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著名人物

抗法将士陈得贵

陈得贵一一字槐阶，合浦县石康人，清朝咸丰年间为冯子才部将。1885 年 2

月 23 日法国侵略军攻占我国南大门一镇南关（今友谊关），广西巡抚潘鼎、新化

装窜逃。在危急关头，冯子才和陈得贵率军速进边关前线，保家卫国。在法国密

集的炮火中，得贵立马横刀，坚守阵地。得贵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中。他从血泊

里站起来掀衣袒臂，擦擦身上身血迹，怒目疾呼：“大丈夫应为国捐躯……”。他

支撑起身体，继续指挥战斗，由于寡不敌众，得贵只剩下几十个随身卫士，加之

伤势过重，被迫下火线。陈得贵英勇抗法有功，后反而被潘鼎新假奏朝廷，无辜

被害。

书画家蔡达如

蔡达如(1900-1968)合浦廉州镇人。他的性格刚直和善，不喜欢交际，从小

刻苦读书和学书法、绘画。他持之以恒，勤学苦练，书画出众。他的花鸟、山水

和人物画用色绚丽、雅俗共赏、大方美观。50年代初，他写的飞鸽四屏条，参加

全省书画展览，深受广东省艺术界的赞赏。解放后他以画镜画为业，后任廉州中

心校美术教师、合浦县电影院美工。

乐于为民的苏健今

苏健今(1889-1973），又名廷銮、别号曼陀罗庵主。他的书法浑雄苍劲，医

术精湛，名声鹊起，誉传民间。解放后，曾任北海中医院医师、副院长、北海市

二届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北海支部主任等职。他的遗作有

《中医今释》、《妇科医案》、《胡卢燕斋度文体》、《石鼓文扶桑摹本考证》等共 20

多万字。

苏健今于 1911 年参加革命党人罗侃廷等领导的廉州起义。1917 年，以优异

成绩考取赴日本留学，成为合涌最早的留学生。他在日本攻读 4 年，精读英、日



文字，研究中国的甲骨文和古籀文，长诗文书画。毕业回国后，在廉州中学担任

化学、英语教师，兼任学监，从事教育工作 9年，培养了大批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苏健今回原籍，创办乾体中学，首任名誉校长，为合浦的教

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求教中医理论和大医师函授中医，

醉心于医学研究。不久他辞去教师之职，与他人合股开设“寿而康”中医店，不

挂牌，不收诊金。解放后，他写了一批医学著作，为发展我国中医事业作出贡献。

1960 年，广东省中医学院在广州市举行首次“中医拜师会”，他与全省各县的名

医一起探讨我国新医学的发展途径，他所作的学术报告，获得到会者的好评，受

到各界人士的崇敬。苏健今的名字被载入了《广东名医录》，誉传民间。

苏医生不图名利，知难而进，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有一病孩，患脑肿瘤，

双目突出，面部浮肿，有时有喷射性呕吐，他也接诊不却。许多病者，请医束手，

他却用心诊治，精心用药，一一治愈。

有一天，苏健今乘坐黄包车出诊，途中得知车夫的家属有病，无钱医治。他

了解车夫的地址及其家属的病情，回到家里，立即开方配药，并将药送到车夫家。

第二天，苏医生继续嘱店员送药上门，将车夫妻子治愈。苏健今被人们誉为乐于

为民的好郎中。

名医岑镇澜

岑镇澜(1981-1968)，字观海，合浦县廉州镇人，精于医术，擅长妇科。1960

年列为广东省名医之一，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他历任广东省人大代表、广西

人大代表、合浦县政协常委、合浦县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合浦县人民代表、

合浦县中医院院长、内科主任、合浦专区中医师进修班副主任。

岑镇澜自幼喜爱读书，立志医学。解放前，他在合浦、湛江、北海、钦州、

浦北一带行医，深受群众尊敬。解放后，他把党和政府给予他较高的政治地位和

荣誉，当作鞭策自己勤奋工作、为人民的健康和祖国卫生事业多作贡献的动力。



1962 年，他倡议办起了合浦县第一家中医院，亲自举办中医师进修班，培养了大

批中医骨干，并在报刊上发表《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等文章。他在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晚年著有《妇科约盲》和《海庵医案》两书。至今民间还传

颂着岑医生虚心好学、救死扶伤、乐于为民的动人故事。

岑医生平生虚心好学。有一天他跟别人闲聊，得知有一家农夫善治泻病，药

到病除。翌日天明，岑医生即往杨家山拜访这位善用草药的农夫。农夫问：“先

生到来，有何指教？”岑先生乐哈哈回答说：“弟特来拜师也。”农夫喜迎岑先生

入屋，两人论医用药至黄昏。农夫为岑先生此举所感动，乐将祖传秘方和治泻痢

药方送给他。日后，岑医生还支持过革命，1939 年，岑先生为伪县长家属治病，

获悉国民党当局策划捕捉廉北地区的地下党领导人，他诊病后，匆匆赶回家，迅

即通知有关的领导人。使地下党领导人安全转移，避免了损失。

1941 年，岑先生被国民党当局聘为合浦县监狱医生，他借此机会，不但精心

为狱中的“政治犯”治病，而且还给予资助。有个姓陈的“政治犯”在狱中病危，

他因积极抢救而被当局嫌疑解聘。

一次，岑先生出诊归来，路过一间杂货店时，被该店员拦住请他为其妻子诊

病。岑先生二话不说，欣然前往诊治。不一会，又有一位卖芝麻糊的端着一碗芝

麻糊请他品尝。岑先生惊奇地笑着说：“吾不呼买糊，为何此举？”答说：“此是

报答救命之恩的心意。去年吾妻病重无钱医治，岑先生不但往诊，而且解襄相助，

吾妻得救，终生难忘！”岑先生恍然大悟，哈哈地笑说：“此小事也，何足挂齿！”

岑先生推辞不得，只好吃了，卖芝麻糊者才欢快而去。

革命党人罗侃廷

罗侃廷（1887-1916）原名罗人炎，字绰双，合浦县总江人。旧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烈士。罗先生毕业于北京军需学校，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

革命爆发后，他倾囊支持革命，并接受革命党委派和苏乾初回合浦开展革领活动。



他回到家乡，根据革命党指示，积极准备廉州起义。他以廉州镇学前街攀龙书室

为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发展革命党组织，打入驻县清军搜取情报，策动反正。

起义准备就绪，于 1911 年 11 月 27 日（农历九月廿七日），罗侃廷率领 400 余人

举行廉州起义，并任起义司令。起义队伍在罗侃廷指挥下英勇作战，很快就攻占

了清军军械库，缴获武器自己。起义军分兵几路，冲入镇台衙门活捉分统杨专任，

并将其处决于小南门。廉州成立了革命政府——廉州都督分府，并出安民告示，

稳定民心，使商店照常营业。10月初，北海兵匪作乱，他亲自率领队伍前往平息，

捕杀散匪无赖，并组织团勇巡查，维持社会治安，深受各人士的赞扬和爱戴。

廉州起义不久，罗侃廷奉命任广州第二军需之职。1922 年，袁世凯篡位，他

参加革命党开展反袁倒龙（袁世凯及其任广东的同党龙济光）活动。1916 年春，

他奉命到汕头组织军事力量配合潮汕起义部队进攻油头镇，因事泄被捕，惨遭杀

害，终年仅 29岁。

罗侃廷在人民群众中间，有极高的威望。反表倒袁后，汕头市为纪念他，修

建罗侃廷先生烈士墓碑。1921 年，罗先生的棺桁移回合浦风门蛉安葬。1985 年，

合浦县人民政府拨款重修罗侃廷先生之墓，使之更加庄严肃穆。如今不少人前往

罗先生的墓前瞻仰，寄托对革命烈士的哀思。

抗日名将豫铭枢

陈铭枢(1887-1965)，字真如。合浦县曲樟乡人。1925 年 7月任国民革命军

第 4 军第 10 师师长。1925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11 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9

年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930 年所部改编为第十九路军。“一·二八”事变

时，在上海英勇抵抗日本侵略军，后代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成立后，曾任中央常务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

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5 年在北京病逝。



19 世纪 80 年代初，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887 年，陈铭枢出生于六

湖洞璋嘉村岐山背一个清贫家庭。他自小聪明，喜欢读书，因家境清贫，曾在外

祖父家放牛。后来，随父读书，靠族中资助，就读公馆文治高等小学。1906 年间，

他受到反清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宣传后，

16岁时，在乡亲的资助下，离开家乡，奔向广州，考进广东黄埔陆军小学。不久，

便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开始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陈铭枢在中华民族独立运动斗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他参加并指挥了著名

的贺胜桥、汀泗桥战役，又与蔡廷锴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6 年参加了由李济深等人在福建建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

日。他公正廉明、不循私情、任人唯贤的美德，流传军中，传颂民间。

1930 年，陈铭枢先生任广东省主席，他身居要职，不恋财色，生活俭朴，保

持廉洁。他对儿子要求很严，常训传统家史：“由俭奢易，由奢入俭难”。早餐，

他和家人只吃点咸黄榄、黄瓜皮送粥。他的钱用在发展家乡教育及福利事业上，

至今合浦人民传颂着陈铭枢在家乡的许多动人小故事。

一天，陈铭枢路过廉州西华路时，看见一个六七岁小孩站在小凳上凭台挥春，

这小孩纵笔疾书，龙飞凤舞，围观群众赞不绝口。陈惊奇地上前围看，不禁叹说：

“吾乡自有后来人!”他当即奖给小孩 10银元，并跟他合影留念。小孩弄清情况

后，高兴地接受陈将军的奖金和合影留念。从此以后，这小孩不辜负陈将军的期

望，每天坚持写百字和画 10 个水草蟹，持之以恒，进步很快。至今，合浦人民

传颂着陈将军爱护幼才的佳话。

廉州城二甲社有一老人已 104 岁高龄，精神健旺，行动如壮年人。陈铭枢知

道此事，喜称她为“人瑞”，派乐队将他亲笔书“民国老人”的泥金匾、贺礼 20

银元、鸡、鸭、猪蹄、酒、布等物赠送给这老人。合浦县长钟喜赓在陈铭枢敬重

老人行动的影响下，也送银两和写有“古瑞凝闻”字样的寿帐。



陈铭枢不但爱幼敬老，而且十分关心家乡的事业。1926 年陈捐资在廉州创建

中山公园和图书馆一座（后改为民众教育馆），供群众游览和阅看书报。翌年，

陈又捐资在北海创办合浦县立第一中学和合浦图书馆。其后陈又亲自撰写募捐启

事，自己慷然带头捐助 13万元，兴建合浦县立第 5中学（今公馆中学），亲自为

该校题校名。接着在樟嘉创办合浦县第 7 区第 3 小学（今址合浦县曲樟乡樟嘉）。

这样，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办学热潮和合浦县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1930 年陈铭枢和陈玉衡捐 3万银元，创建合浦医院。此外，还在北海、石康

建立菜市，方便群众集市，繁荣合浦经济深受群众赞扬。

革命先驱陈铭炎

陈铭炎（1911-1945）合浦县曲樟乡人。1932 年中山大学毕业后，任小职员、

教员，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他接受革命思想较早。在广州读书时，他就经常跟合浦在广州和廉中的同学

通信，寄送进步书刊，让大家阅读学习，接受革命思想。寒暑假他从广州回家，

接近穷人，讲革命道理，鼓励大家参加革命。他家雇了个工人，每逢假期回家，

陈铭炎给这个工人讲穷人翻身的道理，指导他阅读进步书籍，使这位工人终于走

上革命道路。

陈铭炎 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参加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他

从广州市调到东江地区工作，曾任惠阳县委宣传部长、东莞县委书记、东莞二线

县委书记、东莞特派员、东江前线特委组织部长等职。

1945 年 8月初，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陈铭炎

闻知，欣喜若狂，为及时把胜利喜讯传给各地党组织，带着两个警卫员去东莞。

途中不幸牺牲，年仅 34岁。陈铭炎是合浦参加革命较早的一位老党员、老干部，

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大家深切地怀念他。



抗日勇士李其林

李其林(1912-1939)合浦县南康镇人，从小热爱劳动。由于善于养鹅，群众

叫他“鹅仔”

他 16 岁时就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战士、班长、排长。抗日战争爆发，十九

路军奋勇抗战，死守淞沪，当时李其林任排长。他一听到去打日本鬼子，就同仇

敌忾，率领士兵冲锋陷阵。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中弹，负伤入院。李其林在留

医期间闻知前线吃紧，战伤未愈，私逃出院，重返前线，浴血奋战。在一次肉搏

中，第二次负重伤，再入医院，伤未愈又复赴前线，英勇杀敌。他的英勇抗日事

迹，震动全军，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以他的事迹编写而成的电影《十九路军一伤

兵》在各地放影，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5 年，李其林被派遣回北海刺杀日本间谍中野顺之，为民除害，立下大功。

1937 年，李其林任广东省税警总团第一总队第五大队第四中队上尉中队长，驻守

广州。1938 年广州沦陷，李其林带领士兵转战西江北岸，清运、四会等地。1939

年，李其林调到税警总团第四总队第三大队任少校大队长，驻守清远县红旗岭。

不久，日寇以一个团兵力向红旗岭猛扑，李其林率领官兵浴血奋战，击退敌人多

次冲锋。第二天，敌人组织反攻，很多战士牺牲，李其林振臂高呼杀敌报仇，他

手托轻机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入敌阵跟敌人展开肉搏战，不幸中弹，牡烈牺牲。

临终时，他还高呼“打倒日本鬼！”这种爱国家、爱民族、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

令人欣佩敬仰。

中共合浦党组织的重建者张进煊

张进煊（1908-1968）别名猛张，合浦白沙乡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联盟。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中共合浦县工委书记、《时事周

报》编捐、中共南路特委委员、中共茂名工委书记。

张进煊是合浦县党组织创建者之一。出生于合浦白沙乡宏德岩塘村，1924



年考入廉州中学，1928 年考上中山大学预科二年级，1930 年考入中大农学院农

业行政专业，1934 年毕业，担任新造糖厂技术助理。他在广州读书期间，通过“合

浦学会”组织和指导合浦的同学读马列主义书刊，参加抗日进步活动，1936 年，

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青），担任《时事周刊》编辑，他的家就成

了“中青”秘密活动联络点。1935 年至 1939 年初，他几次参加广州学生抗日救

亡大示威，帮助合浦同学走向革命，所以大家尊称他为张老师。

1937 年 2月，党组织派他回到合浦公馆第五中学，以教师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组织秘密读书会，时事讨论会等，建立了合浦第一个“中青”小组。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于 1938 年 2 月，广东省委派他回合浦开展革命活动，4月组建中共合

浦县特别支部被选为书记。特支建立不到半年，廉州、北海、白沙、西场等地相

继成立党支部。1938 年 11 月成立中共合浦县工委，张先煊任书记。县工委成立

后，党组织发展很快，有力地领导了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 年初，合浦建立了中心县委，张进煊任常委。5 月，县委机关被国民党

破坏。8 月，张进煊与上级领导人温焯华主持，在白石水金街小学召开县委扩大

会议，重建新县委（即第三届县委），整顿、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武

装农民。经过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根据地不断扩大。1940 年 5月，合浦地

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起义。

1940 年 5月张进煊任中共南路特委常委、中共茂名县工委书记。他因身体不

好，1941 年 9 月负责干部训练工作。1943 年春，他回到家乡养病，仍然帮助区

委做党组织工作。1945 年初，合浦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他动员群众和家人，为

起义捐款买枪，自己带着全家参加起义队伍，跟反动派开展激烈斗争。1945 年 2

月，党组织建黄河大队，他任政治工作队长，带领战士们跟相当一个师的敌人开

展激烈的战斗。由于寡不敌众，几经奋战，牺牲了不少同志。最后，为了保存革

命实力带领同志们安全转移。



1948 年 9月，他第二次担任合浦县委书记，领导全党和全县人民，同国民党

反动派展开激烈斗争。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仍然咬着牙坚持工作。合浦解放了，

他仍任征粮总队政委，带病坚持为党工作。后来他的病情严重，党组织才批准他

离职休养。

张进煊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合

浦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