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戎投笔回天涯，孤岛烽
烟出将才。独领风骚创四支，
共同征战除狼豺。驰驱五指建
基地，长守边防卫国家。夕照
勇承编战史，汗青留得继开
来。”这首诗写的是在洒满热
血的琼西南抗战史上，被人
称作“西线王”的马白山将
军，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看到新中国的
成立，见证了时代发展，
直到1992年逝世。

7 月 15 日，海南日报
记者来到澄迈县老城镇马

村马白山将军纪念园，寻访马
白山将军戎马一生的风云故
事。

以教师职业掩护
开展革命活动

据中共澄迈县委党史研究
中心主任邱铭成介绍，马白山
原名马家声，1907年 3月出生
于澄迈县老城镇马村。出生于
贫农家庭的他从小成绩优异，
1925年春，马白山高小毕业后
考入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就
读，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革命
形势迅速发展，马白山深受革命
思想熏陶。同年，他怀着对国民
革命的热情加入中国国民党。

然而，1927年，琼崖“四二
二”反革命事变发生后，马白山
感到万分失望。1927年 9月，
经地下共产党员李兴佑介绍，
马白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冬，党组织派马白山回故乡开
展革命活动。

回到家乡的马白山先在村
小学任教，并兴办农民夜校，
一边教文化，一边进行革命宣
传，为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武装
做准备。

1928年春，马白山发动20
名青年成立马村农民协会。随
后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在澄迈
第四区的马村、盐丁、白莲等乡
村建立起5个中共党支部，并在
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澄四区区
委和区红军分队，马白山任区
委书记兼红军分队长。1929年
夏，党组织决定让马白山去江
西苏区学习。他到上海后，因
江西的交通线被敌人封锁，遂
由上海党组织改派去南京中央
军官学校进行军事学习。1931

年底，在中共沪西区委工作的
马白山心里时刻惦记着琼崖的
革命斗争，于是，1932年 8月，
经组织批准，他取道广州返回
海南昌江第二小学，以教师职
业作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威震四方“西线王”

1938年12月5日，云龙改
编后，琼崖抗日独立队只有3个
中队300多人。3个月后，独立
队扩编为独立总队，马白山任
独立总队队附（副）。

为扩充革命武装，马白山
主动提出到琼西去拉起一支队
伍来。冯白驹和特委同意了他
的请求。经过短短两个月的努
力，一支300多人的武装组建了
起来，不久编为琼崖独立总队
第三大队。一年后，扩充为第
二支队，马白山任支队长。

1942年春，马白山奉命率
领第二支队从琼西到东线，协
同第一支队作战，取得了琼文
地区抗日反顽斗争的胜利，使
琼文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但此时的琼西地区，由于第二
支队东调，各县地方武装各自
为战，极不适应抗日斗争形势
的发展。马白山又一次主动提
出，到琼西建立一支新的支队。

“无军费、无枪支、无人，建
立新的队伍谈何容易？”“好不容
易把一支队伍带起来，何必再去
建新的？”当时一些人的质疑没
有打消马白山的念头。不到一
年时间，第四支队在他的努力下
硬是拉出来了，成为一支建制齐
备、兵员足额，拥有4个大队、10
个中队和医疗队、军械厂，威震
琼西、令敌胆寒的铁军。

马白山1992年逝世后，澄
迈县人民政府为纪念他，于
1997 年建成马白山将军纪念
园。马白山将军纪念园内的陈
列馆摆满马白山将军的勋章和
荣誉证书：1955年9月被授予少
将军衔，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
章；1983年离休，享受正兵团级
待遇；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
荣誉章……这些荣誉与证书背
后，是马白山将军赤胆忠心的见
证。如今，马白山将军纪念园成
为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生当为祖国，死亦斗恶
魔。望楼水不断，永唱国际
歌。”1933年 3月9日，中共
琼崖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垂
斌写下了这首绝笔诗后被杀
害，时年33岁。

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罗
村，一条笔直的水泥路旁，坐
落着一间普通的琼南民居，
这座小房子是革命先烈陈垂
斌的故居。

在上海参与创办
《琼崖新青年》

陈垂斌，1900年出生于
海南崖县第四区乐罗村的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1916年，
陈垂斌从家乡来到府城，考
入华美中学，因成绩名列前
茅，活动能力强，在学生中
很有名气。

1922年，陈垂斌考入南
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又
考入上海大学，研读马列主
义专著，积极参加党领导的
工人运动。彼时，他是上海

大学的学生会和上海学生
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在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陈垂斌就与王
文明、罗文淹等琼籍
学生探讨拯救祖
国、振兴中华的真
理。上海大学是中
国共产党创办的，
他在这里攻读马列
主义专著。”中共澄迈

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
任邱铭成说。

1925年，在上海读书
期间，陈垂斌遵照上级中共
党组织的指示，与王文明、王
业熹、罗文淹等人一起将在
上海的琼崖籍党员、团员和
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

“琼崖新青年社”，出版《琼崖
新青年》（后更为为《革命青
年》月刊），积极宣传革命思
想，陈垂斌是主要撰稿人之
一。

“此后，陈垂斌无论是在
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今
琼台师范学院）做教务主任，
还是在澄迈中学当教师、校
长，他都经常利用上课、工作
的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在师
生中秘密发展党员，并参与
创建澄迈县第一个党组织邓

仲支部，陈垂斌任党支部书
记。”邱铭成说。

1926年6月出席中共琼
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
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委员兼组
织部长的陈垂斌，放下了笔，拿
起了枪，前往琼南地区指导建
立党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

1926年12月，澄迈中学
校长何仁楷、教务主任李日
芳，因反对学生运动，被学生
赶下台。陈垂斌被学生拥护
继任校长，王业熹任教务主
任，郭儒灏任训育主任，学校
领导权自此掌握在共产党人
手中。次年初春，国民党反
动县长王光玮撤销陈垂斌校
长职务，转而任命反共分子
为校长，激起全校师生公
愤。罢课、游行示威、演讲、
散发传单，愤怒的学生最终
推倒县长公案，大闹公堂。

誓死不屈传颂至今

1931年底，陈垂斌组织
的队伍日益壮大，引起国民
党反动政府的恐慌。首先是
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发布通缉
令，追捕“共匪首领”陈垂斌、
陈文光；接着广东琼崖绥靖
委员会悬赏缉拿冯白驹、陈
垂斌等。

随后，国民党崖县县长
王鸣亚向国民革命军第一集
团军警卫旅陈汉光部队求
援，调重兵“围剿”陈垂斌带
领的特别队。

为保存革命武装力量，
陈垂斌把队伍带到红五地
区。在红五地区尤其是田汉
村的群众全力支持和帮助
下，陈垂斌和特别队与敌人
斗争了约3个月。最后，陈
垂斌寡不敌众，在战斗中负
伤被捕。

被捕后，陈垂斌被囚禁
在陈汉光部营地韦氏祠堂。
国民党当局很欣赏陈垂斌的
才干，开始时治疗他的枪伤，
并许以高官厚禄，但他坚贞
不屈，视死如归，拒绝敌人诱
降、逼降。敌人无计可施，便
于1933年3月9日下毒药将
他害死。

时光荏苒，曾经的韦氏
祠堂已不复存在，但陈垂斌
誓死不屈的故事至今仍被传
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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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白山将军雕像。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陈垂斌故居。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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