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节 海门镇屯兵

古代海门镇（今廉州镇）是岭南的军事重镇。唐代咸通年间，唐将高骈曾在

这里屯兵三万，抵御南诏。当时还处在奴隶制政权的南诏不断向东、西、南扩张

它的势力范围，它兴盛之时辖地有今云南省、四川南部和贵州西南部。咸通二年

7月南诏向东南扩张，攻陷邕州（今南宁一带），合浦县受到威胁。此时，唐将蔡

袭率兵驻扎海门镇，镇守边疆。

不久，蔡袭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咸通五年，懿宗派遣岭南节度使高骈率兵从

中原出发，经湘江进灵渠，过桂门关，入南流江到达海门镇。高骈在海门镇屯兵

3万余人，平息边疆之乱大立战功，捷报濒传南疆，但当时的奸臣上奏高骈“玩

兵不动”而被贬，不久，高骈又再次立功，懿宗闻讯大喜，封高骈为捡校工部尚

书。高骈赴任后，还亲临海门镇督察，鼓励边疆将士奋力为国效忠。不久，南疆

之乱平息。

高骈在海门镇屯兵数万，每天需要大批粮食和军需品。军需物资虽然从福建

运来一部分，但主要靠合浦县供给。这不但说明廉州在历史上是个军事重镇，而

且说明了合浦当时经济较为繁荣。

第二节 合浦天地会农民义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

对内压迫广大人民，全国各地民不聊生，纷纷举行起义。方晚、刘八参加了广东

天地会后在博自县聚众起义。方、刘义军转战在两广的遂溪、石城（今廉江）、

博白、贵县、宣化、横县、合浦、钦州、灵山等地。义军所到之处，劫富济贫，

惩办赃官，使官军闻风丧胆，惊恐万状，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在两广的统治。

方晚、刘八天地会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道光二十九年义军

由博白进军小江、张黄（今浦北）等地之后，又挥师北上进攻宣化。道光三十年



正月，方、刘义军南征合浦受阻，立即联合广西的其他义军再回师攻陷石康圩。

之后，又挥师北上灵山大塘村，转战于钦州牛江圩。不久，义军又南下合浦攻陷

西场圩。二月，方、刘义军又攻陷石康圩，直逼廉州城。因廉州古城坚固无法攻

破，义军只好退守钦州。当时，合浦湖廉乡团数千人马紧紧追击，被方、刘伏击，

死伤惨重。同年 4 月，方、刘义军由钦州进军合浦大廉山、焚烧官府衙门，处杀

镇压农民义军的清政府地方头目，广大人民群众十分高兴。

咸丰元年一月，方、刘率师攻陷公馆圩和广东石城县（今廉江）青平圩。五

月，方、刘与另一支农民义军会师于灵山三隆圩。当时由于广大人民极端仇恨清

政府的腐败统治，纷纷参加起义军。方、刘队伍迅速壮大到万余人。方、刘义军

经过整编，准备再次围攻廉州城。但在六月间，由于起义队伍没有正确的政党领

导，加之方、刘缺乏斗争经验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引起内部分裂，互相残杀。方

晚在常乐镇多蕉一战被俘，惨遭杀害。刘八在山寮乡战斗到最后牺牲。

方晚、刘八领导的天地会的农民义军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

的封建统治。

第三节 廉州反正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腐败，民不聊生，反清浪潮如火如荼。合浦的反清斗

争跟全国各地一样风起云涌。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的一天，廉州城内，近干民众，

声势浩大冲进县衙门。清朝统治者惊恐万状，被迫答应民众平价粜米的合理要求，

当天下午开仓粜米。这次斗争胜利揭开了廉州反正的序幕。

公元 1911 年 1O 月 10 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封建帝制。革命党派遣孙中

山的同盟会员罗侃廷（总江人），苏乾初（又名陈武，廉州人）、李时钦先后回合

浦为发动廉州反正做准备。革命党人回到合浦后，以廉州镇学前街攀龙书室为革

命浯动的秘密联络点，向民众广泛宣传孙中山辛亥革命主张，培养起义骨干，发

展 400 多人的起义队伍，还深入清府及军营刺探敌情，策动清兵参加起义。



农历 9 月 27 日，廉州起义的抢声打响了。反正司令罗侃廷一声令下，400

名起义兵冲入廉州城，打开县军械库，取出枪弹武装自己。清总兵陆建章、知府

许莹章惊惶失措，狼狈逃窜。罗司令统率起义队伍，分兵几路围攻县衙门。先锋

队首先攻占镇台衙门（今址合浦师范），卫兵妄图顽抗，义兵示出手中的炸弹喝

令其投降，卫兵们心惊胆战，只好乖乖就范。义兵冲入大堂，活捉廉州分统杨专

任。杨专任妄想脱身，拿出许多搜括人民的白亮亮的银子，乞求饶命。革命党人

没有临财苛取，擒拿了杨专任。廉州城内清兵面临此景此势，也纷纷举行起义。

翌日，在廉州小南门城门口处决杨专任，成立“廉州都督分府”，苏乾初（陈

武）任都督，临时革命政府设在贡院（今址县煤炭公司内）。并安民告示：凡杀

人放火、奸淫掳掠者，分别情节，从重处理；男子一律剪辫，女子不许再裹足；

革命同志必须洁身自爱，秋毫无犯，以资示范。这时，北海的无赖分子抢家劫舍，

社会动乱。罗司令当即亲率武装到北海镇压行劫的无赖歹徒，维护社会治安，深

受群众欢迎。

当年，12月 12 日，驻廉州的清军乘虚暴乱，抢劫民财，放火烧街，人心惶

恐，四处奔逃。片刻之间，西门江、槟榔街、三官楼底，以至下街一带的民房民

财毁于大火之中。这次浩劫，史称“廉州反正爆街”。

第四节 英罗千人墓

1920 年 9 月 1日，山口英罗沈仙舫宅惨遭匪寇焚劫，杀害无辜村民 2000 余

人，焚烧民房千多间，抢劫耕牛 2000 余头。这是合浦史无前例的一宗特大惨案。

1918 年，合浦处于乱世之中，英罗一带的海盗山贼，奸淫掳掠，民不聊生。

为了维持社会治安，群众自动组织民防团勇，保卫家乡。当时，英罗一带的民防

团勇共 20余人，沈仙舫（合浦山口海安圩人）为“团总”。这支保卫乡民安宁的

武装组织建立之后，对当地的土匪威胁较大。这样，土匪恨之入骨，妄图把这支

团勇搞掉。



1920 年 8 月，匪首何花溪、何海初联合了内外 20多个贼邦，向沈仙舫团勇

进行一次大围攻。村民闻讯后纷纷逃进仙舫家躲避，被土匪包围。当时，仙舫宅

虽有三座三排共 12间的大院，四周有 7尺多高围墙，还有 4丈多高的自卫炮楼，

防卫设施严密。但进屋避难的村民共有 2000 余人，挤得水泄不通，坐卧不得，

加之天气炎热，臭味难受。土匪包围了两昼夜之后，屋内缺水、缺粮，饥渴难忍。

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有的人晚上出逃求生而被抢杀，有的却冒着枪林弹雨冲

出去挑水回来解渴。最后因土匪封锁严密，无法外出挑水，有的人只好互相饮尿

解渴。这时，屋内混乱，屋外是一片贼喊杀声，情况万分危急。可是上上下下的

贪官污吏，只顾自己的私囊，不管人民的安危，不派一兵一卒前来解围。虽然如

此，仙舫还是指挥战斗，英勇抵抗。

第三天下午，屋里村民面临绝境，有人提议跟土匪谈和。土匪伪装同意，黄

昏时分，仙舫打开大门让土匪代表进入谈判。不料一股匪众冲入，喝令村民站在

一起，把青年妇女拉出来，其余的男女老少全部杀死。顿时，横七竖八的尸首倒

在血泊之中，部分团勇和村民逃进炮楼，第四天早上，土匪用煤油焚烧炮楼门，

并用风柜鼓风，加大火势。沈仙舫智逃危境，其余屋内村民全被屠杀。仙舫虽逃

出虎口，翌年又被土匪药杀。2000 多村民和仙舫全家 9口人全部死于土匪屠刀下。

1927 年当地群众在这里修建了“各姓公共坟”。

解放后，罪大恶极的何花溪、何海初被人民政府依法镇压，平了民愤。1984

年合浦县人民政府发文正式宣布“各姓公坟”为“千人坟”，列为县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第五节 “八属联军”在合浦覆灭

1922 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后，派其亲信苏慎初（合浦人）赴任钦廉“民团

总办”。这时，孙中山委任黄明堂（钦州大寺人）为南路总司令，并通电讨伐陈

贼军。当时，南路高、雷、钦、琼、崖、罗（定）、阳（江）被陈系的“八属联



军”盘踞。“八属联军”拥兵 3 万，邓李殷为总指挥，申葆藩为副指挥，黄志桓

为参谋长。这支联军南霸一方，自铸“硬币”（即八属银）通行使用。邓、申邀

请黄明堂加入其八属军被拒绝后，立即出兵进攻合浦，企图借以征服黄明堂。

1923 年 8 月 28 日（农历 7 月 17 日），申军主力部队分兵两路向廉州城发动

攻势，每天向城里发射炮弹 20 多发，城内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

当时，黄明堂镇守合浦、北海的兵力只有 3000 余人，黄部被围困了 37天，弹尽

粮绝，只好开城投降。

1924 年初，大元帅孙中山任桂军司令林俊廷兼任广东高、雷、廉、钦、琼、

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5月，林俊廷率领 4000 余人进入廉州。申召开盛

大欢迎会，强迫百姓举旗迎接，并调张瑞贵一个旅给林调用。申的殷勤奉候，取

得了林俊廷的信任。

林俊廷进入廉州后，由于中了申的奸计，不执行孙中山讨伐邓李殷的电令。

十月，邓率兵从廉江压境，林、邓两军在山口交火，张瑞贵乘机反戈归邓，林处

于挨打的被动局面，只好向钦州方向撤退。

1926 年 9月，广州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国民革命军任李济深为南路

总指挥，南征“八属军”。李济深和桂军李宗仁会师后，分兵四路向“八属军”

指挥中心高州、廉州进攻。第一路粤军由陈章甫指挥向罗定进攻，第二路粤军由

陈铭枢指挥向阳江、阳春进攻；第三路粤军由俞作柏指挥，向高、雷进攻；第四

路由桂军胡宗铎指挥，向钦廉进攻。四路大军同时进逼邓军、“八属军”处于四

面楚歌的境地。同年 11 月下旬，陈铭枢指挥的第二路军从阳江进入山口，申军

闻讯逃窜钦州。12月 16 日，陈铭枢部队进入廉州。邓、申通电下野，“八属联军”

撤出合浦，宣告覆灭。

第六节 反奸救国斗争的合浦米案

在中共合浦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合浦人民于 1940 年春夏间，在全县掀起



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群众运动，史称“合浦米案”。

1938 年秋，日本侵占合浦涠洲岛后，采取“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策。

他们利用在我沦陷区掠夺去的资财，通过与奸商勾结，高价抢购粮食、桐油、铜

元等物资，以巩固罪恶统治。1939 年春，合浦县不断出现奸商走私桐油、铜元、

大米出海资敌的事件。5 月中旬，国民党 175 师驻军在南康缉获了一船走私出海

的大米。为此南康数千名民众举行示威请愿，要求当局严惩奸商。当时国民党广

东省第八区专员邓世增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表面上接受群众要求，背后却偷偷

把在押的奸商释放，群众得知，异常愤慨。

1940 年 2 月，在中共合浦县党组织的领导下，廉州镇 2000 多爱国群众举行

示威游行，向国民党当局请愿，示威群众振臂高呼：“动员起来，保卫家乡”、“决

不当芒国奴!”并提出“严惩奸商”、“禁止运米资敌”、“平抑米价，保护人民利

益”等正义要求。请愿群众象潮水一样涌上大街，包围了国民党伪合浦县政府（今

址东山寺）三天。第三天，县长李本清无可奈何，答应了群众提出的要查处运米

资敌奸商的强烈要求。

4 月中旬，中共西场区党组织在西场召开 2000 余人的反奸商运米资敌的群众

大会，揭露西场自卫团第三支队长陈南高价抢购大米运往海外资敌的罪行。陈南

恼羞成怒，出动武装镇压群众，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共 4 人。群众怒不可

遏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释放无辜人员，并将镇公所包围了两昼夜。陈南速将逮

捕人员押送廉州。在中共党组织的指挥下，西场 400 多名群众到廉州请愿。国民

党合浦当局出动大批武装逮捕共产党员和请愿代表共 6 人，驱赶请愿群众出境，

把这次爱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

5 月初，中共合浦县党组织又在小江召开反对奸商运米资敌大会．参加大会

的学校师生和群众共 2000 多人，一致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奸商运米资敌。国民

党小江镇公所被迫答应群众要求。大会之后，廉州中学（当时迁校小江）师生和



群众立即出动，四处拦截偷运大米出境的奸商。国民党县政府派出一个自卫大队

包围村庄和学校，逮捕爱国群众 2 人，把小江反奸爱国运动镇压下去。

5 月中旬，白石水、大成等地的中共党组织在圩日子召开大会，组织数千名

群众参加反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与此同时寨圩、龙门等地群众在当地中共党组

织的领导下，开展反奸商运米资敌盼爱国斗争。

合浦轰轰烈烈的反奸商运米资敌的爱国群众运动席卷全县，迅猛异常，沉重

地打击了通敌卖国的奸商和包庇他们的地方官僚。

第七节 合浦起义

为了建立抗日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锄奸斗争，建立革命武装，中共合浦县

党组织于 1945 年 2 月 3 日至 4 月间先后发动了南康、公馆、白沙、白石水、小

江、龙门、寨圩、西场、党江和灵南（今灵山县）香山等地的群众起义。这次起

义攻占敌人 9 个据点，缴获了轻重机枪 2挺、长短枪 200 余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一大批。

1945 年 2月 3日晚，首先举行了南康起义。这天晚上，天气寒冷，国民党驻

南康的警备大队第四中队的敌人全部龟缩在营房。中共南康党组织利用敌人调防

的时机，决定提前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 40 余人在中共党领导人指挥下，采取

强攻战术打击敌人。这次起义，打死、打伤敌军数人，缴获重机枪 l 挺、步枪 9

支和子弹 9箱。当晚，起义队伍连夜转移白石水。途中被反动保队袭击。在起义

战斗中，张义生、林祥芬、林祥寿、钟逢仁、钟逢适等人壮烈牺牲。

2 月 5日晚，白石水、公馆（含白沙）、南康三支革命武装队伍汇师于自石水

金街岭岗村。合编成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7 日，这支队伍出其不意地

攻打国民党自石水乡公所，缴获武器一批，击毙敌队长。8 日，合浦大队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攻打国民党张黄镇公所，缴长短枪 10余支，军用物资一批。

小江、龙门的起义队伍共 500 多人，7 日晚上，分兵三路，袭击国民党 4 个



据点。一支队伍袭击国民党朴子坪和伏羲寺两个据点。另一支队伍智取小江敌自

卫队。还有一支队伍袭击国民党小江镇公所。在战斗中，战士们英勇杀敌，击毙

敌分队长 4人，俘虏敌队长李十等 30多人，缴获长短枪 70多支，弹药和军用物

资一大批。起义后，起义队伍编成人民抗日游击队小江、龙门中队。

参加西场起义的共有 70多人，在中共西场党组织的领导下，于 3 月 12 日下

午分别袭击国民党西场镇自卫队和西场警察所等 4 个据点。这次战斗，由于打入

敌营的共产党员里应外合，击毙敌警察所书记员，全俘敌自卫中队 70 多人，缴

获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大批。起义队伍连夜开往东坡村，整编为南路人民抗

日游击队西场大队。

在中共白石水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香山地区 40多人，携带武器举行起义，

成立抗日游击队灵南中队。

在这期间，中共党组织发动党江乡公所伪兵数人起义，缴获武器一批，夜奔

上洋参加游击队。

合浦起义后，国民党虽然增兵镇压，但在中共合浦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这

几支抗日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合浦人民的解放事业，

许多共产党员、游击队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活在合浦人民的心中。

第八节 合浦解放

解放前夕，合浦的军阀、土匪和官僚祸国殃民，到处都充斥着罪恶和腐败。

县长李本清、何乃英更是贪脏枉法。如 1940 年间，李本清对教育经费统收不统

支，采取联校上课或强令学校停课等手段，克扣教育费万余元饱入私囊。1946

年 2 月上级拨 10 万斤大米修筑合钦公路桥梁，何乃英找“熟性”投标，从中贪

污。此外，他们还勾结土豪劣绅私运鸦片、桐油、青麻等违禁物品出境、捞取渔

利。1940 年县长李本清诬良民为奸匪，纠集千余反动保队围攻自石水地区 70多



个村庄，捕捉无辜群众千余人，以后在押 40余人，死亡 20多人。可爱的合浦，

被搞得乌烟瘴气，一片黑暗。受苦受难的合浦人民盼望能早日获得翻身解放。

1949 年 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

为了迎接合浦解放，中共合浦地下党组织，一方面扫清国民党反动据点，堵塞敌

人南逃的后路，另方面组织了廉州军政委员会和北海军政委员会，为解放做好接

收工作的准备。

12月 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和第四野战军在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和群众

的紧密配合下，追歼逃窜的国民党暂编第五、第六军和六十三军残部，解放了廉

州。接着解放了北海。北海之战毙伤敌 100 余人，俘敌 5000 余人，缴获大批武

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从此，合浦县宣告解放，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1950 年元旦，风和日丽，欢乐的合浦人民在廉州举行隆重的万人大会，热烈

庆祝合浦解放，整个会场人山人海，欢声笑语，锣鼓喧天，爆竹声声，一片欢腾。

庄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合浦上空冉冉升起，标志着当牛做马的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成了国家的主人。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开展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发动群众增产节约，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建设美

好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