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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青少年学生朝气蓬勃，富于革命精神。他们热爱祖国，酷爱自由，响

往民主，渴望解放，在北海现代革命斗争史上，发挥了不少的作用，做出了不

少的贡献。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消息传到南国海边小镇北海，北海香坪小学

与贞德、华文等英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学生(当时北海还未有全日制完全中学。)，

率先集会庆祝，上街游行，开展破除封建迷信，反对封建婚姻等宣传活动，同

时学习白话文，接受民主、科学等新事物。

从 1923 年 5 月 22 日开始，以上述学校学生为主力的青少年学生，组织队

伍，在海员、码头工人和商民的配合下，封锁港口，日夜检查来往船只；查禁

英货，禁止英轮入境、英籍人员进出，对香港实行禁运封锁。他们先后坚持斗

争一年多，有力地支援了“省港大罢工”。

从 1925 年起，贞德女校几次发生“国旗风波”。当时该校校董、英国传教

士董恩典(女)对教会的“养子”、“养女”和穷苦学生多有欺侮和迫害，同时又

公开宣布“只有庆祝圣诞节才能挂中国国旗”。当师生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下半旗

致哀时，她竟把中国国旗扯下来踩踏，并升上英国国旗，谩骂“你们死中国人”，

激起该校师生的义愤。沈卓清、张德恩、罗道斌等学生带头同董讲理，严词责

问。全体学生积极响应，坚决罢课，并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

逐帝国主义出境!”等口号。法国教会开办的“法国小学”学生，也投入罢课、

游行行列。此一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致使董恩典被驱逐出境，贞德女校停办。

在一些进步师生和家长的支持下，原贞德女生张达超等在东一巷租屋办起超光

小学，对原贞德等校穷苦学生实行免费入学。

1926 年 12 月下旬，国民党市党部(当时由处于地下活动的中共北海市委掌



握)领导北海人民，举行“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示威游行。刚成立才几个月的

合浦一中(1950 年改为北海中学)和香坪小学等中小学高小以上的全部师生，同

各界万名群众一起，踊跃投身全市人民罢工、罢市、罢课示威大游行，声震南

粤。合浦一中师生又发表讨陈宣言，历数原任北海警察局长、后任北海市政筹

备处专员陈椿熙利用职权欺压贫民、巧立名目滥设捐税中饱私囊等罪行，并包

围了庇护陈的驻军第十一师师部，与副师长邓世增激烈辩论，展开针锋相对的

斗争，迫使当局接受要求，陈被迫下台。

大革命期间，北海学生运动内容比较丰富。1926 年，北海学生和教育界人

士在革命前辈冯道先(当时任合浦县立女子小学校长)等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演

话剧、打菩萨、反封建迷信等活动，以多种形式宣传民主、自由，力促妇女与

社会解放，影响较大。次年 1 月，合浦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杜寿卿、张家伦

等，曾组织振铎剧社，在合浦、北海等地义演戏剧筹款，招收几个班的穷苦学

生免费读夜学，免费供给课本、作业本，由年纪较大的一中学生义务兼课。该

社从 1927 年至 1933 年，先后在北海、合浦城乡各处演出反对封建买卖婚姻的

话剧和滑稽谐趣剧等多个剧目，观众反映强烈。

大革命期间，北海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自觉接受革命洗

礼和党的领导，不少人迅速成长为革命战士和革命骨干。如 1905 年北海穷苦人

家出生的沈卓清(女)，1922 年进入贞德女校读书。大革命一兴起，她就同学校

中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 年冬，她到广东妇女解

放协会(主任是区梦觉大姬)做勤务员，次年入党。在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前夕，

冒险跑去西关一间私立的宝生产科医院，通知因分娩住院的邓颖超同志赶快撤

走。以后的几年交通工作中，经常往来于省港之间，多次完成艰巨而危险的任

务。1930 年旧历新年除夕，因党内出现叛徒被捕，备受酷型，坚贞不屈，终于

农历正月十二日，英勇就义于广州红花岗。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深。在合浦一中赵世尧、苏觉民(苏翰

彦)、冯廉先(冯德)等学生领袖的发起和推动下，北海成立“北海各界民众抗日

救国会”，决定抵制和检查日货，还成立日货登记处和检查日货纠察总队，推定

苏觉民为登记处主任和纠察总队长。除举行全市各商店日货登记、禁止出售外，

每当省港轮船抵北，“纠总”就派人员到外沙一带检查旅客；查出的日货一律充



公，交由“救国会”封存处理。“救国会”还组织大批援助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

九路军等的抗日宣传队、纠察队，走上街头，奔向农村，向广大工农群众控诉

日寇侵华罪行，同时公开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玫策，发动群众抵抗仇(日)

货，献金献物，慰劳、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又组织小学生进行自做纸花等的义

卖，劝捐，写慰问信，制慰问袋，慰问前方抗日将士。

1932 年春，合浦一中高中学生徐万全、谭树春等 6人，在博爱路(今新中路)

租民房举办了同全日制公立中学一样课程的“普文学院”，组织少年儿童学习文

化，结合渗透抗日救亡的教学内容。徐、谭等人利用白天课余和晚上时间，主

持校务和兼任教师(办至 1935 年解散)。教学效果较好。这是北海首次由在校学

生独立举办的教育实体。

1933 年春，赵世尧、冯廉先、黄裕兴(黄铸夫)、王文昆等合浦一中学生，

秘密组织了“未名”读书社(“未名”是“未明”的谐音，取“长夜漫漫何时旦，

我们需要战斗到明天”之意)。参加的有傅劲才、陈锡贞(女)、苏家铎等同学。

该会会员每周活动两次，除自己秘密阅读外。还经常定期在星期六到近郊利用

窑红薯、野炊等掩护进行读书讨论《社会解剖》(匡亚明)、《反杜林论》(恩格

斯)等著作。并油印小报宣传革命理论、抗日救国等，还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出

版发行机关取得联系。在校工谭德五的秘密协助下，曾多次接收过该机关以“上

海复旦大学×××号信箱赵文卿(赵文卿是当时中共中央出版局发行科王均予

的化名)”名义寄来的各种邮件．其中有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与《红军捷报》、

毛泽东著作等。他们除了进行秘密学习讨论外，还多次秘密于夜间将《红军捷

报》等中共中央宣传品张贴及散发于北海街头，宣传红军胜利消息，对北海民

众影响很大，亦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反动当局曾进行调查．但毫无所获。

合浦一中的“未名”读书会，还同省立廉州中学党的外围组织密切交往。

双方领导人曾互访多次，并经常进行自编刊物和工作经验交流等活动。两校学

生会和群众学术组织曾协商筹备成立“合浦县学生联合筹备会”(北海当时由

合浦管辖)，以统一领导全县学生运动。但由于合浦当局的阻挠、破坏，未能实

现。

1933 年下半年，赵世尧、冯廉先、苏觉民、罗绍周等又组织“新哲学研究

会”，参加的有庞文隽、吴世光、王尚业等三四十个学生。该地以学习研究马克



思主义哲学为中心内容，还阅读其他马列主义著作。与此同时，冯廉先、陈广

才、林施均、罗永英(女)等进步学生。又聚集到何醒予(何二姐)同学家里，组

织“静励斋”读书会，传阅马列主义和其他革命书刊，启发提高同学们的思想，

促进进步。同时出版《大风》诗刊及壁报，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上述各读书会，还注意理论联系实践，向社会和群众学习。1934 年下半年，

赵世尧曾率领“未名社”读书会成员利用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外沙及郊区农渔

民中间了解群众生活及要求，进行社会调查。

30年代初期，合浦一中进步学生以学生会为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

传活动。如举办拥有学生数百人的平民夜校，专门收容家境困难的失学青年免

费入学，对学生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出版铅印的《我们旬刊》、《新潮月刊》及

《缪丝周刊》等，刊登抗日救国的言论及新文艺的创作和理论，还介绍一些马

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

1935 年夏，全国人民支援冯玉祥率部在绥远抵抗日寇侵略，合浦一中学生

会领导人发起放映电影，由全校男女同学沿门卖票募捐援绥抗敌，并发动全校

及全市小学和私塾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时该校训育主任马斋心公开禁

止示威游行，辱骂募捐援绥的女同学是“娼妓行为”，激起全校爱国同学的义愤。

经学生会紧急会议，决定由苏觉民率同学 100 多人，前往马住处，要揪他出来

质问并批判(后由于“体育协进会”一些人用武力护送他离北，未能实现)。此

时合浦一中学生会除继续发动全市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援绥抗战的示威游行外，

并坚决要求学校当局开除马的公职。同时罢他所教的“党义”课达 2 个月之久，

终于迫使马斋心不得不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1936 年 4 月，合浦一中学生采取“怠课静坐”、“考试交白卷”方式，抗议

广东省府主席陈济棠提倡的“读书诵经”和“会考制度”。

同年，在合浦一中学生会的帮助下，北海成立了“学塾工作团”。成员有私

塾老师和私塾学生 1000 多人。由老塾师林学年当团长，刘雨登(刘雨帆)任副团

长．曾发动私塾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大游行(合浦一中一部分学生也冲出校时门一

起参加)。

1936 年秋，新编的十九路军六十师进驻合浦、北海，建立了合浦县及北海

的反蒋抗日政权。该师政工人员(多为中共党员)到合浦一中联系，得到进步学



生冯廉光、吴世光及已毕业的学生赵世尧(不久前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等

的支持和配合，组织一中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先后建立了学生、商人和渔

民抗日团体。翁照桓师长决定处决有严重“间谍嫌疑”的中野顺三(以开设“丸

一药房”为掩护)，并具体指定由驻北海部队负责人和北海青年救亡团体共同筹

划执行。一中学生会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筹划。

中野顺三被刺杀后，日本帝国政府借口“侨民被害”，开来 4艘军舰，扬言

要武装登陆。血洗北海，形势十分紧张。北海进步学生团体负责人及时到廉中

与学生团体联系，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全县爱国学生紧急行动起来，积

极发动各阶层群众拥军抗日，并提出“誓死保卫大北海!”“誓死保卫大合浦!”

等口号。北海青年学生发起，联系工人、学生、市民、渔民群众数千人，于中

山公园召开“北海各界人民拥护十九路军抗日誓师大会”。

9 月 12 日，国民党官员陪同日本驻广州领事中村，由一小队武装护送，乘

舰驶进北海港口，声言要登陆调查“中野顺三事件”。十九路军海防部队早已严

阵以待，大批群众闻讯赶来团团围住，划地为牢，不准他们越雷池一步。合浦

一中学生代表，当场严词质问国民党两广外交总署秘书凌士芬：“为何东三省等

地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帝屠杀凌辱不去调查，而北海人民制裁了一个日谍就来调

查?你们到底是中国外交官还是日帝的帮凶?”弄得凌哑口无言，困窘万状。由

于中野罪证确凿，军民态度坚决，反日情绪高昂，凌等不得不放弃调查。为对

付日寇随时登陆侵略的威胁，北海军民进一步加紧备战，合浦一中赵世尧、冯

廉先、王文昆、何国达、黄人善等一批进步学生运动骨干，毅然放弃学业，投

身到抗日军队中去，有的编入政治部政工组，有的参加了学生军．准备日寇一

旦入侵，即赴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保卫家乡(后因蒋介石屈从于日本的压

力，改派余汉谋部的两个整师到廉州、北海驻防。为避免内战，十九路军六十

师忍痛撤出合浦、北海)。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海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

士，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团结抗日的主张，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合浦一中师

生纷纷组织抗日宣传队和战时服务团等，深入街道和渔农村，用演说、歌咏、

演剧、标语、漫画、壁画、壁报、捷报、刊物、晨呼及办民众夜校等形式，开

展抗日救国宣传。与此同时，苏觉民从广州中山大学休学回到家乡，同符平筹



组了“北海海燕话剧团”，以中小学师生为主力，专事演出救亡话剧。该团主要

靠学生捐款和卖门票(二三角钱一张)收入维持开支。工作人员除一人领取伙食

费外，其他人均无报酬。该团先后在北海、合浦、灵山等城乡各地，演出了《黑

地狱》、《血祭中秋》(苏觉民编写)等救亡话剧，在各界群众中反映强烈。

源于 30年代初期的读书会，到中期又有新的发展。1937 年，合浦一中差不

多每个班级．都普遍组建了读书会。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抗日救亡理论，

利培源、郭李晃(郭芳)、岑嘉毅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跨班级的读书会——吴

家园读书会(在今市第二人民医院左邻)，共有几十人参加，其中每个班都来一、

二个学习积极分子。大家把自存的进步书籍和新购的刊物如斯大林的《论列宁

主义问题》、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共产党公开发行的

《解放》、《抗战大学》等献捐出来集中学习，还举行时事座谈、歌咏等活动，

逐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许多人

不久之后成了共产主义战士。

1938 年春，合浦一中优秀学生谢祖事占(谢王岗)、郭李晃(郭芳)、庞文隽(庞

自)、利培源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合浦一中支部。上半年，中共合浦

特别支部成立，促使北海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抗战不久，合浦一中和廉州中学、合浦五中(在公馆)及合浦其他一些区乡

的中小学师生，先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队伍。他们许多人背背包，穿

草鞋，戴竹笠，深入各圩镇和农渔村，随时帮助群众劳动，在生活上与群众打

成一片，因地制宜地进行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合浦一中

师生发动工人、农渔民组织抗敌后援会、救国会等群众性抗日团体，又在城区

举办工人夜校、贫民夜校，开展抗日救亡的学习和宣传。合浦一中原组织的“读

书会”，从秘密走向公开，吸收了更多的进步青年学生参加，更加经常和系统地

学习讨论马列主义理论与党的方针政策．促进广大青年学生政治思想觉悟不断

提高。

1938 年 9 月开学不久，国民党当局搞了一个广东全省高中学生军事集训，

规定高中二、三年级学生都要参加，女生集中在广州，男生集中在恩平附近的

土山里进行。当时合浦一中参加的学生有近百人，其中有中共党员谢祖祐(谢王

岗)、罗永瑛、卢传义、岑嘉毅等。他们按党组织决定组成临时支部，由谢祖祐



任支书。当日寇进攻广州时，大家要求当局发给武器进行抗日，但遭拒绝。广

州女生集训队未开课就宣告解散，合浦一中罗永瑛、黄翠玉、黄翠琼、苏少芝、

苏少芳、陈莲珍、黄玉金等女同学都留在广州，参加广东省抗宣总队，并到罗

定、肇庆等地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两个月后，抗宣队被当局迫令解散，罗

永瑛等回北海继续学习；苏少芳参加东江纵队(后在战斗中牺牲)。广州沦陷后，

在恩平参加集训的男同学，集体撤回北海。

1938 年秋，日寇侵占涠洲，北海成了前线。合浦一中绝大部分学生迁往合

浦北部山区的小江镇(今浦北县城)长塘山；原怒吼剧团(由高中学生组成)和儿

童剧团(由初中学生组成）的大部分学生留守原校，组成“合浦一中战地服务团”。

他们曾派一些大的学生，冒险到日寇控制下的涠洲岛，弄来一些鬼子用过的衣

鞋等物，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地下党的积极活动下，“战服团”被编为

“合浦县动员委员会”的抗日宣传队，巡回四处深入宣传，一个冬季就跑遍了

37个乡镇。

迁至小江的合浦一中分校，有陈任生等 3 个中共党员和几个进步教师。该

校党组织积极贵彻一中共合浦县委指不，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建立山区

革命根据地努力。他们团结广大师生，以延安“抗大”为榜样，推进教学改革，

采用“抗大”校歌为校歌，加设时事报告、哲学、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防空

知识等新课程。当时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刚发表，该校立即大量翻印发

给学生，展开热烈的学习讨论。上课无桌椅，学生们带小板凳去听课；课室不

够用，就在校外露天上课。学生们一早起来就爬上锻炼身体；每星期六晚上开

一次文艺晚会。节目十分丰富。该校还组织有“抗日先锋队”，学生经常下乡做

宣传工作，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帮助组织和训练当地的抗日自卫团；

还十分注意统战工作，争取附近农村的上层人士。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赢得“抗大式学校”和“干部兵工厂”的美誉。黄翠玉、黄翠琼、陈莲珍等一

批进步学生，就是那时入党的。

l939 年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继廉州中学吴裕春(辛莽)等人之后，合浦

一中林吴章(林朗天)、陈广才、黄裕兴(黄铸夫)、林施均等进步青年学生，历

尽各种艰难险阻，从北部湾(当时叫东京湾)畔奔赴延安“抗大”(抗日军政大学)

等校学习，成了党的优秀儿女，国家栋梁之才。建国后，林朗天曾任郑州粮食



学院党委书记，林施均曾任西安交大、海南大学党委书记，黄铸夫是中央美术

学院系主任、一级教授、著名画家。

同年冬，在北海的党组织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实际上由我党掌

握的拥有 50 多名青年男生学生的“合浦县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北海学生武装

队”，在海岸线上巡逻放哨，监视日寇敌舰及特务活动，并以福成边界的独峰岭、

乃沟一带为根据地，准备开展游击活动。他们配有步枪等简陋武器，分别驻守

市区游泳场、外沙和远郊东星乃沟村。生活十分艰苦，很多人从家里拿钱出来

做抗日工作；睡的是地板铺禾草，吃的是稀饭、红薯和暹罗(泰国)华侨团体向

祖国同胞捐赠寄回的锅巴熬的粥。但大家不怕艰险，抗日情绪高涨，时常迎着

敌机轰炸，冒着饱火枪弹，组织帮助居民疏散掩蔽，救护街民；冒险扑灭大火；

防止坏人乘机作案，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天晚上，发现一股人向北海涌

水，区长(当时北海、南康、营盘等地属合浦县第五区，区署驻北海)刘瑞图断

定是日寇进攻，立即下令点火(早于学生队成立前，国民党北海当局就规定每家

每户均要备有煤油、柴草。日军若上北海，立即点火将北海烧掉，实行“焦土

抗战”)。学生队接下命令未向居民公布，立即派人前往了解，查清来者是从钦

州茅岭等敌占区逃出的难民，终使北海避免了一场类似“长沙大火”那样的浩

劫。

1939 年底，汪精卫公开投敌，全国许多地方，随之掀起一股倒退逆流。次

年春，西场、小江等地先后发生反对奸商资敌的“米案”斗争，国民党当局抓

了一批群众。中共廉北区委和西场区委发动反奸商的群众性请愿斗争。合浦一

中等校许多学生纷纷捐款、捐粮支持；北海学生队根据党组织指示，连夜奔赴

廉州，设立临时指挥部，会同合浦战时服务团等组织，发动工商学等 2000 多人

参加请愿斗争，把合浦县府围得水泄不通。县长李本清被迫与群众见面，答应

降低米价，查办奸商．释放被捕群众。

1939 年秋，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与廉州大石屯分校合并上课。该校掌握实

权的训育主任杨超兰(校长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兼任)经常阻挠、威胁

进步学生，“不准开秘密会议，否则开除”，并使军训教官监视学生活动，不准

学生聚会，经常搜查学生行李，没收“嫌疑”刊物，派一些落后学生跟踪进步

学生，搜集情报，在学生中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又在课堂上污蔑支援“米案”



斗争的廉中学生。高三学生谭锡裕(谭俊，学生会主席)严词质问杨的居心何在，

并当众揭露其压制抗日，进行特务活动的行径。次年春，中共合浦党组织决定

开展反杨(杨超兰)反汪(汪精卫)反逆流斗争，在群众面前揭露杨的亲日投降面

目。合浦一中学生积极行动，各班举行罢课、声讨，热烈响应。学校当局以“诋

毁学校，扰乱秩序”为借口，开除谭锡裕和罗永瑛学藉。罗通知进步同学开会，

决定以邓爱莲、劳炳光为代表，组织了 20多个同学到国民党县党部找书记长周

胜皋谈判，提出撤销“汪派汉奸”杨超兰的教职，恢复谭、罗学籍和容许学生

们团结抗日等三点要求。周以未得当局同意为借口推托，学生们继续罢课。当

时八区专员邓世增和县长李本清派保安团包围一中，用武力威胁硬把斗争暂时

镇压下去。罗永瑛按党组织指示，撰写了有关文告印成传单在廉中散发。戚有

莲等学生被带枪军警抓送县政府，他们对李本清的讯问一一据理严词反驳。李

理屈词穷，只好让人担保他们回校。不久，党组织布置邓爱莲等党员学生和一

些进步学生，半夜摸黑上街和到近郊张贴《八路军反对反共投降、坚持团结抗

日宣言》等传单；又派谭锡裕、黄玉金等分赴小江、南康、公馆等校揭发。各

校都召开大会，印成传单声援合浦一中学生反杨斗争，掀起了全县反汪反逆流

斗争高潮，迫使当局改用软化办法，让谭锡裕、罗永瑛转学到外地。

1940 年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将一些过去已明显暴露的进步学生，

有计划地撤到农村工作。但合浦一中等校党组织和进步力量仍存在，仍在秘密

传阅各种进步书刊，并以较灵活的方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44 年，合浦一中先后有张瓒光、彭超、劳承点、刘定名、杨其彩 5 人请

缨服役抗日；又有 1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远征军”赴缅甸协助盟军抗日。

1946 年春，合浦一中学生吴海桥、吴永莹，不颐学校当局的箝制，把从该

校地下党员教师何家英转来的《群众》、《解放》等进步书刊及粤桂边纵揭露蒋

介石打内战阴谋的一些革命传单，在同学中秘密散发传阅。

次年秋，冯守模、苏嘉俊、曾道培等合浦一中学生，接受地下党的影响和

布置的任务，利用他们被选入学生会的方便，在校内办了一个夜校．组织工厂、

街道一批工人、贫民免费参加识字班，由高中学生义务任教。通过识字教学，

巧妙地宣传党的主张及解放战争的形势。

1948 年冬，中共合东南工委北海情报站成立，由合浦一中高二学生中共党



员姚信厚(后改名为眺克鲁，现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负责。他布置思想进步的

同班同学打入学生会，利用学生会骨干身份开展反内战宣传；通过有关渠道，

广泛收集国民党在北海的军警宪特等情报上报；利用学生身份作掩护，接待了

不少北海的地下党人。他曾和陈琪(中共党员)利用陈父任国民党保安副司令的

掩护，借助陈的姐夫(国民党军官)之力，偷运手提机枪、手榴弹等几麻袋武器

运给南康游击队。

1949 年秋，冯守模、苏嘉俊、张海睿等合浦一中学生，参加地下党员负责

组成的“迎接北海解放工作小组”。他们不避艰险，多次把该组交给的关于解放

军胜利进军、反动派狼狈溃败等传单在校内秘密散发(当时国民党暂六军一个团

部占驻合浦一中，该军政工处长住在该校图书馆楼办)，师生十分高兴。学校当

局发现传单，派出军训教官半夜宵禁戒严，搜查在楼学生及宿舍，均无收获。

冯守模等还搜集关于国民党军队占驻北海街道民房的有关情报，提供给地下党

员。

同年 11月底，驻在北海的国民党军准备逃遁海南、台湾。有一天，占驻合

浦一中的国民党军队派出政工人员，命令一中当局集合高中学生到礼堂去听政

工处长讲话。那处长说海南特区现要成立“学生军”，参加的学生都是军官职衔，

薪饷优厚，欢迎高中学生报名参加，日内派兵舰运去。苏嘉俊等把这事向地下

党员何家英老师汇报，大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企图诱骗学生去当炮灰的伎俩。

当即决定由苏等串连学生发动罢课，要求同学不要回校上当受害。那处长讲话

动员后无一人报名，翌晨反动军队竟在学校前后门及礼堂等处架起机关枪，企

图强押学生上船开往海南。幸得苏嘉俊等及时串连发动，大家识穿敌人诡计，

才使全校高中学生避免了一场浩劫。

12月 3 日，何家英老师秘密召开“迎接北海解放工作小组”会议，要求大

家密切注意国民党反动军警的动向，做好保护学校、工厂的工作，组织好迎接

解放大军的欢迎队伍；解放大军一到，即将这个小组扩大，吸收更多的人参加

组成“三校(指合浦一中、旭初中学和廉阳补习学校。)服务团”。

次日下午 1时左右，解放北海战斗基本结束，“三校服务团”立即出动。他

们分头到各处动员组织起欢迎队伍 1000 多人，到茶亭(今市文物管理所)附近敲

锣打鼓，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大军的后续部队和粤桂边纵第四支队进城。“三校服



务团”的一批同学提着石灰桶到市内大街小巷，涂掉反动标语，写上“欢迎南

下解放军”、“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大字墙壁标语。他们兴高彩

烈地周北海人民一起，迎来了北海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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