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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国光（1897—
1927），海南琼山县
（今属海口市）府城镇
金花村人。1921年
参加革命活动，后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
在 1923 年作为琼
崖代表，受到了孙中
山的接见，并聆听了
孙中山关于琼崖改
省的方针。在国共
合作的大背景下，他
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长期在国民党琼崖
特别委员会工作，为
推动琼崖国共合作
和大革命形势的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蒙冤入狱，投身革命

符国光1897年出生于府
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父
亲符奋扬一共生了8男1女，符
国光最大，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缺医少药，9个孩子中有两个在
幼年时便夭折了。符国光从小
就是个聪明、有才干的人，11
岁开始读私塾。1917年他在
琼山中学读书，因家里没钱，读
到一半便辍学到桂盛铺当伙
计，在这家店铺干了一两年时
间。他少年时期就有强烈的爱
国意识，五四运动爆发后，全琼
掀起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
动，他在店铺当伙计时，有人拿
日元来换国币，他一概拒绝。

由于经营不善，1920年该
店破产。当时，全琼都在推行

“民选县长”制度，琼山县长竞
选时，符国光为父亲的结拜兄
弟李翰深竞选到处卖力。但因
李翰深行贿钱财不如吴邦安
多，结果吴邦安当上了琼山县
长。符国光知道内幕后，拍桌
大骂主持县长竞选活动的律
师。因此被捕，被押至府城监
狱坐牢4个多月。在狱中，符
国光深感所谓的“民选县长”无
非是军阀政府骗人的鬼把戏。
当时在狱中关押的还有一些国
民党员，在他们的启发下，符国
光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明白了
社会黑暗的原因和中国的前途
在于打倒军阀、开展国民革命。

转战广州，受孙中山接见

刑满释放后，符国光在海
口“五邑会馆”加入了国民党组
织，成为海口分部的委员。两
年后，符国光结识了徐成章，并
在徐成章的介绍下，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被党组织委派到国
民党组织中工作。不久后，符
国光、徐成章等5人前往广州。
初时，以写稿为生，后来符国光
募集资金300光洋，在广州开办
报馆，宣传国民革命思想。当
时，廖仲恺在广州开办国民党
党务专员培训班，符国光报名
后，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党务工

作培训。
1923年12月，国民党即将

改组，孙中山每个星期日都出
来演讲。有一天，符国光听完
孙中山演讲后，由大本营参军
邓彦华引荐，晋见孙中山。孙
中山向他详细讲述了琼崖改省
的革命方略和方法，即努力去
实行“军政、训政、宪政”，在琼
崖把军阀、伪革命分子、土匪、
恶地主、外国教会势力、劣绅的
压迫扫除干净，进而发展公共
事业，使人民能够运用民权主
义。孙中山认为，这些条件如
期达到了，琼崖改省问题自然
会解决。孙中山还勉励符国
光，要实现琼崖改省，必须先取
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希望他团
结在广州的琼籍人士为国民革
命的胜利奋勇向前。

1925年 3月 12日孙中山
逝世后，符国光当即写下长文
《我对中山先生逝世后的感想
和希望》，发表在《新琼崖评论》
第 27、28期（合刊）上。在文
中，他详细回忆了孙中山接见
他时对他的教诲。他在文中
说：“本来我们做革命事业的
人，是不分地域的；而现在我唱
琼崖革命的论调，未免被人议
为做局部的革命。殊不知做琼
崖的工作，就是做中国国民革
命的一部分工作。而琼崖革命
如果能有发展，就是中国国民
革命的一部分的助力呵！”

1925年9月，符国光从培
训班毕业，被派往广东省阳江
县担任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当
时阳江县情况十分复杂，国民
党党组织涣散，符国光到阳江
后，立即开展登记旧国民党员
和发展新国民党员的工作，几
天时间，就组织党员20多人，
成立了一区分部。当地地主武
装勾结军阀部队，准备抓捕符
国光，为避免损失，符国光于9
月27日乘轮船返回广州，汇报
了阳江地方武装破坏国民革命
的行径。11月上旬，国民革命
军陈铭枢部攻占了阳江县城，
符国光随军再次来到阳江，着
手组建国民党阳江县党部。在
符国光的努力下，12月该县国
民党员数量增长至近千人，然

而阳江县长姚世俨勒索民财、
押扣农民，阻拦党部成立。符
国光十分不满，要求释放被押
扣的群众，姚世俨不听符国光
的意见，双方由此发生争吵。
姚世俨派兵包围阳江县党部，
阳江县党部电告三十四团团长
许志锐，许派兵包围县城，命令
姚世俨撤兵。1926年 1月 20
日，广东省政府作出决定，撤销
姚世俨的县长职务。同年3月
11日至13日，国民党阳江县代
表大会召开，符国光被选为县
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

重回琼崖，打开工作局面

1926年2月，国民革命军
南征收复琼崖，为了在琼崖开
展大革命运动，大批琼籍党团员
被抽调回琼崖。7月，符国光被
派到琼崖担任国民党琼崖特别
委员会常务委员。此时，他和王
文明、朱润川、吴国鼎、陈公仁等
同志一起工作，办公地点在海口
市中山路的一间铺子里。当时
的主要工作是上党课，扩党扩
团，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

1926年冬，琼崖国民党右
派在破坏学生运动、农民运动
的同时，把黑手伸进了工会组
织，破坏海口市总工会。省总
工会特派员邢觉非诱骗一些工
人脱离市总工会，另行成立“海
口市工人代表会”（简称市“工
代会”），与共产党领导的市总
工会分庭抗礼。因市总工会招
牌是红底白字，市“工代会”的
招牌是蓝底白字，故当时群众
称其为“红牌工会”和“蓝牌工
会”。市“工代会”的成员，多为
反动工头、懒汉等。两派斗争
日趋激烈，一次，符国光到关帝
庙开会，返回途中被邢觉非等
人毒打致伤，幸好郊区农民协
会办事处主任冯白驹闻讯带领
10多名农会成员及时营救，将
他送进福音医院治疗。一个月
后，符国光出院，继续进行宣传
演说，揭露国民党右派邢觉非
破坏琼崖大革命运动的阴谋。

1926年11月，为了遏制国
民党右派在琼崖的反动行径，
王文明和符国光一起撰写了

《中国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
指导部报告》，上报国民党广东
省党务委员会，报告提出：西山
会议派藉讨赤为名，勾结土匪，
在定安、琼东、乐会等地抢劫，
并声称先灭党部，继灭农会，使
一般民众不明了者，轻视党部，
观望不前。符国光在报告结尾
处还加上一句：但反动派正在
陆续抵琼，故意捣乱，与各级党
部为难，我们工作不能放宽一
步。由于符国光坚决斗争，使
国民党右派破坏琼崖大革命的
行为受到了极大的抵制。

事变蒙难，英勇就义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
爆发，王文明、符国光接到上级
秘密通知将领导机关迅速撤离
府海地区。王文明和符国光商
量后决定，由王文明带领多数同
志立即离开海口城区，转移到农
村。符国光坚守在海口，以国民
党左派身份和国民党反动派进
行斗争。但国民党反动派毫无
信义，在旅店工会的楼上将符国
光逮捕。符国光同屠宰工会的
谭荣光关在一起，不久后，谭被
释放后，搜集了10多支短枪，准
备袭击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同
志。但符国光不同意这种冒险
的行动，他希望和被捕的同志一
起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说理斗
争，争取大家都出狱。然而，国
民党反动派喊出“宁可错杀一
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在

“清党”中大开杀戒。1927年8
月20日，符国光在府城被敌人
勒死，英勇就义。符国光就义那
天，阴霾密布，冷风习习。敌人
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把不
少群众赶到行刑现场。符国光
被押赴刑场时，遍体鳞伤、步履
踉跄。显然，敌人为了让他投降
叛变，对他用了重刑。但是符国
光毫不畏惧，大义凛然，痛斥国
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杀害革
命者的罪恶行径，不断高呼“共
产党万岁！”在场的数百民众无
不为之动容。新中国成立后，
符国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
骸由政府迁葬至金牛岭公园内
的革命烈士陵园。

符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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