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长白山追打到海南岛! 历史在枪炮声中隆隆
前进"

抗战中丢了国都有陪都! 这一刻若不是还有个海
岛台湾!只能流亡国外当寓公的蒋介石!无疑会感到中
国实在是太小了"

而半个世纪后! 回顾这场跨海之战的海南岛战
役!也就有了当初谁也掂量不到的分量"

广西战役还未结束!已经有些病病怏怏的林彪!

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就转向海南岛了"

!"

月底!当初四野南下先遣兵团的两个主力军!

先后进至雷州半岛"

船是个大问题

李树基老人说#到雷州半岛后!我们民运部的任
务是发动群众!搞船$$$没船怎么打海南岛呀%

我们住在安铺镇海边一个叫&上甘圩'的渔村" 海
上水天一色!连个船影也没有" 村子里冷冷清清的!青
壮年都跑光了!连年轻妇女都少见!推门进去!家家户
户除了老人!就是孩子" 见到你!瞅一眼!就扭过头去!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就像没你这个人似的" 说话也听不
懂!人家也不跟你说话!你说什么人家就摇头摆手!顶
多说个&摸八个'(不知道)!问什么都是&摸八个'" 路上
见个人!心里琢磨着刚想凑过去!人家扭头走了!像躲
麻风病人似的"

警卫员李树春! 吉林扶松人!

!#$%

年就跟着我!

特机灵"在街头见个卖花生的老人!会几句普通话!就
买

!

斤花生!跟人家套近乎"老人告诉他!村里头前些
日子回来个共产党!是广西

!&

万大山里的游击队员"

乐颠颠见到这个人!那话还是一句听不懂" 我急
了!拿本书跟他比画!意思是你识不识字!他点点头"

我乐坏了!把个本子一撕两半!一人一支笔!在盏煤
油灯下笔谈了一夜"

他告诉我! 老百姓是欢迎大军快点打下海南岛
的!国民党禁海!不打垮国民党!大家不能出海打鱼*

做生意" 国民党撤退前宣传!说共产党来了!要抓渔
民当炮灰" 大军来了真就抓船抓船工!大家就害怕*

反感了" 农民离不开土地!船是渔民的命根子呀+

$'

军先到雷州半岛! 抓些船和船工" 我们军是
!!(

师先到的!也抓上了"知道这样做不对!可大家着
急呀!没船怎么过海呀" 就你抓我也抓!先抓到手里
再说"

我说老百姓的日子挺苦呀!有的好像都没隔夜粮
了"这地方一家人一天的花销得多少%当时我就想!在
广西打白崇禧得那么多银元! 能不能拿出来救救急
呀% 人家老婆孩子吃不上饭!怎么帮你渡海作战呀%

他说!一天一块大洋!会过日子的人家能过得挺
好!不会过日子的多少也不够用"

我说!这些船工都跑哪儿去了% 那船怎么连影儿
也见不着呀%

他说!小船都沉到海里*藏到芦苇里去了!大船
大都让国民党抢到涠州岛去了! 还有一些跑去广州
那边了!听说打仗不敢回来了" 有人就有船!有船就
有人!找到船就能找到人!找到人也能找到船"

我觉得这些情况很重要! 应该立刻向军首长汇
报! 要马上停止抓船抓船工! 要解决船工的实际困
难!给予出工补贴!和地方联手征集船只!动员船工"

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

月初涠州岛也打下来
了!夺回

'&&

多只大船!有的一只就能运载一个连!大家
说这回打海南岛可不愁没船了,,,其实还差远了呢"

虎变蛟龙

第一次见到大海!东北人的粗喉咙*大嗓子!就吵
吵巴火地欢呼着*惊叫着#&这大海怎么是蓝的呀% 这海
水有几个人深哪% 是天大!还是海大呀% '

有人脱下鞋! 卷起裤子就往里走! 一个浪头打
来!噗噗抹着头脸!喊叫着这海水怎么这么咸呀"

许多人不信!都上前捧起喝" 有人喝一口不信!

又喝一口!咂咂嘴!认定没错!就说有没有甜的% 也就
愈发惊异而迷惑地瞪大了眼睛"

从冰天雪地的东北!打到青山绿水的江南!不服
水土的&东北虎'!成了病虎*饿虎"

翟文清老人说#

(&!

以上的官兵! 是第一次见到
大海!那不到

"&!

中!比较多的是像我这种的!&八-
一五'后坐船闯关东!算是见过大海" 再一种是解放
战士!有些也是从海上闯关东的!他们乘军舰!我们
坐帆船" 还有就是在海边长大的!极少!哪个连有一
个!那就成宝贝了"

张实杰老人说#当时最担心的!是这木船究竟能

不能打军舰呀% 那时连军舰什么样儿!也没见过呀"

正没谱呢!我们团
$

连副排长鲁湘云!带只船跟敌舰
干了一仗"

鲁湘云是湖南人!解放战士!好像是三下江南时
解放过来的" 他是被抓壮丁抓去的!他说他父亲是红
军!他要当八路" 这是红军子弟呀!那还能不要吗

)

这人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白净脸!憨厚!还机
灵!打仗勇敢" 离休前是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团长"

"

月
"!

日傍晚!

"

营几只船在大方岛南边海练!

风停了!别的船摇橹回去了!他那只船上没橹!只有抛
锚等风了" 第二天拂晓风来了!敌舰也来了!小山似的
压过来"这是只小帆船!船上只有

#

个人!

!

挺机枪!一
支枪榴弹筒!

$

支冲锋枪!

'

支步枪" 风高浪急!炮弹不
时从头上掠过!在周围爆炸!篷绳和锚车被打断了!舵
也打坏了一块" 敌人以为小船不行了!站到甲板上叫
喊缴枪投降!想把小船拖回去" 看到敌舰进至

*&

米左
右了!鲁湘云一声&打'!船上火器同时开火!几个敌人
栽进大海" 敌舰慌忙摆脱小船!一边开炮!一边开足马
力冲向小船!想把小船撞翻撞碎" 这时小船正在上水
上风头!鲁湘云瞅准时机!命令舵手扳舵!就在敌舰距
小船不过

'&

米的工夫!一排手榴弹抛上敌舰!把高射
机枪都炸歪了" 小船上无一伤亡!大家觉得挺过瘾!还
等着敌舰再回来!哪知它却拖着浓烟开走了"

!"

年红旗不倒

!!(

师宣传队宣传员卞国泰!登岛后在临高角老乡
家的墙上! 看到敌人刷写的大标语#&有人捉到冯白驹!

一两骨头一两金
+

'

冯白驹是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

冯白驹是琼山县人!海南岛第一代共产党人!中
共二大代表"

!#"%

年任琼山县委书记!组织一支
"&

余人的短枪队!坚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周恩来曾经说过#&冯白驹同志是琼崖人民的一
面旗帜" '

毛泽东说#&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的地方!一
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 '

而渡海作战的官兵!特别是头两批偷渡的官兵!

则是两个&有底'#一是靠岸了!登陆了!脚下有底了!

心里就有底了" 二是金门岛是国民党的天下!海南岛
有琼纵接应*配合!那可是大不一样!心里有底呀"

偷渡也是冯白驹提出来的"

当四野大军狂飙万里地一路南下!紧跟其后的接
收大军忙不迭地接收一座座城市时!琼崖纵队还在艰
苦卓绝地进行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像钻进铁扇公主肚
子里的孙悟空!搅得敌人不得安宁" 而且比之远道而
来的四野官兵!他们显然更熟悉岛情*海情"已被实践
证明极有战略眼光的偷渡!几乎是非来自琼纵不可的
,

有当时并未参加渡海作战的人! 后来说偷渡是他的
主意

-

" 彼此内外结合!优势互补!可谓缺一不可"

当年参加渡海作战的四野老人!都念念不忘琼纵"

张仲先老人说#偷渡上岛后!来接应我们的是琼
纵

!

总队的两个团" 一见面!欢呼呀!跳跃呀!拥抱
呀!中国人哪有拥抱这种礼节呀" 可那时一下子就抱
住了!激动得流泪呀" 说话听不懂!我们就能听出&大
军'两个字!我们讲什么他们也听不懂!呜哩哇啦地
比比画画!像群哑巴" 可那时还用得着什么语言吗

)

彼此就是一个心情#可见到你们啦
+

从抗战打到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多少
次和兄弟部队会师!没有像琼纵那么亲的"

第二批偷渡的翟文清老人说#我们登陆后!在文
生村被敌人包围了" 打了一天!捉到俘虏!说敌人援
军快到了!必须马上突围"我带

%

连*

(

连从阵地上撤
下来!机枪端着!子弹上膛!手榴弹环挂在手指上!向
北突!又向东插!再向南奔五指山" 速战*猛打*猛冲!

杀开一条血路!俘虏也不抓!可伤员不能丢呀" 来接
应我们的琼纵!把伤员全包了" 卫生员全是女的!背
着*抬着伤员跑"

琼纵一大特色是女兵多!卫生员*炊事员和各种
勤务人员全是女的!战斗连队也有不少" 子弹飞!炮
弹炸!不管不顾!救护伤员!不慌不忙!个子不高!想
象不出哪来那么大的力气" 打了那么多年仗!枪林弹
雨中!从未见过那么多女兵"

偷渡

$&

军
!!(

师
'*"

团
!

营的
!$

只帆船!在黑漆漆
的大海上乘风破浪! 基准船船尾的红灯在风浪中闪
亮" 这是

'

月
*

日!攻琼部队组织的第一次偷渡"

!

营在山东抗战时就是主力! 到东北后更是越打

越有名!四保临江被辽东军区授予&铁拳'称号!辽沈
战役打锦州是尖刀"

第一次!谁心里也没底" 以苟在松为首的
(&&

壮
士!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以一种赴死的决心登船的"

!%

时
'&

分从灯楼角起渡!预计拂晓前在海南岛
西岸儋县的白马井*排埠附近登陆" 午夜时分已行进
"&&

余里!挺好的东北风渐渐弱下来!快拂晓时一点
风也没有了" 灯光下!大海平静得像面镜子!这时距
登陆点还有

!&&

多里" 当即摇橹划桨!连铁锹*木板*

枪托和饼干箱的板子!都伸进水里划起来!船队仍以
每小时

.

海里多的速度前进"

天亮了!船队暴露在海面上!官兵们拼命地划呀
划呀!没想到敌人赶来帮忙了"

#

点多钟!从新盈港方向驶出
!!

只帆船!向船队
迎来"后来得知!是敌一副县长带领的保安团"这时空
中出现

$

架敌机!盘旋一阵子开始投弹!岸上敌炮也
开火了" 苟在松下令不准还击!按照预定计划伪装成
渔船迷惑敌人!只是全力划船!向敌船靠去"

!

号基准
船首先从敌船右侧驶了过去!其余船只也紧紧跟了上
来!两边船只搅和在了一起" 岸上敌人停止射击!敌机
还在低空盘旋" 突见敌船上挂起红旗!他们也立即挂
起红旗!敌船换上白旗!他们就换上包袱皮" 敌机不明
真相!飞走了" 敌船心里有数!没胆!明白一交火准完
蛋!也就大气儿不敢出!只是在后边悄悄地跟着"

下午两点左右!船队到达排埠附近海面" 岸上一
个营敌人占领阵地!轻重火力向海面上扫来"

(

架敌
机飞临上空!轮番扫射*轰炸" 两艘敌舰也从后边赶
来!陆海空火力向他们倾泻" 有的船打坏了!就一边
堵漏!一边划船*射击"

基准船一马当先向岸上冲去!机炮连
.&

炮手赵
连有!

*$

发炮弹
*'

发在敌群中开花" 看得见水底的
泥沙了!张仲先下令跳船!抢占滩头阵地" 苟在松离
开船

"&

米左右时!那只指挥船就被炸沉了"

部队迅速抢占滩头!攻占几处阵地" 就在这时!

看到身穿蓝衣蓝裤的琼纵接应部队! 在敌人背后出
现了*打响了"

第一支利箭射中了"

天涯海角

国民党全线大溃退!共产党三路大追击"

$&

军在海口缴获
"&

多辆卡车!土八路还是铁脚板
思维!那么多人看着!也没想到坐车追击" 不知谁喊了
一声!说这现成的

!&

个轱辘多快呀
+

大家立刻醒悟*响
应行动!没有司机就去俘虏堆里找!还动员几辆民用汽
车"

!!(

师
'*$

团
'

营官兵!爬上汽车乐坏了#嘿
+

咱&东
北虎'插上翅膀了

+

那时都是第一次坐汽车! 把九二式重机枪架在
车顶上!轻机枪和冲锋枪手分列两侧!火箭筒和迫击
炮放在后边"

""

日晚
!&

点左右! 一支由
'&

多辆汽车组成的
&快速纵队'!风驰电掣驶上东路环岛公路"

凌晨
'

点多钟! 车灯光柱里! 路上横着几挺机
枪!一群敌人在路边喊叫着让停车" 这时就孤零零一
辆首车!车队未跟上来!停车危险!开枪暴露目标" 排
长雷全禄说&冲'!司机一加油门!汽车就颠簸着闯过
去了"

不久!又一群敌人拦车!都以为是自己的汽车来了"

后边车队还未上来! 一身敌军官打扮的侦察股长马辛
卯!下车喊#排队!排队上车" 队伍排列好了!车上官兵突
然从车厢板后边站起来!枪口齐刷刷指向敌人!大喊&缴
枪不杀'" 马股长命令他们把枪机卸下来扔车上!扛枪往
北走!自己去海口收容所报到"

随后一路上的俘虏!都照此办理"

郑需凡老人说#我们从海口追到三亚!又从三亚
追到天涯海角"

过了三亚!说前边还有敌人" 我说有没有敌人!

也不能在这儿歇脚!得去看看天涯海角"

过去听说&天涯海角'!以为是个成语!形容多么
偏远!都到天边海尽头了" 广西战役后!在南宁给韩
司令*解副军长买关于海南岛风土人情和海洋*海战
资料时!有本书介绍&天之涯!海之角'!心想世界上
还真有&天涯海角'这么个地方呀!觉得挺有意思"

老远就看到一堆巨石!先看到 &天涯 '!后看到
&海角'" 看着看着!脑袋就沉了!眼皮就黏了!那人就
瘫了!瘫在那沙滩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硬把我拖起来!说参谋
长找你"

我说你不把我弄醒!这一觉能睡到共产主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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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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