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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革命风暴

(1925——1949 北海党史概况) 吴礼俊

祖国南疆的滨城--北海，水陆交通便捷，风景宜人，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

厚，它既是北部湾畔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也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

市。在历史上帝国主义对这座海滨城市就虎视眈眈，争先抢夺，恨不得一口把

她吞噬，但我英勇的北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抗击了帝国主义

的侵略，谱写了许许多多英雄的乐章。解放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北海人民

把这座滨城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从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开始，英、

法、德、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北海，开设领事馆，实施“治外法权”，

办教堂、学校、医院、肓婴堂，以“慈善”为饵，收揽人心，并侵夺海关、邮

政、盐务大权，筹建洋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此后，帝国主义者更

与土豪劣绅、洋务买办官僚、军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实行残酷的统治，迫

使北海人民陷入极度的窘境。但是，北海人民是不可欺侮的。虽然在斗争的漫

长过程中碰到不少困难和挫折，但最终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彻底解放的胜利。

革命风暴 席卷南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一九二

五年五月，在北海成长的钟竹筠经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黄学增推荐，参加第四

届农运讲习所学习，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任国民党广东南路

特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任国民党广东南路特委委员兼妇女部

长，是南路地区也是北海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震撼中外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北海人民闻风而起，配合省港罢工委员会派至北海的纠察队，积极查禁英货，



对香港实行禁运封锁。同年十一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师(陈铭枢部)南征，击溃

邓本殷部属，进驻廉州北海。在师政治部内的共产党员李任予、黄敬云和共青

团员徐瑞华等宣传发动下，北海的革命群众运动逐步兴起。

一九二六年一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派遣农运特派员、共产党员苏其礼等人到

北海先后在郊区的垌尾、铜鼓岭、石子岭等地建立农会，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共产党员李任予、黄敬云等指导下，北海开展“援助

省港罢工周活动”，募捐款项支援省港大罢工，同时还将作恶多端的英帝分子“卑

路鬼”、 “董姑娘”驱逐出境，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黄学增派党员江刺横等到北海，领

导北海人民从事革命活动。七月，中共北海党组织(可能是市委，待查)成立。

由江刺横负责，有党员李雄飞、简毅、苏其礼等人。上级党委还先后派出潘兆

銮、黄学增、韩盈等领导同志来检查工作。这个钦廉地区最早的党组织的建立．标

志着北海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党组织建立后，大力宣传革命道

理，广泛发动群众，推动组建了北海市总工会(属下有码头、驳船、海员等十多

个基层工会五千多人)积极开展工人、学生、妇女和农民等运动，领导人民群众

进行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迷信、反对贪官

污吏的斗争，并将反动的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驱赶下台，促使北海革命群众

运动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迅速推向新的高潮。

正当革命顺利发展之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

怖笼罩全国。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北海党组织也遭敌人破坏，党和总工会负责

人江刺横、李雄飞、钟辉廉、潘铁汉、潘国鼎、冯慕周、冯五其等七人不幸被

捕。他们被捕后，经受敌人刑讯逼供，面不改色心不跳，临刑前保持革命党人

的崇高气节，审判厅厅长江鳞如曾以同族兄长的关系对党的领导人江刺横设宴

劝降，他说： “只要自首，可以给你当官，也可以官费出国留学。”江刺横不

仅没有依从，反而当场把酒宴踢翻。共产党员李雄飞，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

始终坚强不屈，为北海人民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共青团员潘国鼎，是当



时北海有名的大老板潘碧如的独子，他并不依恋他父亲在北海和香港的产业而

坚定不移地笃信马列主义，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总工会的负责人钟辉廉被

敌人严刑汛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曰：“我叫中国人!”“你今年多少岁?”

答曰：“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位工会负责人潘铁汉，他在被捕前取下挂在总

工会的马克思和列宁像，封好后嘱咐家人说： “不要拆开，但要用生命去保

护它”。

结果，在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迷漫下的七位英雄志士，终于在五月三日被

敌人杀害于北海东端的海滩上(今海滨公园内)。这七位烈士以及当年(一九二七

年)从东兴押返北海两年后(一九二九年)被杀害的钟竹筠烈士虽然与世长辞了，

但他们的鲜血却染红了美丽的滨城，他们的呼号唤醒了祖国的南疆，他们英勇

的形象和赤胆忠心的伟绩，流芳千古，彪炳史册，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赴后继。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中共遂

溪县委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军，转战于江洪、乐民、海山一带，有力地回击了

敌人。但由于敌强我弱，农军在大陆难于立足，遂于当年九月底由中共遂溪县

委领导成员陈光礼、薛经辉等率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突破敌人的包围，渡海

转移到斜阳岛。上岛后改造原被迫落草的符振岳部，团结广大群众，共同生产、

生活和战斗，建立革命根据地。从此，农军多次回师大陆，狠狠打击了敌人，

威震南路。因此，敌人对此大为恼火，曾多次围攻，农军战士坚守孤岛，浴血

奋战，予以重创。当时就有涠洲群众编了一首山歌，嘲讽惨败的敌人。

涠洲对面岭仔墩(指斜阳岛)，

四面海水围匀匀

兴起千兵打不倒，

生生气死李基文(国民党军官)。

后因农民军长期被困，多次反击敌人，粮食弹药越来越少，伤员、阵亡人

员不断增加，加上敌人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以后，调集海陆空三军，重兵围攻斜

阳岛。农民军处于敌我力量悬殊弹尽粮绝的困境，终被敌人攻陷。符俊岳、余



道生等大部将士阵亡，薛经辉等四十余名同志陷入敌手英勇就义。

斜阳岛军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恶劣环境中，坚持五年多艰苦、卓绝的武装

斗争，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在南路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

烂的篇章。

一九二九年夏，进步青年先驱冯道先在北海开设“绿波书社”，经营进步书

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同年九月至次年秋，共产党员杜君恕、杜君慧姐妹

在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下同)任教期间，传播革命思想，在师生中产生一定

影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北海的进步

青年学生首先起先锋作用，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民众。各界民众亦愤然而起，

振臂疾呼，力主抗日。自该年起，曾多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寇野蛮的侵略

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目救亡主张、抵制和查缉日货，积极投身

抗日救国运动，并陆续建立各种进步的读书会组织，其中主要的有“未明社”、

“社会科学研究会”、“新哲学研究会”、“静励斋读书会”等。赵世尧、黄铸夫、

冯廉先、王文昆、苏觉民、庞自、陈广才、黄万吉、吴世光、刘雨帆、何醒予、

卢传义、何国达、林施均、林朗天等大批青年学生正是通过组成这些读书会，

秘密阅读党的刊物、马列主义和其他进步书籍，积极追求革命真理，思想觉悟

曰益提高，从而成为抗日救国运动的先锋。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北平爆发的“一

二九运动”，对北海震动很大。当蒋介石政府镇压学生的消息传到北海时，以赵

世尧、苏觉民等为首的合浦一中(即北中，下同)学生会，即发动全校同学起来

响应，声援北平同学的正义斗争，并组织全校同学和一部分小学教职员工和小

学高年级学生，以及一些社会青年，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结束时，发了“通

电”，对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作了谴责，对北平同学的正义行动给予热情的支

持。从此在市内经常用“快报”或口头宣传的形式，以鼓舞群众抗日救国热情，

嗣后又在合浦一中掀起了一个阅读进步书刊的高潮，当时最受欢迎的就有《读

书生活》、《妇女生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讲话》等，通过这些活动，



不但提高了青年学生的觉悟，而且也学得了一些革命的基本理论。

同年八月，张达经自上海归来与合浦一中学生赵世尧、冯廉先等联系，组

织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并担任讲课，同时进行时事问题研究，参加者还有郭

芳、王文昆、庞自、林朗天等十多人。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赵世尧，黄铸夫等在北海改组整顿读书会、分外围与

核心两层。其核心组织为“北海抗日青年同盟”。暑假，赵世尧、冯廉先，黄万

吉等人又在合浦一中举办世界语学习班和汉语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由黄万吉

当教员。学习班以上海世界语工作者(“左联”下属“语联”)提出的“为中国

的解放而用世界语”为口号，宣传革命新文化和进步思想。

一九三六年夏，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

后，八月，新恢复的十九路军翁照垣部(两广抗日联军第一军翁任军长)进驻北

海，北海各界民众成万人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欢迎抗日英雄翁照垣暨抗日救国

誓师大会”。九月三日，翁照垣部在军内爱国将士以及本地的进步青年学生的推

动支持下派出便衣队将有间谍行为的“丸一药房”老板中野顺三刺死，造成轰

动中外的“北海事件”。事发后，北海各界民众在赵世尧和翁照垣部进步军人张

梅生的发动下，组织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抗议蒋介石政权的外交人员进行

调查，揭露蒋介石的屈辱外交政策，掀起抗日反蒋的热潮。与此同时，北海筹

建市政府，由钟俊生任市政局局长(原十九路军团长，曾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工

作，后到延安抗大学习，以后被派为新四军营部参谋)，赵世尧、何国达等参加

市政局(政府)工作。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两广事变”被蒋介石用软硬兼施两手分化瓦解以后，

翁照垣部被迫撤离北海。国民党政府调派余汉谋部 l59 师进驻北海。这时，北

海学生的抗日活动。

主要是在青年学生中搞读书会、时事研究会、歌咏队，新文字研究会、世

界语研究会等。在校内也常出墙报，抨击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行

动。参加这些活动的，主要是合浦一中进步学生，也有一些已毕业的学生。



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北海青年学生把这条可

喜的消息和外国通讯社发表的张学良、杨虎诚两将军关于抗日救国的主张贴上

街头，进行广泛的宣传，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响。

可是，“西安事变”不久，北海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却引起国民

党反动当局的极大震惊和恐慌，他们实行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政策。

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在北海大捕进步青年学生庞自、陈广才、张家保、黄裕

起、利培源、伍朝汉、吴世光、岑嘉毅、王廷钦、耿宪修、傅善熙和三小教员

冯廉先、廉中学生张文纲等共十多人。其目的是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对被

捕的学生“集训”，追查共产党组织，为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辩解，这一切倒行

逆施，引起人民极大不满，在社会舆论的声援下，十多位进步师生始得获释，

此后学生运动暂时沉寂了一段时间。可是，时隔不久，学生救亡运动又活跃起

来，九月赵世尧通过与冯廉先、苏觉民、符汝瑜、刘雨帆等的联系，发起筹组

“海燕剧团”，先后有周志刚、张文纲、陈廷瑞、何国达、张家保、林树棠等三

十多人参加。排演过《黑地狱》、《春风秋雨》、《烙痕》、《夜光杯》等救亡话剧。

他们深入城乡，开展宣传，传播抗日救国的火种，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揭露

反动派的阴谋。十二月在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合浦一中各班几乎都组织读书

会，郭芳、卢传义、利培源、岑嘉毅等发起建立“吴家园”图书室，组织青年

学生阅读马列主义，通过上述一系列进步读书活动和抗日救亡活动，为北海重

建党组织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

抗日怒潮 汹涌澎湃，“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九三七年

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间，早在广州入党的赵世尧受中共广东省委的委派，回到

北海进行建党工作，通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实施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培养吸

收积极分子入党。一九三八年二月，首批发展的有在合浦一中的谢王岗、郭芳、

庞自、利培源等四人，在社会团体中的罗刚、黄人善、王文昆、周志刚等四人。

四月，再发展的有卢传义、岑嘉毅、李卓兴、宋家培、罗永瑛等，此后还有李

梓明、林朗天、何醒予等。到了一九三九年又发展了庞达、宁德棠、谭俊、何



国达、卢冠群等。北海党组织的重建标志着北海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时期。

建党后，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了合浦第五区民众抗敌后援会，后援会是

统一战线群众组织，赵世尧担任总干事，李梓明任宣传干事，掌握该会实际领

导权。北海党组织正是通过这个群众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界民众，

利用演剧(合浦一中组织“怒吼剧团”和“儿童剧团”)、演讲、歌咏、晨呼、

墙头漫画、标语以及办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等形式，有效地宣传我党的抗日

主张，揭露曰寇侵华暴行，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四月，省委

指示成立“中共合浦县特支”，赵世尧代表北海党组织参加特支，分工担任领导

北海地区的党支部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相继发动成立“工人”、“青年”、

“妇女”等抗敌同志会，广泛团结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十一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周楠同志来北海，在朝阳里“桂园”主持成立了

中共合浦县工委。出席会议的有赵世尧、陈任生、韩瑶初、郭 芳、张书坚、

利培源、罗 刚、林朗天、伍雍娴等。赵世尧参加县工委，主管统战、群众工

作及北海党组织工作。此后，北海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抗日救亡运

动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在此期间，北海党组织领导了反对反动学阀叶天一出任合浦一中校长的

斗争，取得胜利之后，通过统战渠道安排陈任生、韩瑶初等一批党员进入一中

任教，进一步加强领导合浦一中这个成为党在北海活动的主要阵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海经常遭到日机轰炸，海面也受到日舰的威胁。一九

三八年底至一九三九年初，形势更加紧张，合浦一中迁校分为二部，一部分师

生迁到小江长塘山，一部分师生移到大石屯。陈任生、韩瑶初、宁德棠、谢王、

宋家培、李卓兴等大批党员骨干随校转移，并按县工委指示积极开辟农村根据

地。留在北海的党内同志以及进步青年，如卢传义等被派到第五区署所辖的抗

日自卫团工作，准备一旦战事发生，即掌握这部分部队。赵世尧、庞达、郭芳、

王资桐等参加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合浦驻军 175 师情报组，庞自等参加该师的

政治队。后来学生队成立，北海党组织又先后发展郭兆荣、张家保、张启泰、



陈文山、蔡秀英、黄家秀等人入党。他们利用这个情报组和政治队的合法职务

进行革命活动。另外，还先后派党员庞达、邓松分别打入县党部、八区专署开

展地下工作，同时，派李梓明当北海

副镇长，通过李梓明的联系，争取团结合浦第五区区长刘瑞图和部分职员，

并在其中开展党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县工委委员赵世尧为了加强领导北海地区的党组织，成

立中心支部，支书郭芳，组委卢传义，宣委庞自。不久，谭俊、罗永瑛、邓爱

莲、陈冠庸、卢文、伍朝汉等在党组织的布置下，在合浦一中开展了规模较大

的反对反动训育主任杨超兰的斗争。

一九三九二月，上级党委派李士洋回合浦建立中心县委(由李士洋、张进煊、

陈任生三人担任常委。书记李士洋组织部长陈任生，宣传部长韩瑶初，武装部

长赵世尧，何世权分管青年救亡运动等工作)领导钦廉四属的党组织。为了做好

武装工作，谢王岗、王文昆，谭俊、卢文，张放，郭洛，郭兆荣，黄翠琼、黄

翠玉、黄翠瑛、宁文、卢冠群、何国达等遵照中心县委的决定，分别去灵山、

防城、钦州、合浦等地开展党的工作，把党的力量发展到广大农村，同年三月

间，在党组织的发动下，北海地区一批进步青年先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其中有林朗天、陈广才、黄铸夫、林施均等。在后来武装斗争转战各地期间，

岑嘉毅、张书坚、吴世光、张家保、张启泰、何正四、利培源、苏坚和北上的

陈广才等党员为了党的革命事业相继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中共北海党组织

对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九月，北海中心支部将龙潭小组改为中共龙潭支部(王惠澜任支书)，支部

在赤江，驿马、横路山等地开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

员等活动。十月，廉北区委建立，庞达任书记，郭芳任组委，庞自任宣委。此

时，北海的党组织是廉北区委领导下的一个特别支部。

同年十一月，在北海的党组织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实际上由

我党掌握的北海学生队武装(五十多人)，李梓明任队长，庞自任政治指导员。



任务是在海岸线上巡逻、放哨、监视日寇敌艇及特务活动，以合浦福城边界的

独峰岭、乃沟一带作为根据地，准备开展游击活动。

年底，日寇进一步骚扰北海，占领钦州，进攻南宁。北海形势危急，国民

党 l75 师已撤走，居民疏散。市区党小组织由李梓明负责联系党员何醒予、苏

文熙等三人继续坚持北海工作。

一九四零年以后。北海党组织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

待时机”的方针的同时，仍留一个党支部，支书王惠澜、成员姚为政、陈秉洁

等同志继续进行地下活动。四月间．为配合全国反汪反逆流的斗争，在南路特

委统一部署下北海地区也秘密张贴散发十八集团军《告全国人民书》、“皖南事

变真相”等传单。街道由何醒予、罗永瑛、王惠澜、姚为政、陈秉洁等散发张

贴；高德由卢传义、陈德藩等在北背岭一带农村散发。以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

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罪行，由于与敌针锋相对，我党陈秉洁、李

梓明被捕(陈以年纪小装作呆钝，翌日即被释放，李单独被关禁至 l941 年 3月 5

日日寇在北海登陆时，乘机越狱到廉江、吴川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四零年六月．阮明、何达云在高德包家塘举办党员训练班，留在北海

工作的党员王惠澜、姚为政、伍朝汉、陈廷瑞、仇乃梁等参加了训练，提高了

政治素质。七月和八月，廉北区委先后两次改组(第二届书记何达云、组委卢传

义、宣委伍雍谊；第三届书记卢传义、组委陈冠庸、宣委陈莲珍)，继续领导北

海党组织开展地下活动。

一九四一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反共逆流日趋严重，合浦中心县委

继续把一批已经暴露的党员撤退，二月日寇退兵后，中心县委派叶信芳接任廉

北区委书记、陈符隆任组织委员，继续坚持领导廉北地区的党组织工作。党的

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进行艰苦深入的群众活动，以长期积蓄力量。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日，日寇在北海登陆，人民财产被洗劫一空。我地下党

员王惠澜等组织群众疏散到龙潭和横路山 敌人撤退后地下党利用黄宗达等统

战关系做好善后救济工作。六月，进步人士陈锡汉、何娥英从小江返北海开办



永祯祥药行，通过何醒予的关系，在其家中建立地下党的交通联络站(派蔡维中

等为交通员、由梁秀川何醒予之母作掩护，来往浦北、北海、湛江之间进行交

通联络，并开展统战活动)，帮助党组织搞经济工作。九月圣三一中学从香港迁

来北海，陈秉洁考入该校，开展学运工作，嗣后北海党组织王惠澜，陈秉洁在

该校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陈秉洁任支书，陈义才、吴国良为支委，由区委直

接领导)，并发动反对反动教师罗家伟的罢课活动，张贴“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标语，通过斗争积极慎重发展党员，推动青年运动深

入开展。

一九四二年九月，共产党员劳锡璟出任北海西镇十三保保长、兼设馆教书，

利用国民党基层政权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并做好统战工作。这期间，反共

逆流，在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时起时伏，区委布置王惠澜、苏文熙、陈秉洁

等利用民主人士潘旭辉重组海燕剧团，广泛团结小学教师和社会青年，在廉州、

党江、北海演出大型话剧《凤凰城》。演出后也被解散了。一九四三年二月，罗

定县委书记黄万吉及爱人朱瑞瑶(粤北省委委员、妇女部长)因粤北省委遭受破

坏，组织决定他俩撤退回北海隐蔽。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寇占领广州湾，党组织估计有可能入侵北海，为了做

好沦陷后的斗争准备工作，决定从公馆抽调卢传义重返廉北区，部署工作，后

因战争没有向北海扩展，八月又将卢传义从北海再次调回公馆区，廉州、北海

两地的党组织分别移交岑焕祥、张放两人负责。一九西三年冬至四四年春民主

人士赖子英来北海，陈秉洁、王惠澜等动员他第三次重组《海燕剧团》，在北海

演出了《狼与狗》，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一九四四年九月，黄万吉到圣三一中学教书，向学生宣传党的主张、扩大

党的影响。一九四五年二月、合浦县举行武装起义，事前党组织派卢传义回北

海，联系李耀南等前往白石水地区参加武装起义。三月，党组织从白石水部队

中抽调岑焕祥回廉州、北海，联系没有参加起义而留下的劳锡璟、苏俊才等一

批党员，布置工作任务。十二月，党组织从武装部队中抽调卢传义重返廉北区，



加强廉北区的领导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根据《双十协定》东江纵队准备北撤山东，原南路人民

抗日解放军主力已撤入越南，国民党反动派加强扫荡我游击区。北海党组织传

达贯彻广东区党委“要准备十年八年长期黑暗”的指示，要求党员作好长期打

算，做好充分准备。同年五月，防城东兴党组织的领导人谢王岗派巫海秋、黄

翠琼等北海与张放联系建立联络点，具体负责人为黄翠琼。六月南路特派员温

焯华派廖铎到北海，任廉北党组织联络员，后被捕叛变。十月，中共华南分局

派陈华任钦廉四属特派员，在北海珠海西路 71号以经商为掩护，领导钦廉四属

的革命斗争，同时调张放到部队。一九四七年六月，由于叛徒廖铎的出卖，北

海党组织遭破坏，一批党员被捕(其中有：苏少芳、劳锡璟、苏俊才、李俊瑜、

巫海秋、陈秉洁、黄锡豪、吴国良、林西平、吴涛等)一九四六年七、八月王安

迪带回一批党的报刊如《新华日报》、《群众》、《民主》等秘密筹设供应站，传

送分给有关同志阅读，使能更明确当时的形势，进行更有力的宣传。

旭日东升 北海解放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国内战争，对解放区全面

进攻，北海派有党员参加到粤桂边纵队，我党的武装部队转战各地，从而发展

增建滇桂黔边纵队和两广纵队。一九四八年，庞自从越南独立中团多次派交通

员到北海购买军用品，由何国达从北海运送海防，再由蔡维中、何国盛转送庞

自部队。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王惠澜、陈德藩、林晁章等发动反征兵、反招

募的活动，使国民党在龙潭、赤江、 横路山一带招不到兵，有力地打击国民

党反动派的势力。

一九四九年一月，党中央号召，向全国太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为迎接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党纽织决定，迅速扩大各地武装力量，把北海这一国统

区变成武装斗争的前哨 阵地，从南康地区抽调武工队向北海方向扩展，开辟

新地区工作。二月，欧发仁、邹锦秀等带领南康武工队攻打婆围乡公所取得胜

利，为开辟白龙、福城的新地区、接近北海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月，解放大军



渡过长江．攻占南京，南方局指示为迎接南征大军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上级组

织决定成立县级合东南工委(书记卢传义、组委何醒予、宣委杨华骝)。何醒予

派人回北海联系何国达、蔡琳、黄万吉、蔡维中、包德璋、梁国光等，建立情

报小组，收集国民党军、政、警、特活动情报以及储备一批粮食以应支前急需，

五月，白龙地区成立党总支，由邹锦秀、黄崇祯等人组成，并在白龙成立工作

组(组长李梓明)，以白龙福城地区方立足点，成立福城人民政府，由李梓明、

郑杰、詹耀芳负责。杨华骝、叶广泰率领武工队到北海郊区，发动群众“反三

征”，建立武装斗争的交通联络站。由叶广泰、蔡联锦、姚克鲁等率队夜袭马

栏。拔除北海马栏反动保长蔡增华的保队据点。与此同时，姚克鲁等还利用伪

排长押运武器出境支援四支部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地交通站相继建立，

要求加速情报的传递。六月，姚克鲁派人联系姚瑞珍恢复四八年底在中山东路

建立的交通情报联络站的活动，夏秋间，蔡联锦、姚克鲁、李克、李平等人前

往北海横路山、关井、禾沟、大王步、平阳、吉车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反三

征”，武工队扫除了马栏、店塘、平阳等伪保队武装和基层政权，九月，合东

南工委加紧接管城市的工作，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北海作出努力来力。

十二月四日，南下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八

师三八四团、三八二团和一二七师一部份在粤桂边纵第四支队支援下解放北海，

毙伤敌一百几十人，俘敌五、六千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嗣后，

谭俊、徐永源率领武装部队入城与原来坚持在北海地下工作的同志胜利会师，

开始建立北海人民政权一一北海军政委员会，接管城市工作，使党从地下活动

转上执政党的地位。

十二月中旬，北海市军政委员会成立北海支前委员会，(后改为北海支前司

令部，由伍朝汉任司令员，姚为改、伍明信任参谋长，李梓明任参谋，苏金波、

陈锡汉、黄宗达等为委员)，进行征船、征粮动员船工支援大军解放涠洲岛和海

南岛。

综上所述，北海人民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九年，



始终没有停止过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困苦，浴血奋战，

终于赢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段光辉灿烂、动人心弦的革命斗争历史将永远

留在人间，传颂万代，激励我们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