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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敬 文
“ 林 夫 子 ”——

渊图为林敬文袁资料图片冤
林敬文是廉江市石颈镇葛麻坝
村人袁1916 年出生于地主家庭袁从小
接受野四书冶野五经冶的私塾教育袁父
亲口授唐诗袁 能背诵 叶滕王阁序曳尧
叶朱子家训曳袁看叶三国演义曳一目十
行袁 合起来就可将主要内容深入浅
出尧绘声绘色地向群众讲述袁时人称
为野才子冶遥 十岁入塘蓬的蓬山小学袁
受大革命时代黄平民烈士事迹及其
诗作的熏陶袁 学会 叶打倒列强除军
阀曳及叶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曳的
革命歌曲遥 1929 年秋袁林敬文刚入廉
江中学便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枪毙土

地革命时期的南路特委委员刘邦武
而无比气愤遥 1932 年到广州大中中
学读高中袁1935 年入读勷勤大学教
育学院袁开始接触野一二窑九冶尧野一窑
一三冶全国救亡抗日的学生运动遥
1936 年袁在勷勤大学读书时参
加野地下学联冶遥 学习尧传达野中国共
产党耶八窑一爷宣言冶尧过组织生活袁接
受组织的工作分配袁负责剧团遥
1937 年秋袁 学院迁往梧州袁在
林砺儒院长的支持下和张栗原尧李
平心等教授的指导下袁 把我党十大
纲领中提出的野教育要改革冶的旗帜
插在这块土地上袁 以原地下学联的
积极分子为骨干袁组织野战时教育工
作社冶遥 林敬文被选为主委尧叶抗战生
活曳主编尧学生自治会主席尧野课程改
革委员会冶 主委等职遥 经过多方努
力尧争取袁新开设野新哲学冶尧野救亡理
论冶野国际政治冶尧野世界革命史冶等新
课程遥 后来在野文理冶学院时期袁还增
设郭大力任教的叶政治经济学曳尧叶资
本论曳及叶近代经济学史曳袁使学院面
貌一新袁 在华南地区树起一面教育
革命的旗帜遥 林敬文还以勷勤大学
学生代表资格同广西大学学生会负
责人靳为霖等搞野北山会演冶袁从而

推动了梧州地区的学运遥
1937 年寒假袁学院组织回乡宣
传队袁 任命林仲达教授为高州地区
宣传队队长袁 梁薄尧 林敬文为副队
长袁林敬文兼廉江分队队长袁在廉江
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将野殷富捐冶
转嫁给全县人民的 叶告廉江同胞
书曳袁向贪官污吏投去了第一枪遥 国
民党反动派又气又恨袁 说林敬文是
共产党袁要实行扣押袁因县长梁麟坚
决反对而作罢遥
1938 年 5 月间袁林敬文回廉江
同黄存立等筹备到八月成立 野廉江
青年抗敌同志会冶袁他被选任为总干
事袁 为重建廉江党组织打下了思想
与组织基础遥 6 月袁野抗大冶毕业的陈
哲平尧洪劲夫尧马特士尧董世扬尧梁锡
琼尧 张惠良等学生组成来廉江工作
组袁 并把其中的 4 位共产党员组成
党支部袁 受省委派来廉江领导抗日
救亡运动及建党遥 7 月由洪劲夫介
绍林敬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不久又
由林敬文介绍黄存立加入中国共产
党遥 8 月袁组织派林敬文北上延安学
习袁 到广州是尹林平代表廖承志接
见遥 说武汉沦陷袁广州吃紧袁北上有
困难袁 安排他回抗日将领张炎那里

工作袁在高州他与阮明尧林林接上关
系袁 任张炎乡村工团廉江分团团长
渊后改为七区战工队第五队队长冤袁
林敬文回到廉江负责重建廉江党组
织工作遥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袁发展了
50 多个党员袁 建立了工人支部 1
个袁农民支部 4 个遥
1939 年 7 月袁在廉城建立中共
廉江县委的会议上袁 认为林敬文在
廉江野太红了冶渊即已暴露冤袁作了撤
退的决定遥 1940 年袁林敬文接受中
共党组织决定袁 返回广东文理学院
渊已迁粤北连县东坡冤复学并任学院
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遥 1941 年因回
不了粤北袁 西江特委派唐章去核对
了野政治传达冶及林敬文在南路的情
况袁弄清了同周楠尧温焯华关系后袁
接收了林敬文的关系袁 建立了中共
梧高教师支部袁李超任支部书记袁林
敬文为宣传委员遥 1943 年春袁因粤
北省委机关被破坏袁 林敬文回廉江
不能自带组织关系袁 由中共廉江县
特派员安排他在廉中任教袁 负责统
战工作遥 林敬文通过主编校刊叶文化
刍声曳尧编写抗日戏剧等手段在抗日
救亡运动尧培养革命骨干尧做国民党
上层人士工作等均立下卓越的功

—何 靖 国
救 火 烈 士——

渊图为何靖国袁资料图片冤
何靖国袁 男袁1995 年 1 月生袁
廉江市横山镇下路村人袁2012 年
12 月入伍袁共青团员袁生前是成都
军区第 14 集团军某摩步旅 3 营
机枪连四班副班长袁上等兵遥
2014 年 5 月 24 日袁连队接到
扑火任务后袁 考虑到何靖国脚踝
负伤肿大行动困难袁 医生建议不
要参加剧烈运动, 指导员马悠想
让他留守营地遥 野当两年兵一次重
大任务都没参加过袁 我不想留下

遗憾浴 冶何靖国软磨硬泡袁最终指
导员答应了他的请求遥 昼夜奋战袁
脚痛了他就用毛巾紧紧裹住减轻
病痛袁 站不住了他就单腿跪在地
上继续奋斗袁 一次又一次往返于
开挖隔离带尧上山送水尧扑灭隔离
带明火现场遥 一根锋利的树枝戳
穿了他的战靴袁捅出一个口子袁大
脚趾顿时裸露出来袁 战友们看到
后袁 和他开起玩笑院野谁的脚趾出
来透风了浴 冶他呵呵一笑说院野这是
给战靴最好的耶军功章爷浴 冶
野他总是主动把自己的干粮
和水让给新战士袁 宁愿自己没有
吃饱也要让战友填饱肚子袁 鼓舞
他们继续战斗袁 还不忘在艰难困
苦时用笑容和开心的段子化解大
家的疲惫 袁 是大 家心中的开 心
果遥 冶战友回忆说遥 腿上的伤似乎
没有带给他任何影响袁 何靖国和
一个老兵一直为大家开路遥 新兵
看他手上起了很多泡袁 就上前送
手套给他遥 他对新兵说袁你们抱树
枝也很辛苦袁不用了遥 看见新兵累
了就让他们去休息袁 自己却一直
在工作遥
战友吴德超说袁到了晚上袁大

家又饿又冷又渴又困袁 何靖国就
组织大家一起唱歌袁 用歌声化解
疲乏遥 在山上的几天里袁他总是主
动把 自己的干粮 和水让给新 战
士袁 还不忘用笑容和开心的段子
化解大家的疲惫袁 战友们都称他
为 野开心果冶遥 5 月 27 日 18 时左
右袁天下起小雨袁部队开始向安全
地带转移袁 他主动申请担任连队
火场观察员遥 在和其他两名列兵
担任火情观察任务时袁 突遭雷暴
天气袁 他仍不忘把战友的安全挂
在心上袁 嘱咐两名战友按命令先
转移到较安全的区域袁 自己在后
面组织转移遥 在帮助战友转移过
程中袁不幸被雷击中袁年仅 19 岁
的他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遥
在战友们眼中袁 何靖国是大
家的好教员尧好班长尧好大哥袁在
他身上体现着 90 后军人的优秀
品质遥 工作中袁他严于律己袁爱岗
敬业袁认真工作袁积极履行副班长
职责遥 参加教育认真学习袁搞好课
后讨论袁 把自己的心得告诉身边
的战友袁是战士们心目中的野好教
员冶遥 训练上袁刻苦耐劳袁成绩优
异袁 五公里武装越野 22 分钟尧手

榴弹投远 50 米尧战术基础动作 17
秒袁在连队名列前茅遥 作为副班长
的他袁主动帮带成绩落后的同志袁
是战士们心目中的野好班长冶遥
生活中袁关心爱护战友袁主动帮新
战士排忧解难袁 使战士们感到家
的温暖袁班里有战士感冒发热袁他
就主动陪护袁给病号倒水打饭袁帮
他们站岗执勤袁 是战士们心目中
的野好大哥冶遥 2013 年 10 月袁何靖
国向连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遥 他
用青春书 写了军人的 使命和 荣
誉袁 用热血展示了军人的铮铮铁
骨遥
2014 年 5 月 27 日,在云南省
安宁市青龙街道森林火灾执行清
守任务时不幸牺牲的廉江籍烈士
何靖国的骨灰袁 在 6 月 6 日送回
到家乡廉江袁英雄英灵魂归故里遥
在烈士何靖国家乡横山镇下
路村袁时任市委常委尧人武部政委
段卫东袁 副市长罗岗和横山镇领
导班子尧 学生在这里等候烈士何
靖国的归来袁并举行庄严的仪式袁
寄托哀思袁送英雄最后一程遥

绩遥
1944 年冬袁参加南路人民抗日
武装起义后袁 县特派员安排林敬文
带领一支骨干队伍挺进敌后的新塘
建立新塘尧 后塘仔地区的敌后抗日
根据地袁成立联防区委员会袁他被选
为主任遥 尔后袁林敬文又被任命为廉
江县民主政府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遥
为建设敌后根据地尧建立民主政权尧
为军民团结抗战袁 夺取最后胜利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遥 1945 年秋袁国民
党大军压境袁 联防区领导人要撤出
根据地袁 他由林克武联系撤入广西
北流隐蔽遥 是年冬转入横县中学任
高三语文袁 救亡工作也搞得热火朝
天袁深得学生爱戴遥
1947 年春袁经当地知名人士推
荐袁 组织同意调他到横县校椅西北
中学任校长袁掩护大批同志袁颇得师
生的尊重遥 是年秋袁林敬文奉命调往
粤桂南边区工作遥 他遵照广西省工
委书记钱兴同志的指示袁 宁可牺牲
自己袁也要顾全大局遥 为不影响横县
的起义工作袁推迟了撤离时间袁让所
有同志都撤走后才动身回廉江任南
路游击区廉江县副县长袁 统战委员
会主任尧中共廉江县委尧粤桂南行政

督导处督导员尧 粤桂边纵接受委员
会秘书长遥 在此期间袁凭他在知识分
子中的威望袁 在全县范围内出色地
做好了统战工作袁还在野青训班冶任
职支部书记及任教袁 在培养一批又
一批干部中花了不少心血袁 被誉为
野林夫子冶遥
解放后袁 林敬文奉命代表粤桂
南地委到广西玉林尧陆川尧北流尧容
县等地指导接管工作遥 新中国成立
后袁历任湛江市文教局局长袁高雷地
区人民法院院长尧 兼地委土改办公
室主任尧地委镇反办公室主任尧中共
粤西区党委文化干校副校长袁 粤西
行署文教处副处长遥 1956 年调任广
东省委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兼
高校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遥 反右后袁历
经坎坷袁以铮铮铁骨和顽强意志袁经
受了严峻的考验遥 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袁终于得到了野三恢复冶袁还取得了
野老红军冶的光荣称号遥
1980 年袁林敬文任广东省粤剧
院副院长袁1984 年离休袁 但他深感
蹉跎嗟逝水袁甘挥余热写春秋袁职休
人不休袁 在同疾病作顽强斗争的同
时袁 潜心写作袁 以满腔热血撰写史
料遥 1991 年林敬文病逝于广州遥

—林 敬武
南 路 烈士——

渊图为林敬武袁资料图片冤
林敬武渊1920.3-1946.1冤袁男袁汉族袁
廉江市石颈镇葛麻坝村人袁1939 年 9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袁历任中共葛麻坝支部
书记尧廉江中学支部书记尧石颈抗日游
击中队长兼指导员尧龙湾抗日游击中队
指导员尧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三团一营
政委尧1945 年 10 月编入西征团 渊老一
团冤任二营政委袁1946 年 1 月 16 日牺牲
于广西区防城县六市竹叶坳遥
林敬武十六七岁就放弃家中优裕
生活袁投身革命洪流袁参与廉江青年抗
敌同志会的筹组和建立袁加入南路抗日
学生队袁建立中共葛麻坝支部要要
要这是
廉江重建党组织后发展起来的第一批
支部之一遥1944 年他毅然放弃在广东国
民大学深造的机会袁 参加抗日武装起

义袁建立了石颈抗日游击中队袁后又率
领队伍北上长山袁转战三合袁挺进龙湾尧
雅塘袁西征十万大山袁为广东南路尤其
是廉江的解放事业谱写了不朽的英雄
业绩遥
抗日战争时期袁 林敬武等革命先
辈利用鉴江庙的有利条件袁 向村民宣
传抗日主张袁发展地下党员袁并举办夜
校袁开设农民识字班等袁使其成为当时
的秘密交通联络站遥
1946 年 1 月 16 日袁林敬武率杨德
连在地势险要的竹叶坳正面与国民党
军队 300 余人交战袁 保护西政军主力
转移遥 激战竟日袁至午夜时分袁我军弹
尽粮绝遥 林敬武果断命令滚石狙击遥 过
了一会儿袁敌群又渐渐逼近山头袁离营
部只有一百多米了袁 同志们建议掩护
林敬武从山沟撤出袁 但他一定要和大
家坚守阵地遥 敌人如潮水般涌上来袁离
营部只有五六十米了袁 林敬武从容不
迫地盖上被子袁打着手电袁写好信袁然
后命令通讯员 连生从唯一的缺口冲
出袁把信交给老一团团长黄景文遥 几分
钟后袁敌人的炮火封锁了山头袁林敬武
组织最后一次冲锋袁 敌人火力集中射
向林敬武袁林敬武倒在血泊之中袁英勇
牺牲袁时年仅 26 岁遥

—戴 桂 珍 与 戴 少 莲
廉 江 英 雄 姐 妹 花——

渊图为戴桂珍与戴少莲袁资料图片冤
在山清水秀的廉江袁 一年一度
的山花开放在坡岗上袁白的尧红的尧
紫的噎噎老一辈革命者每当看到这
些朴实可爱的山花儿袁 就会联想到
那两个如花的生命遥 至今袁当地仍传
颂着一对年轻姐妹坚贞不屈尧 视死
如归的革命故事遥
回放 生与死的轻易抉择
1948 年 1 月 23 日袁 呼啸的北
风席卷着廉江的上空袁 一对革命姐
妹被敌人押上了刑场遥
野再好好想想袁 好汉不吃眼前
亏浴 你们还年轻袁 再给你们一个机
会袁如果噎噎冶敌人妄图用生与死的
选择来动摇她们的革命信念遥
这对姐妹深情地对视袁 用目光

进行着心声的交流院 在革命队伍里
共同战斗袁 建立起来的姐妹手足情
谊袁多么希望能再并肩战斗下去袁迎
接解放的那一天啊浴 但是袁 没有牺
牲袁怎么赢得胜利钥 无数倒下去的烈
士袁正是为了人民明天的幸福袁勇敢
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遥
野姑娘袁真不怕死钥 多可惜呀浴 冶
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说着就伸手去
托两位姑娘的下巴遥 姐姐把头一歪袁
咬住这家伙的一只手指头遥 妹妹灵
机一动把脚一横袁敌人野哇冶的一声
被绊倒在地上袁来了个野四脚朝天冶遥
野杀浴给我杀浴冶恼羞成怒的敌人
破口大骂遥 姐妹两人昂首挺胸袁高声
说道院野杀死我们姐妹袁 还有千千万
万的姐妹站起来袁 共产党是杀不绝
的浴 冶
枪声响起袁两姐妹倒在血泊中袁
唇角那抹灿烂笑容袁 既是对敌人的
蔑视袁 也是对共产党未来的信心与
憧憬遥 那一年袁姐姐戴桂珍才 19 岁袁
妹妹戴少莲仅 16 岁遥
追忆 小小年纪投身革命
今天的廉江市三角塘村位于良
垌镇东北面袁辖三角塘尧黄泥涌尧横

槎尧石头塘尧回江尧后背涌等 6 条自
然村遥 全村共 407 户袁总人口 1902
人遥 全村已实现村村通水泥路袁建起
了文化楼尧文化广场尧休闲庭袁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得如火如荼遥 而 64
年前袁就是在三角塘村袁正是英姿勃
发尧 豆蔻年华的戴桂珍和戴少莲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 从此走上
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道路遥
戴桂珍与戴少莲是廉江县平坦
渊今良垌镇冤三角塘村人袁出生在贫
穷家庭袁受尽剥削阶级的压迫遥 她们
性情投合袁志趣一致袁从小便结成一
对要好的姐妹遥 1947 年袁上级党组
织决定到三角塘一带开展组织群
众尧发动群众尧与地主恶霸斗争的活
动遥 尚在念书的桂珍和少莲主动向
当时党组织负责人要求参加革命工
作遥 她们与敌人斗智斗勇袁为了完成
任务袁有时化装成打柴的袁有时化装
成走亲戚的袁有时化装成看牛的袁串
村过岭袁跋山涉水袁风雨无阻地给革
命组织送情报袁 从没把上级交给的
任务耽误过遥 不久袁由于任务繁重袁
她俩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袁主动辍学袁
从事专门的交通情报工作袁 终于从

小儿外科位于妇幼保健院3 号楼七楼, 是医院重点发
展的科室之一袁也是我市乃至周边市尧县为数不 多的小儿
专科科室袁主要开展业务有小儿泌尿外科尧小 儿腹部普外
科尧小儿骨外科及新生儿科遥 为适应小儿外科的持续发展
及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尧疾病确诊率袁医院引进了 层流手术
室尧先进 的小 儿 麻醉 机尧小 儿 呼 吸 机尧奥 林 巴 斯 小 儿 腹 腔
镜尧三维彩超尧数控小儿空气灌肠机等先进设备袁专业的疾
病诊断和治疗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遥
小儿外科成立至今已成功开展小儿外科手术数千台袁
在粤西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袁创造了廉江市 多个第一袁特别

小小少年成长为重要的交通员遥
斗争 面对敌人大义凛然
1947 年 12 月 26 日袁 北风怒
吼袁尘土飞扬袁在廉江平坦通往吴川
塘缀的路上袁 两位年轻的小姑娘被
强迫把 3 位革命烈士血淋淋的头颅
捡起来袁 并装进一个大猪笼里袁在
240 多名荷枪实 弹的 敌人 押送 下
野游村示众冶遥 两姐妹脸上大义凛然
的神情让在场的群众洒下了悲痛的
泪水遥
原来袁1947 年 10 月 10 日袁中
共中央公布叶中国土地法大纲曳后袁
廉化边野斗地主袁分浮财冶运动随即
兴起袁 桂珍和少莲积极投身到运动
中袁 组织群众强令地主交出枪支和
粮食袁 并把斗争果实分给群众和送
给部队遥 1947 年底袁那些流寇尧兵痞
组成了野还乡团冶袁在国民党保安队
的配合下袁向游击区反扑遥 村里地主
勾结国民党队伍袁 组成 250 多人的
野还乡团冶袁 于当年 12 月 11 日卷土
回乡袁实行阶级报复遥
事出突然袁情况紧急袁碰巧当地
党组织负责人不在村里遥 桂珍和少
莲马上召集农会干部和民兵袁 作出

是小儿腹腔镜手术袁为廉江独家袁多种小 儿外科疾病及 手
术术式为廉江市首例袁其中包括小儿阴茎整形渊隐匿性 阴
茎矫形术尧先天性尿道下裂卷管成形术尧阴茎弯曲矫正术
等冤尧先天性肛门闭锁渊低位冤肛门 1 期成形术尧先天性肛门
闭锁渊高位冤1 期造瘘术尧Pena 术及造瘘回纳术尧先天性巨结
肠经肛门 Soave 巨结肠根治术尧先天性膈疝修补术尧新生儿
肠闭锁尧先天性幽门肥厚尧坏死肠等袁均取得成功 袁随诊 生
活质量良好遥
医护人员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尧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尧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尧广东 医科大学附属 医

了撤退计划袁 一方面派民兵把两户
地主家属送到化县笪桥看管起来袁
一方面组织群众撤离村子袁 疏散村
民袁做好了对付敌人的种种准备遥 几
日后袁 两姐妹随化南区中队转移到
西埇村遥
敌人发觉化南区中队的行踪袁
第二天 5 点光景袁 敌军大队人马就
把西埇村包围起来遥 连长和乡长带
领战士们从村北面突围袁 但由于敌
人用机枪把守住路口袁 只有少数战
士冲了出去遥 桂珍和少莲夹在村民
中间袁退到村西北的经世公祠里遥 敌
人重重包围了祠堂袁 桂珍和少莲不
幸被捕遥 对着穷凶极恶的野还乡团冶
头子戴鸿炯袁她们毫无惧色袁大声痛
骂敌人遥 于是袁血腥的一幕出现了遥
国民党反动派抓到这两个曾把
他们搞得昏头转向的女交通员袁既
如获至宝袁又恨得咬牙切齿袁在狱中
对她们百般折磨袁 企图从她们口中
得到共产党的秘密遥 但这两个小小
年纪的女交通员袁 却以坚强的革命
意志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袁 敌人
的阴谋一次又一次地被粉碎遥
敌人气红了眼袁 以严刑拷打袁

野金木水火土冶五种刑罚袁轮流施行袁
把两姐妹打得皮开肉绽遥 可这两个
年轻的小姑娘连一声呻吟也没有袁
只是一个劲地痛骂敌人遥 一计不成
用二计袁 敌人又派了个自称是国民
党的副官和一个野说情人冶袁带了许
多礼物到桂珍家上门野求亲冶袁要桂
珍的老父亲去劝说桂珍 野走新路
子冶袁 让她可以做副官的姨太太袁可
以享荣华富贵遥 面对敌人的无耻行
为袁 桂珍的父亲坚决地回答院野我生
得女儿身袁 摸不着女儿心遥 要横要
直袁你们找她去浴 冶
一切手段都使出来了袁 敌人就
是不能从桂珍和少莲身上得到半点
有用的情报袁终于袁敌人的耐性耗完
了袁桂珍尧少莲等 10 名革命同志被
押送到化县良光圩袁 敌人决定用这
些鲜活的生命来野杀一儆百冶遥 枪声
响起袁9 名革命者倒下了袁但站在最
前头的桂珍却没有倒下袁 敌人阵阵
惊愕遥 这时候袁巍然挺立的桂珍瞪起
两只仇恨的眼睛袁 目光灼灼地厉声
道院野牛骨头袁朝我开枪浴
渊本版资料由市新闻中心与湛
江诚网联合整理冤

院等上级医院小儿外科专业进修学习袁并有良好的合作关
系袁作为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尧中山大学孙
廉江市人大常委会逸仙纪念
医院的技术指导点袁小儿外科所采用的手术术式是目前较
廉江市新闻中心 宣
先进的手术术式袁 特别是小儿腹腔镜手术具有手术安全尧
切口小尧创伤小尧出血少尧恢复快尧术后美观等优点袁并结合
小儿多动尧不配合的特点袁采用静脉全麻及切口 皮内缝合
渊免拆线冤等技术袁深受广大患儿家长的好评遥
渊作者系中共廉江市委党校副校

长尧政法讲师冤
小儿外科服务热线院渊0759冤660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