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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3 月 16 日，屯昌县西昌镇下起了小雨，从西昌镇
通往南田村的道路很顺畅，南田村的村口，有“南田欢
迎您”的大红色标牌，还有一座迎客亭，几位村民正在
亭内歇息。从村口沿着笔直的道路向前，不远处就是
南田起义革命纪念园。
“这里就是曾经著名的南田起义纪念园了，南田起
义纪念馆、陈列馆，南田起义指挥部等旧址都在这里。
”
今年 68 岁的西昌镇土龙村委会南田村民小组长邱天
富提到南田起义革命历史，显得格外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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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田起义陈列馆。

南田起义革命纪念园：

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记录辉煌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阴云密布

敌人眼皮底下发动武装暴动

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告第
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白色恐怖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
1927 年的中国。随着全国各地无数共产党人倒在敌人的屠刀
下，在远离党中央、敌人控制十分严密的海南岛上，国民党琼崖
当局也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屠杀。
白色恐怖笼罩下，1927 年 8 月 1 日，江西南昌城头一声
枪响，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千里之
外的琼崖人民，于黑暗中重新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1927 年 11 月初，
中共琼崖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
决定
在琼崖进一步扩大武装暴动。12 月 1 日，
南田起义军揭竿而起，
打响了武装暴动的枪声。一时间，
全琼震动，
武装暴动呈星火燎
原之势。
“当年，南田村的村民和起义军住在一起，这里有起义军指
挥部，
还有军人出操训练场地，
很多村民都加入了起义军。
”
邱天
富说：
“如今，
这里是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挂牌的现场教学基地，
每
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村民感觉特别荣耀，
相信
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
为了应对白色恐怖，中共中央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
开政治局会议，制订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同年
9 月，中共琼崖特委发动全琼武装总暴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
沉重的打击，使革命逐步由低潮转向高潮。
为适应斗争形势，中共琼崖特委军委主任冯平又率领新组
建的农军部队赶赴澄迈县西昌乡南田村（位于今屯昌县西昌镇
境内），与王文宇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和刘家弟带领的南凯地区
农军会合，三支队伍合并成立了西路讨逆革命军。

历史传承

1927 年 11 月初，
冯平、
符节和王文宇到下岭村（现澄迈县金
江镇）召开西路各县代表会议，
决定进行南田起义。军部在西昌南
田村东边一间私塾学堂设立西路人民起义军司令部，
冯平任司令，
符节任参谋长，
王文宇任大队长兼教官，
在村头大榕树下进行士兵
操练，
举办军事训练班，
培养各村赤卫队骨干，
军队共有500余人。
1927 年 12 月 1 日，
冯平带领西路军在南田村发起武装总暴
动，
500 多名工农赤卫队员扛着荔枝炮、牛竹铳，
手握红缨枪、大
刀和木棍，
在西昌南田村举行武装暴动，
威震澄迈、临高、儋州等
地。暴动队伍在南田得胜后，向西昌、下水、仁教、海军、大坡一
带进军，向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狠狠反击。一路上打击土豪劣
绅、拔除反动民团据点，
摧营拔寨，
所向披靡，
成功开辟了尖石岭
革命根据地。这一次南田武装暴动起义震动全海南，
意义重大，
给整个海南人民鼓起了革命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创立琼崖革命
起义的光辉典范。这就是海南史上有名的南田起义。
“南田村四周都是丘陵山脉，中间还有很多坑洼湿地，位于
澄迈、屯昌、儋州等地的中间地带，区位优势明显，且在党组织
的带领下，村民革命热情高涨，是一块革命的热土。”西昌镇组
织委员张昌隆介绍，冯平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武装部队很快得到
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加武装斗争，各
村也纷纷成立农民自卫军、儿童团，队伍规模一下子从最初的
几十人发展到 500 多人。
在教官王文宇的带领下，
战士们在南田村开辟出一块操场，
每天清晨早早列队集中，进行瞄准、刺杀、格斗等军事训练。
“当
年的革命军就是在这里训练，累了就到树下休息。”
邱天富指着
南田村内居民区旁边的两棵并排的百年大榕树说。

这里将打造成海南红色教育基地

南田起义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琼崖西路军进行“围
剿”，冯平率领琼崖西路军进行了坚决的反“围剿”斗争。1928
年5月9日，由于叛徒出卖，冯平在澄迈县西昌地区仁教岭被国
民党军包围，弹尽负伤被捕。第二天符节被捕。同年7月4日上
午，两人英勇就义，冯平和符节就义时年均仅29岁。
南田起义前夕，
冯平、
符节和王文宇等红军战士平时经常到
村民家走家串户，
召开村民大会，
宣传革命道理。为方便村民饮
水，
冯平带领战士和群众一起扩建了水井，
水井用红砖筑成八个
角，
因此得名
“八角井”
，
八角井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南田人。为发
扬红军革命战斗精神，
传承
“吃水不忘挖井人”
的革命传统，
南田后
人又将该井更名为
“红军井”
。至今
“红军井”
、
私塾司令部、
军事操
练场等遗址仍历历在目。
在邱天富的陪同和讲解下，记者循着革命的历史遗迹，
重温了这段光荣的历史。邱天富说：“这口八角井原本口径很

小，勉强只够本村人饮用，当年作为南田起义革命军驻地，
士兵们一起挖了这口井，加深、口径大了，革命军人与南田
村民喝着同一口井的井水，这口井就是军民鱼水情的见证。”
在南田起义陈列馆内，陈列着五杆锈迹斑斑的牛竹统，
还有弓弩、大刀等，陈列馆墙壁上还有荔枝炮等武器。
南田起义旧址上的土屋等大多因年久失修倒塌，2019年
国庆前，在政府支持下，新修建了南田起义纪念馆、陈列馆、指
挥部等，在南田起义指挥部外的广场上，还有长达20米的红色
革命浮雕。
“纪念馆、
陈列馆、
指挥部新修建不久，
后续将逐步启用，
将会
还原部分老物件，
还原这段历史。
”
屯昌县史志编纂中心主任吴小
辉介绍，
“2015年11月，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海南省行政学院、
海南
省社会主义学院在这里挂牌现场教学基地，
未来这里将打造成海
南红色教育基地，
将这段光辉的历史和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

3 月 26 日，解放军 40
军 118 师加强团从雷州半
岛灯楼角出发，
向海南岛进
军，
向临高角一带进发。后
在澄迈县玉包港登陆。

海南解放英烈谱

王文明：

琼崖工农群众领袖
如铜似铁的革命家
王文明字钦甫，号恩安，海南乐会县第
四区（今琼海市阳江镇）益良村人。中共琼
崖地委第一任书记、琼崖苏维埃政府第一任
主席，
被誉为琼崖工农群众的领袖。
“琼崖创业舞红缨，
母瑞山中斩棘荆。化
雨春风滋椰树，
一门忠烈王文明。
”
这是原海南
省委书记许士杰1989年的诗作《赞王文明》。
王文明1917年考进琼崖中学，成为琼崖
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1922年秋，王文明等
人创办嘉积农工职业学校，王文明任教务主
任。这所学校后改称为琼崖仲恺农工学校，
成为培养琼崖革命骨干的摇篮。
1925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王文明
当选为书记。1927年“四二二”琼崖事变后，
王文明率领地委机关撤到乐四区，开辟农村
革命根据地。
尔后，
王文明历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
崖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党代表、琼崖苏维
埃政府主席，创建了以乐会县四区为中心的
琼崖革命根据地，领导琼崖掀起第一次土地
革命高潮。
1928年，王文明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
委员。年底，为进行反“围剿”斗争，他
率领红军开辟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在异常
艰苦的环境中，组织军民开荒进行生产自
救，共度难关。
1929年，琼崖特委机关先后两次在海
口遭受破坏后，王文明在内洞山主持召开
琼崖各县党代表联席会议，建立中共琼崖
临时特委，在关键时刻拯救了琼崖党组
织。11月召开琼崖党、团特委联席会议，
王文明再次被选为特委书记。他提议冯白
驹主持特委工作。
1930 年 1 月 17 日 ， 王 文 明 因 积 劳 成
疾，在母瑞山病逝，时年36岁。琼崖苏维
埃政府发布 《告群众书》 指出：王文明同
志不愧为琼崖数百万劳动群众最爱戴的领
袖。他英勇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将永
远鼓舞工农群众前进。
综观王文明对琼崖革命的作用和贡献，
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诒孔
认为，王文明烈士不愧是琼崖工农群众的领
袖，如铜似铁的革命家，他是名副其实的“琼
崖革命第一人！”
（记者田春宇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