座砖木结构的琼北
传统民居，乃清末海口绅士邱
爵、邱秉衡父子所建祖屋。彼
时，生活无忧的邱家在进步思
潮影响下积极投身革命，这座
宅院由此也完成了从邱宅到
琼崖革命策源地的历史性嬗
变——

1926 年 6 月，中共琼崖
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此召开，
宣告琼崖地方党组织的诞
生。自此，竹林里摇曳的灯
光，化成照亮琼州大地的一
抹朝霞，指引着琼崖人民革
命的方向。

如今到访邱宅，院内展出
的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将岁月
凝固。而推开老宅大门，则会
发现这里早已换了人间。听，
一阵阵鲜活热闹的市井人声
从不远处的解放西路传来，如
此岁月静好的景象不正如先
辈们所愿？

所以，到邱宅重温这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后，不妨收拾一
下澎湃心绪，去附近的小街小
巷逛一逛，喝一杯老爸茶、吃
一碗清补凉，重新感悟今日幸
福生活之不易。

地址：海口市解放西路竹
林街131号院

周边看点：骑楼老街、钟
楼、海口人民公园

李向群烈士纪念园

出邱宅，途经滨海大道、
丘海大道后拐上中线高速，车
行约1小时至美向互通，便离
李向群烈士纪念园不远了。

1998年 8月 22日，这位
军龄20个月、党龄8天的解放
军战士，在抗洪一线奋战14
天，因极度虚弱疲劳连续4次
晕倒在大堤上后，永远闭上了
眼睛。

转眼间，这位新时期英雄
战士逝去已二十余载，但他似
乎又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们。

在海口市东山镇李向群
纪念广场正中央，一座肩扛沙
袋抗洪的雕像威严屹立，左侧
的李向群事迹陈列室则展出
大量珍贵照片、资料以及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