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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人物

王文宇：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见习记者 张期望

1933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独立师师长王文宇在原琼山县府城
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向为他送别的
同志留下遗言：“要革命就会有牺牲，
死而无憾！”

王文宇出生于澄迈县北雁乡（今
文儒乡）良田村的一户贫农家庭，深
知只有革命才能挽救劳苦大众于水
火之中。因此，他在26岁参加中国
共产党后，27岁就参加了叶剑英在
广州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学习，并于
1927年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组

织成立农民协会，动员青年参军，抗
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启幕后，王文
宇在政治及军事上的才能得到了施
展。从1927年到1931年春，他先后
担任起义军澄迈大队长兼教官、琼崖
工农革命军西路军营长、琼崖西路工
农红军营长、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团副
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二
团团长等职，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发
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到了1931年
夏，他正式就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
立师师长，在琼崖特委的正确领导
下，将琼崖工农红军队伍发展到
2000多人。

1932年 8月，国民党第一集团
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部向琼崖
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驻
地——琼东县（今琼海市）第四区
一带进犯时，正是王文宇指挥红军
第一团同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掩
护领导机关安全转移的。到了当
年 10 月，他又率红军第一团第一
营和师部警卫连突出重围，把敌军
引离母瑞山。

陈汉光得知红军突围的消息，急
忙调遣2000多人到乐会、万宁交接
的文魁岭一带堵截，红军伤亡惨重。
王文宇带领仅剩的60多名战士转入
深山密林，昼伏夜出，偷袭敌军，直至

弹尽粮绝。
时年12月底，他带领10余名战

士向白水磉山地转移，半途又遭敌军
伏击，腿部中弹，冲出埋伏圈后，因饥
饿和伤痛昏厥被捕。

有民间资料记载，当时，陈汉光
亲自面验时发现，王文宇周身只有驳
壳短枪、黑铜质师长证章和指北针等
物，便讥笑：“你贵为红军师长，身上
为何贫穷如此？”而他毫无惧色，回答
说：“革命者出生入死，身且难保，安
有余资？”

他一生清贫，最宝贵的财富就是
那份共产主义信仰。

（本报定城8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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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琼崖特委于 1929 年冬在母瑞山
创办了一所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重点培养红军基层干部。学员由红军各
连队及各县赤卫队、少年先锋队选送，三
个月为一期。学校的军事训练科目内容
主要依据步兵操典和游击战术进行训练
和演习，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党的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基本政治常
识。经过军政训练，红军学员的军政素质
得到了很大提高。 （陈蔚林 辑）

琼崖红军
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琼崖革命
先驱杨善集、王文明在这里点燃了革命火
种。这里曾创下琼崖革命史上的多个第
一：琼崖第一个中心革命根据地，中共琼崖
第一届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
琼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琼崖特委第
一次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琼崖第一部《土
地法》在这里颁布，琼崖第一所红军医院、
第一所红军军械厂、第一所琼崖高级列宁
学校在此创立，举世闻名的红色娘子军在
这里诞生，堪称“海南红色第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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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壮大，土地革命深入，琼崖的武装斗争进入土地革命全盛时期

红军独立师成立续写红色传奇
1930年4月召开的中共琼崖第

四次代表大会，根据当时形势作出
发动“红五月”军事攻势、恢复各级
苏维埃政权、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
发展和壮大红军力量等多项重要决
议，使处于低潮的琼崖革命迎来了
新的转机。

特别是“红五月”军事攻势所向
披靡，攻克县城 l座，摧毁民团据点
20多个，消灭了一批敌人，给国民党
带来沉重打击，同时令红军士气大
振。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一处处长
林夏介绍，到了当年8月，琼崖工农
红军独立团已经从初进母瑞山时的

130人，扩大到14个连共1300多人。
母瑞山也不再是最初的模样，形

成了东起新市、西至南闾、南起石壁、
北至岭口的琼崖革命中心根据地，军
械厂、红军农场、红军医院、红军剧
团、消费合作社、粮食加工厂等等应
有尽有，俨然一座新兴的小城。

崔开勇告诉记者，为了培养革命
干部，根据地里还开办了一所琼崖红
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由琼崖工农领
袖王文明、“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冯
白驹先后担任校长，设置理论课程和
军事课程，既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如何推进土地革命等，又培训射

击、投弹、夜战和游击战等，培养出了
一批讲政治、懂军事的革命干部。

这些成果，为落实中共琼崖第四
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壮大
红军力量，建立红军独立师”的决议
打下了坚实基础。

时不我待。琼崖特委在琼崖红
军独立团的基础上，统一组编各县
红军和赤卫队，于1930年8月在母
瑞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独立
师（后正式定名为第二独立师）。同
年9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筹备委员会，则发布了关于委
任梁秉枢为独立师师长、杨学哲为

政治委员的布告。
林夏介绍，独立师刚成立时下

辖两个团和1个独立营。第1团由
原独立团第1营和该地区的赤卫队
合编扩建组成，第2团由独立第2营
扩编组成，独立营则由乐万地区的
红军组成。后来，陵水红军第5连同
起义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5连合
编为1个营，不久便同独立营合编成
为红军第3团。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
生认为，独立师的成立，标志着琼
崖的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的全
盛时期。

红军独立师应运而生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见习记者 张期望

“1930 年 8月，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在母瑞
山成立，之后琼崖特委便应
革命妇女的强烈要求，决定
组建女子军特务连。”谈起
那段如火的岁月，定安县委
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崔开
勇十分感慨，“说是要招100
名女战士，结果有近800名
青年妇女报名参加选拔。
当时的琼崖，革命形势一片
大好。”

革命形势之好，一方面
体现在武装力量不断增强，
工农红军从迁往母瑞山时的
130多人发展到1300多人；
另一方面体现在苏维埃政权
不断巩固，9个县级苏维埃政
府（含县苏维埃准备委员会）
领导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土
地革命新高潮……

同在这个火红的8月，琼崖特委
召开了四届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
中共中央及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精神，
并作出“集中、扩大红军，加强地方暴
动，巩固老苏区、发展新苏区，首先夺
取与巩固东路各县，然后向西发展，最
后夺取全岛”的决定。

赖永生说，这次会议继续把工作
重点放在农村，放在“巩固老苏区、发
展新苏区”上，吸取了之前“左”倾盲动
主义的教训，考虑了琼崖革命的实际
发展情况，使琼崖革命得以沿着正确
的方向发展。

日渐清晰的发展道路，令刚刚组建

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很快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在琼崖特委的统
一领导下，独立师建立和健全了党委
制，师、团成立党委，营设总支，连有支
部，连队还有共青团组织。师、团均设
有政治委员，连也设有政治指导员，全
师党团员几乎占到总人数的一半。

独立师的军事和后勤工作也比
较健全。林夏介绍，独立师设有司
令部参谋处等军事指挥机关，负责
部队的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和管理
教育等工作。除打仗缴获的枪支弹
药和财物，各级苏维埃政府还从财
政收入中拨十分之三为红军购买枪

支子弹。红军干部及战士有了统一
的军服、军鞋。

尽管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
干部及战士的补给和生活费常常供应
中断，但向往革命、报名参军的人数还
是越来越多，长期受到压迫的妇女也
纷纷申请要随男子上阵杀敌。为了发
挥她们的“半边天”作用，琼崖特委决
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并划归红军三团
建制，引得数百名青年妇女争先恐后
报名，最终建立了世界妇女争取解放
斗争的光辉典范——红色娘子军。

赖永生说，独立师刚一建立，便向
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猛烈进攻：1931

年5月至8月间，红一团一举攻克琼
东最顽固的反动营垒——帝埇，使琼
东县第四、第五、笫六区连成了一片；
红三团在女子军特务连的协同下，成
功地在纱帽岭伏击了国民党乐会县

“剿共”总指挥陈贵苑率领的县兵和民
团；红二团也积极主动消灭了不少敌
人，扩大了苏区。

8月以后，独立师又采取游击战
术，在赤卫队和群众的配合下，先是
粉碎了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向苏区的
猖狂进攻，后在澄琼定边区四处打击
敌人，开辟了澄迈二区、琼山十九区
等新苏区。

琼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军事上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琼
崖土地革命。

赖永生说，到当年年底，全琼已
经成立县级苏维埃政府（含县苏维埃
准备委员会）9个，区级苏维埃政府58
个，乡级苏维埃政府更是多达380个。

此时，东、中、西各路苏区已然各
自连成一片，广大干部带领群众热情高
涨地斗地主、分田地、发展生产、支援前
线。苏区里，工会、贫农团、少先队、童
子团、雇农工会、妇女协会以及互济会、
反帝大同盟等各种革命组织和团体纷
纷成立……土地革命高潮迭起，全琼
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到近8000人。

红军武装斗争的发展，琼崖土地

革命的深入，全琼苏区范围的扩大，
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慌。
林夏向记者介绍说，1932年7月，在
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
同时，广东反动当局下了命令：由国
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
率3000多人，急速渡琼向琼崖苏区
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

从海口市海口港和澄迈县东水港
登陆后，陈汉光很快作出战斗部署：第
一团驻嘉积镇，第二团驻定安，第三团
随旅部直属队驻府城、海口，琼崖警卫
队、各县民团等地方反动武装也被发
动起来，以期分路驻扎、齐头并进。

林夏说，当时，陈汉光部采取“军

事政治并重，剿抚兼施”的方针，以
“迅雷疾风”的手段和“先攻要点”“重
重包围”“分进合击”“各个击破”的战
术，由北到南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
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
抢掠、焚烧、奸淫和屠杀，琼山、文昌、
定安、琼东、乐会、万宁……所到之
处，十室九空。

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琼崖特委
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各革命根据地军
民英勇抗击，保卫苏维埃政权。但是
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红军及赤卫
队虽拼死抵抗，仍然伤亡惨重，甚至
弹尽粮绝，无法继续作战，导致羊山、

儒郭山、儒万山根据地乃至琼东四区
一带先后被敌占领。

无数宁静村庄变成废墟，成千上
万的革命者家属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刚刚被旭日映红的琼崖大地又被白色
恐怖所笼罩。大敌当前，琼崖特委迅速
作出决定：除了留一部分红军配合赤卫
队在原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之外，
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
和军政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
连即刻向母瑞山根据地转移。

星火在最深的黑暗里往往更加
璀璨，母瑞山又一次以慈母般的怀
抱，守护她的琼崖革命儿女。

（本报定城8月14日电）

白色恐怖再次笼罩琼崖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铜塑《艰苦岁月》表现了琼崖红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琼海市阳江镇街头的红色娘子军雕像。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红军师部遗址纪念碑 本报记者 袁琛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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