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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礼薛经辉

张海涛

陈光礼、薛经辉，一对亲密的战友，先后任斜阳农军的总指挥，大革命失

败后，他们率领一支农军，用武装的革命向武装的反革命打响了广东南路的第

一枪。随后，在北部湾的斜阳岛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多次回师南路，沉重地打

击了敌人，在反动派残酷的围剿下，坚持了五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写下了革

命低潮时期的悲壮一页。

一

陈光礼，1899 年出生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薛经辉，1901 年 5 月 2 日(农

历 3 月 14 日)出生于一个地主的家庭；两人都是广东遂溪县第六区乐民圩人，

小时候一起在乐民圩县立第五小学读书，在五四浪潮的影响下，先后往广州求

学。陈光礼考入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薛经辉在广州读中学，以后进入黄埔

军校，他两在当时南方革命的中心——广州，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接受了进步

的思想，参加了革命的活动，先后回家乡搞农民运动。薛经辉在黄埔军校没毕

业，他参加党的活动，在一次秘密会议时被逮捕坐牢，旋而越狱回到家乡。（1）

陈光礼，身材高挑，眉目清秀。少时性好动而大胆，喜援树掏巢，飞弹逐

鸟；长大则心机灵敏，能言善辩，写一手好字，仪态斯文儒雅，人称“土秀才”

（2），薛经辉，身材矮胖，浓眉方脸，气质威严，遇事果敢，性刚而勇，具有军

人作风。（3）

1925 年，陈光礼和薛经辉加入中国共产党（4）。同年 9 月，与韩盈、黄广渊

等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公社”，同时在海山村建立了遂溪第一个农民协会，

并秘密组建农民武装。（5）

12 月，国民革命军恢复广东南路，薛经辉随军为南路农运特派员。（6）时而，

农民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1926 年 2月，薛经辉随韩盈在遂溪一区组织农民二

千多人到遂溪坡游行示威，要求减税，逼使县长表态承诺。继而，建立第一区



农民协会。时遂溪二区保卫团局长杨文川肆意苛抽勒索，横行乡里，二月五日，

界炮一带农民集会游行，大呼“捕毒蛇，打扬文川”，薛经辉前往指导，农民痛

打杨文川，嗣后，成立第二区农民协会。（7）

1926 年 4 月 10 日，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遂溪县党部改组，陈光礼、薛

经辉当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改组后的县党部，迅速推动全县农民

运动的发展。15日，县农民协会成立，陈光礼被选为执委。17日，遂溪，海康

两县农协发表联合宣言，号召农民兄弟和一切革命分子“猛烈地向我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等一切反革命派进攻。”（8）

遂溪反动分子对改组后的县党部恨之入骨。5 月 2日凌晨一时，十余凶徒暗

藏短器，闯入县党部要谋杀陈光礼等人，时惟陈光礼犹在楼上整理文件，闻匪

徒步声，危急之问，熄灯避开，匪徒蜂涌上楼，扑了个空，光礼打响煤油桶呼

喊拿贼，匪徒仓皂逃遁。（9）面对反动分子的挑衅，县党部中陈光礼等共产党员毫

无惧色，为了把反帝反封斗争开展得更热火，他们组建了“遂溪剧社”，剧社就

设在县党部内。陈光礼既是编导又是主要演员，每逢节假日、纪念日的晚上，

剧社便在城隍庙前的古戏楼演出粤剧、话剧、雷歌剧。有提倡妇女解放的《自

由女》、《卖国贼》；有反映农民苦难和斗争的《农民泪》、《仇恨》等。演至悲惨

之时，演员哽咽，观众垂泪。幕间，陈光礼同志即兴演说，作革命之宣传，并

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国民革命军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

绅”、“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之口号，民情为之沸腾。（10）

县党部改组后，薛经辉作为南路特委干事和南路农运特派员到吴川、电白、

海康各县去指导农运工作，并被派往防城任农工运动专员。（11）9 月 10 日，海康

县恶霸勾结国民党县长苏民、防军营长陈公侠秘密杀害海康县农运领导人程庚。

薛经辉闻讯义愤填膺，以南路农协的名义分函邀集各区农会代表上省请愿，并

撰文在国民新闻连续发表，痛呼“雷州农民无噍类矣……”揭发苏民、陈公侠

在雷州鱼肉农民的罪恶。省农协开会追悼程庚，各方声援，民愤鼎沸，苏民被

撤，陈公侠调离。（12）

10 月，中共遂溪第一届县委成立，陈光礼、薛经辉为县委委员。（13）1927 年

4 月 15 日，广东国民党反动派举起了屠刀。以林云陔为首的“南路清党委员会”，



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农会骨干。四月廿三日晚，正在雷城农民宣讲所工作的陈

光礼，刚得知敌人第二天要包围县委和农协开会的地点——杨柑小学的消息，

敌兵已包围了宣讲所。陈光礼从厕所越墙逃出，星夜往海山农会，想通知会议

停开，不料农会骨干已赴会，派人再赶到杨柑时，反动派已包围了会场。陈光

礼为此抱恨欲绝。(14)5 月 21 日，遂溪党组织领导人和农会骨干韩盈、邓成球等

十四人被惨杀。各县党组织与农会亦遭破坏。南路在恐怖的枪声中滴着血。

二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1927 年 5 月初，南路十五县农民代表

大会在广州湾召开，决定大力发动各县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会后，黄广渊、陈

光礼、薛经辉等，在遂溪乐民区集结武装，准备起义。5 月 14 日，他们组织二

百余人擒获了正在乡里强行苛抽勒索的乐民区署长潘林维及七名警兵，并袭击

乐民区署，“勒缴警团枪枝，占据乡市，歃血盟誓，遍树赤帜。（15）拉开了南路武

装起义的序幕。

5月 19 日，遂溪、海康两县长亲率反动武装几百人兵临海山村，来势汹汹。

农军召开临战会，有人主退，薛经辉决然主战，他说：“我们的队伍虽少，没有

作战经验，但我们占据优势地形，海山村三面临海，易守难攻，敌人再多，我

们也能坚守，而且能把敌人打败!”会议同意了他的主张，分兵把守各关口，薛

经辉率队守南关，陈光礼上炮楼指挥作战。战斗持续三天，敌人屡攻受挫，被

迫求和。（16）

6 月 25 日，农军五百人在乐民区米昌塘村正式宣布起义，编为一个大队，

黄广渊、陈光礼担任正副指挥，下辖三个中队，薛经辉任一中队队长（17）。

随后，黄广渊、陈光礼率师出击，打垮了江洪港、纪家两地的民团局。29

日，敌人纠集一千多反动武装拉着重炮扑向乐民，两天两夜的血战，重炮轰塌

了城墙，农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敌人疯狂清乡，军队与民团叫嚣隳突于各

乡，薛经辉的家被烧，养的猪也被民团宰了；陈光礼的家被抄，家人到外乡避

难（18）。农军分成几部在南路艰难转战。

三

1927 年 8 月间，在北部湾斜阳岛的谈判桌上，陈光礼面对着心怀戒意的海



盗们在侃侃而谈。撤离乐民后，陈光礼率一部农军进入徐闻山，游说陈中华一

股土匪参加了农军。（19）这次则代表农军和斜阳岛符俊岳为首的海盗谈判，希望

能使在大陆受挫的农军转移该岛。符俊岳部下龙金贵一伙激烈反对，符俊岳一

时也拿不定主意。陈光礼力陈斜阳岛地形虽险，然绝境之地，孤军作战，不如

合力抗敌的利害关系，并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上岛之前，陈光礼就详细

地了解了符的身世和为人，此刻，他提起了符的父母被地主惨杀，他杀了地主，

被官府追缉，被迫上山为盗的身世，指出大家都是受苦的兄弟，挣成一股绳才

有力量。符俊岳抚摸着额上被地主毒打的伤疤，这个苦人儿的心被刺痛了。他

也相信共产党的队伍专为穷人撑腰，是地主官府那狗娘养的死对头。多一支这

样的力量上岛，对他们不无好处。因此，在“井水不犯河水”的协定下，他同

意了农军上岛。（20）终于，农军代表与海盗首领的手握在了一起，而这一握手，

竟使斜阳岛成为震动南路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斜阳岛是北部湾中的小孤岛，距大陆最近的遂溪江洪 30海里，离北海市 40

海里，隔邻近的涠洲岛 9 海里，面积 1.89 平方公里，地形中问低，形似铁锅，

四围悬壁，仙人掌、茅草、杂树疯长其闻，只有东埠及三条柴有通道可攀缘而

上。岛上水缺地瘠，俗语有“有女不嫁斜阳郎!”统治者鞭长莫及的斜阳岛，长

期以来就是海盗的老巢。

1927 年 9 月初，陈光礼、薛经辉率领农军主力一百多人上了斜阳岛。初时

生活很苦，他两和战士一道自力更生，搭茅栅，开荒种地，下海打鱼；平时为

群众打井砍柴，扛艇抬网；农忙帮干田活，群众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

军队!陈光礼、薛经辉早上领着农军出操练武；晚上，教战士们学文化，讲十月

革命和列宁的故事，讲地主、军阀、外国佬压迫我们穷兄弟，穷兄弟要团结起

来于革命的道理。这一切引起了海盗们的兴趣，渐渐地他们越来越多人参加了

农军的活动。尤其是听陈光礼和薛经辉讲课。陈、薛也常找符俊岳谈心。一次，

符的部下开抢打死了岛民的一头牛。他两找到符俊岳，劝告他约束部下，不要

再干侵犯百姓利益的事，给他讲共产党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道理。使这位

海盗首领逐渐认识到，跟共产党走，是光明的出路。

1928 年 5 月，符俊岳的部队接受改编，加入农军。陈光礼率队到涠洲岛举



行改编后的成立大会，符部编为第一营，符俊岳任营长；原农军编为第二营，

薛经辉任营长，总指挥是陈光礼。（21）

1998 年下半年，陈光礼担任中共遂溪县委书记，并在斜阳农军中建立了党

组织。（22）

四

农军撤往斜阳岛后，反动派更是疯狂清乡，一批批农会骨干和群众被杀害，

坚持在大陆的原农军总指挥黄广渊在转战中牺牲。敌人残忍地砍下他的头颅，

在各城的城头上高挂，传送“示儆”。

噩耗不断传来，农军指战员的心都在悲愤地呐喊：杀回大陆去，为死难的

亲人们报仇!

1928 年春，陈光礼和薛经辉率军两次回师大陆，和黄广渊的母亲率领的陆

上武工队奔袭海山、乐民、余村、桂坡等地的反动武装，火烧反动豪绅黄友朋(国

民党高雷区清乡委员黄河沣之父)、黄仲令、黄兆顶、黄世珠的房屋。

1929 年夏天．在南路军阀陈可章旅长、黄明堂师长的雅座上，竟坐着谈笑

风生的陈光礼，时张、桂军反蒋，陈、黄也在南路拉起队伍响应。陈光礼审时

度势，果断地利用这一矛盾，单刀赴会，力说两军配合行动，割据南路的宏略。

陈、黄亦有此意，于是握手为友。7月初，陈光礼只留十多人守岛，率军回师南

路，与陈、黄两军连克廉江、遂溪，兵临雷城，威震南路。在遂溪激战中，县

长黄克带残兵弃城逃窜，途中与援军合兵一处，对陈可章部反击，陈军溃退，

陈光礼、薛经辉率农军攻下遂城后，及时赶至，拦腰截击，打得黄克措手不及，

逃往麻章。遂城监狱中几百农会骨干和群众与亲人重会，陈光礼在遂城主持召

开了公审大会，枪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公祭了被敌人杀害的革命烈士。

后陈济棠军队调援雷州，各县敌人亦卷土重来，陈可章、黄明堂的军队被打散，

农军撤往乐民。薛经辉率队在乐民附近的桂坡分三路埋伏，对追来的敌军了一

个漂亮的伏击战。1929 年 12 月间，农军收编了陈可章的队伍撤回斜阳岛。（23）

1930 年 11 月里一个风险浪恶的黑夜，在斜阳岛东埠岸边，薛经辉等农军指

战员正在和总指挥陈光礼依依惜别。农军撤回斜阳岛后，南路的敌人便对斜阳

岛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从 1930 年 8 月以来，南路反动头子陈章甫、黄河沣纠集



各地民团进犯斜阳岛。几个月来，斜阳岛粮食物资供给十分困难，恶劣的斗争

形势使农军领导人认识到不能困守孤岛，总指挥此行就是要往海南岛寻找党组

织，准备和海南游击队联合起来，开拓新的前景。斜阳农军暂由薛经辉领导。

陈光礼从姑芬上岸，悄悄回了一趟家，匆匆看了受尽苦难的妻子和亲一亲

只见过两面的刚会叫爸爸的儿子，便连夜赶往西营(霞山)搭船，不幸被捕。西

营的敌人头子连夜拷打审讯。陈光礼咬紧牙关，始终不供半点情况。黄河沣，

这位被陈光礼率农军烧了家，吓得搬到西营住的国民党高雷区清乡委员，听到

捉获了陈光礼，欣喜若狂，匆匆赶来以乡里之情假惺惺地劝降；却被陈光礼劈

头一顿臭骂。恼羞成怒的黄河沣对陈光礼用尽了毒刑，然而，陈光礼宁死不屈，

表现了一个革命志士的铮铮铁骨，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1931 年 1 月，这位农军的优秀指挥员在海口市壮烈就义。（24）

噩耗传来，斜阳军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薛经辉噙着泪主持了追悼会，

几百人在料峭的寒风中肃立致哀，他们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狠狠打击敌人，

为总指挥报仇!

五

陈光礼牺牲后，薛经辉担任了农军总指挥，斜阳岛仍不断地受到敌人的围

攻，1932 年 5 月开始，敌人出动了海陆空三军对斜阳岛进行大规模围剿。

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斜阳岛拉开了战幕。天上飞机滥炸，海上军舰狂轰，战

火睐红了海空。薛经辉率领着全岛军民在每处通道上筑起厚墩墩的石闸，上面

堆满了石块。敌人进攻时，农军就躲在岩洞里，掩体坑中，任敌人狂轰滥炸，

敌人一上岸，农军就推倒石闸上的石块。石头象暴雨般在陡斜的石支上蹦跳着

滚下，接着便是一顿枪弹土炮，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涠洲

岛，看着每天拖回一批尸体的敌军，涠洲群众编了一首山歌，无情地嘲讽敌人：

涠洲对面岭仔墩(注：斜阳又称“岭仔”)

四面海水围匀匀

兴起千兵打不倒

生生气死李居文(注：围剿斜阳的海巡大队主任)

一两个月过去了，三四个月也过去了，弹痕累累的斜阳岛依旧傲然挺立，



那绣着犁头、五角星的军旗，仍然耸立在海岛的上空，迎着炮火硝烟从容飘动。

然而，战斗越来越激烈，农军伤亡很大，弹药越来越少，薛经辉忙得无日

无夜：指挥作战，开座谈会，找产生动摇情绪的个别同志谈心，有时刚吃饭，

听到枪声，扔下饭碗就往前冲；有时夜里睡觉，听到枪声，穿着裤衩抓起枪就

冲出去。几个月来，他人憔悴了，黑瘦了。然而，最头痛的是吃的。几个月来，

农军一直受到饥饿的威胁，薛经辉为这个问题操尽了心。他把自己值钱的东西

都变卖了，托人去换粮食。又对弟媳说：“梅秀，把你的金手镯给我吧，我托人

去大陆，给大家换吃的。”但是换回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多久，战斗一停，薛经辉

就背着篓上山挖野菜找吃的，有时找不到吃的，他恼怒地把锄头向岩上砸去，

抓起枪对天就打，以泄胸中之苦闷。群众找到薛经辉，拉来一条耕牛对他说：

薛指挥，把牛杀了吧，我们有吃的，部队也一定有吃!看着这些同甘共苦的群众，

薛经辉流下了热泪，他告诉群众，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牛是生产的主要工具，

没有它会影响生产。战士们也表示，他们宁可啃树皮草根也不能把牛杀掉。

11月初．敌人终于攻上了斜阳岛。枪声、哭声、火光，乱哄哄一片。薛经

辉从妻子陈妃美怀里抱过儿子，交给弟媳梅秀说：“你带着平儿和大家快撤，我

两到大凼去堵住敌人。”梅秀急着说：“那你们怎么撤!”“我两就在大凼跳海，

希望你把平儿抚育成人!”说着就和妻子往大凼冲。然而，敌人已经叫嚎着冲上

来了，到大凼已不可能，薛经辉只得边打边指挥大家往西北角的羊咩垌撤。他

只顾掩护大家，自己的妻儿却落到了敌人手里。

在洞里一天多，大家没吃没渴的。深夜，薛经辉带着几个战士爬出洞去，

在薯地里挖了半夜，双手都挖出了血，手指般大的番薯也塞不满衣袋。他在岩

缝中找到积水，用棉衣去吸，但也湿不透。他们又冒险摸进敌人营地，偷了一

些饭菜，敌人发现了，他们打死了几个敌人逃回洞中。自此，敌人封锁了洞口，

天天往洞里打枪，丢手榴弹，轰炮、火烧、烟呛，洞里热燥燥的，饿是难受的，

而渴却更难忍。薛经辉的喉咙在冒烟，嘴唇干裂得出了血。一位农军的妻子挤

下自己的奶汁，先递给了薛经辉。薛经辉看着这位刚刚埋葬了孩子，正在巨大

悲痛中的母亲，鼻予陡然一酸，热泪夺眶而出，他把奶汁让给了大家，自己挖

开浮泥，伏在地上呶着泥土的湿气。七天后，洞里的人眼看再活不下去了。敌



人也威胁道，如果不出洞，就将岛上的人杀光，他们将老人孩子拉到洞边毒打，

让惨叫声传到洞里去，并残忍地杀了一个老人，甩绳子吊下洞去示威。薛经辉

的心情十分沉重，在洞里是死，出洞也是死。五年多的斗争，多少战友都牺牲

了，死，对他算得了什么!然而为了不让洞外的群众受苦，为了使一些同志能混

在群众中掩护起来，薛经辉以不得伤害群众为条件，在第八天，带领大家出洞。

在洞外，薛经辉见到了妻儿，然而，却是一场惨景。敌人抓住他的儿子对

薛经辉威胁道，不投降就杀了你的儿子。平儿哭着喊爸爸妈妈，陈妃芙要抢抢

不回，悲痛欲绝地要去跳海，又被抓了回来。薛经辉咬着牙，眼睛喷着怒火。

敌营长王敬贤问薛经辉武器哪去了。薛经辉说：“全部毁了，要命有一条，要杀

要剐随便，绝不能伤害老百姓！”

在押往北海的途中，薛经辉的手被敌人用铁线穿过捆绑，全身鲜血淋漓。

审讯中，敌人说：“只要你投降，就给你官做。”薛经辉喝道：“呸!要杀就杀，

谁当你的狗官!”恼羞成怒的敌人对薛经辉用了毒刑，他的全身都被香火烙烂

了，昏死过几次，然而这条刚强的汉子始终没有低下那高贵的头，他以对共产

主义事业坚如磐石的信念，向敌人证明了共产党人头可断，志不可夺的大无畏

气概。

1932 年 12 月初的上午，北海市中山东路到西炮台刑场 5里长的路上，布满

了荷枪实弹的敌兵，伤痕累累的薛经辉和四十多个农军指战员，拖着沉重的镣

铐，迎着凛冽的寒风，唱着革命的歌，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在聪场上，薛经

辉面对敌人的枪口，昂首挺胸，领着大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苏维埃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了，然而悲壮的强音还在刑场上空回荡。在人民的心中

久久地回荡。(25）

附注：
(1)1987 年 10 月 23 日访陈光礼的儿子陈应乔谈话记录 1987 年 10 月 23 日访薛经泰妻子和儿

子薛志宏谈话记录

(注：薛经泰则薛经辉弟弟)

(2)见注(1）陈应乔谈话记录

《不屈的英雄——血战斜阳岛》1957 年遂溪民政局整理

(3)钟绍益：《薛经辉同志》1958 年

见注(2)《不屈的英雄——血战斜阳岛》

见注(1)薛经泰妻子和儿子薛志宏谈话记录



(4)纪继尧：《大革命时期海康农会运动草录》1957 年 1O 月载海康党史资料第一期

《斜阳浴血》湛江、遂溪、北海三市县党史办合写。

(5)革命老人黄安洲：《海山座谈会记录》见注(4)《斜阳浴血》

(6)纪继尧：见注(4)

(7)(8)陈泽南：《大革命时期遂溪县农民运动概况》载遂溪党史资料第 5期

(9)薛经辉：《南路特别委员会工作状况概述》载 1926 年 6 月广东省《党务月报》4期

(10)陈炎：《大革命时代的遂溪剧社》原件存遂溪党史办

(11)见注(9)

(12)《苏浴尘(苏天春)自白书}1950 年 2 月 4 日，原件存广东省公安厅档案室

(13)《第一、二次国内革命_战争时期中共遂溪县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概况》载遂溪党史资

料第 5期

(14)黄卫尊：《刘坚在大革命活动始终侧写》原件存遂溪党史办

陈应乔：见注(1)

(15)《遂溪县长电报该县进剿乐民共产党情形请察核由》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16)见注(2)《不屈的英雄——血战斜阳岛》革命老人张开富：

《海山座谈会记录》

(17)《血战斜阳岛》雷北县志编辑组 1958 年

(18)见注(1)

(19)程长清回忆：《南路革命与斜阳岛斗争情况》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1965 年大革命时期

老人黄卫尊：《刘坚传略》

(20)(21)《斜阳革命斗争史料》北海市文联，文化馆 1963 年 4 月

(22)1928 年 12 月《中共广东省委干部分子调查表》关于农军有党组织的问题：A、陈光礼 1928

年是遂溪县委书记，薛经光 1928 年 4 月后是海康县委书记，年底率部分农军上斜阳岛，两个

县委书记在农军，农军中也有不少党员，斜阳农军不可能没有党组织。B、1987 年 10 月 9 日

重访农军战士赖英，赖英说：“斜阳农军有党组织，我的丈夫余道生(党员，副营长)就经常

去参加党员的会议，符俊岳和陈中华后来也入了党。”c、关于农军党组织的机构的情况，观

在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

(23)见注(12)

《警卫队攻剿斜阳股匪之一瞥》一民国十八至十九年初合浦县长宁可风政报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遂溪县农民运动史料综合记录》1962 年 6 月 22 日遂溪民政局

(24)陈应乔：见注(1)

林世悦：《不屈的英雄——血战斜阳岛》1960 年

1987 年 10 月 23 日访农军战士黄梅秀(薛经辉弟媳)谈话记录

1987 年{O 月 9 日重访赖英谈话记录

《涠洲斜阳管理局整理地方计划书——廿一牟十一月十三日涠洲斜阳管理局局长王廷诏

呈》

《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独立团绥靖工作报告表——二十一年九月一日至十日》见

注(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