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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人物

冯增敏：谱写世代传颂的巾帼传奇

火烧文市炮楼遗址

革命遗址

链接词条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是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位于琼海市嘉积
镇万石坡，由海南汇海旅业发展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纪念园由和平
广场、纪念广场、红色娘子军纪念馆、椰
林寨、旅游服务区等五个部分组成，占地
面积200亩。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位于琼海市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二
十
三
年

位于琼海市阳江镇文市墟文市小学院
内。1931 年，国民党在乐会县文市墟修筑
了一座炮楼，驻扎一个民团中队，中队长为
冯朝天。该炮楼切断了阳江至中原的交通
线，对乐四苏区构成严重威胁，附近百姓被
其骚扰盘剥，深受其害。红三团决定拔除
文市炮楼。9月间，红三团主力和红色娘子
军、赤卫队向炮楼进攻。红军和赤卫队通
过挖地道，将柴草送到炮楼底下，点燃熊熊
大火，并包围了炮楼。在烈火的烧烤下，团
丁们只好打出白旗，走下炮楼向红军缴械
投降，民团中队全部被捕，冯朝天也当了俘
虏。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

码上读

冯增敏 本报记者 袁琛 翻拍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写就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精彩篇章

琼崖巾帼 三战扬名
1924年，在当时的琼东县（今琼

海市境内）发生了震惊全岛的“冯素
娥抗婚”事件。尚在读小学的女孩冯
素娥为反抗包办婚姻，写拒婚书至当
时的《琼崖新青年》杂志发表，立刻引
起了当时众多进步人士支持。

“这充分表明，琼海妇女勤劳而
且敢于反抗，已经具备了革命的思想
觉悟。”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陈锦爱说。

要反抗，是因为当时的琼崖妇女
除了要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压

迫之外，还要受包办、买卖婚姻以及婚
后丈夫遗弃的痛苦。她们深知，只有
跟着革命队伍走，才有翻身之日。

中共琼崖特委听到了妇女的呼
声。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独立师成立，1931年3月，琼崖特委
批准先在乐会县创建“乐会县赤色女
子军”。队伍成立后，不仅乐会，就连
琼东、万宁等邻县的进步女青年也纷
纷提出要加入这支队伍。于是，琼崖
特委决定正式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并
划归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红三

团建制。
“英雄的、久经考验的乐会县妇

女们，拿起枪，当红军去，和男子并肩
作战。”当年4月，这份图文并茂的布
告在苏区各地市集、商店和祠堂一
贴，妇女们就奔走相告。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里，仅乐会县就有700多名女
青年“揭榜”，经严格挑选，100多名
女青年获批参军。

5月1日上午，乐会四区赤赤乡
内园村内练操场彩旗飘扬，一面鲜艳
的红旗在10多米高的旗杆上升起。

苏区周围群众早在前几天，以走亲
戚、赶集、放牛为掩护早早赶到现场，
红军独立师师长王文宇、政委郑大理
也专程从师部赶来见证。

当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
花登上司令台，从王文宇手中接过连
旗时，台下掌声雷鸣。

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才
雄说，这标志着，国内首支在土地革
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执行
作战任务为主的、单纯由妇女组成的
成建制武装队伍被写进了历史。

星火燎原，乐会妇女要参军

■ 见习记者 张期望
记者 陈蔚林

80多年前，一群
独立、坚强、勇敢的
琼崖女性，挣脱了命
运的枷锁，打破了封
建的牢笼，与男子一
同穿越枪林弹雨追
求解放，将“红色娘
子军”这个光荣的称
号，镌刻在世界妇女
争取解放斗争的历
史长河中。

近一个世纪以
后，当“向前进，向前
进”的歌声响起，我们
深情回望这片红色土
地，仍会为她们的精
神所震撼——她们用
鲜血和生命向我们证
明：战争，没有让女人
走开；历史，允许让女
人书写。 女子军特务连隶属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独立师第三团，是一支组织健全
的战斗连队。连队实行三三建制，全
连编制3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10名
战士，全连共计103人。除庶务员、挑
夫、号兵3人为男性外，其余均为女
性。后来，由于报名参加革命的妇女
越来越多，编制为两个排的女子军特
务连第二连也应运而生。

“在成立半年多的时间里，女子
军以三战全胜成绩，扬名岛内。”陈锦
爱将那段历史一一道来。

当时的琼崖东路重镇中原距乐
会四区革命根据地不过10公里远，
乐会县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苑
就带领几百人组成的民团武装盘踞
在那里。1931年6月，红三团决定将
这个威胁连根拔掉，由女子军正面阻
击，诱敌深入。

6月26日清晨，红三团和赤卫队
大批人马浩浩荡荡朝万宁县方向开
拔，在抵达万宁县四区的加任村后，
立即偃旗息鼓，在密林里隐蔽起来，
当天晚上，趁着夜色的掩护，又悄悄
返回了苏区。次日一早，陈贵苑以为
红军主力去了万宁，只有女子军留守
苏区，就立刻带领几百号人马，兵分
两路杀气腾腾地扑了过来。

没想到，陈贵苑的人马刚刚杀到苏
区，立刻遭到女子军的阻击。女子军且
战且退，很快将敌人诱入沙帽岭埋伏
圈。敌军被红三团和赤卫队的枪弹压
制，不仅队伍被红军击毙20余人、俘虏
70余人，陈贵苑也被活捉后判处了死刑。

沙帽岭战斗后不久，红三团决定
拔掉中原至乐会四区腹地交通咽喉处
的文市炮楼。经过侦查，红三团团长王
天骏决定从开阔地挖地道至炮楼下方

后火攻。为了麻痹敌人，消耗他们的子
弹，女子军特务连在地道开挖的同时发
起佯攻，一边战斗一边朝炮楼喊话：“团
丁们，投降吧！”“不投降就要烧猪窝、

‘蒸猪头’！”团丁们不以为意。
第四天破晓，地道挖到炮楼底下，

王天骏发出总攻命令，红三团和赤卫
队很快将柴火、煤油搬运到炮楼底下，
然后撒上干辣椒，用火点燃。随着火
越烧越旺，火苗和辣椒味很快冲进了
炮楼，熊熊大火把整座炮楼都烧着了。
在烟熏火燎之下，团丁们一个个鬼哭狼
嚎喊起来，捂着脑袋钻出来投降。

“其实，女子军还有一次战斗更威
风！”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负责人颜
书明告诉记者，1931年12月，驻乐会
四区的红三团被调到琼崖中路与红二
团会合改编，乐会四区由女子军特务
连留守。当时的乐会县民团头子王

兴志闻讯，立即带领100多名团丁进
犯，企图攻占苏区腹地文魁岭，捣毁红
军军械厂、弹药厂等重要军事重地。

军情紧急，女子军主动请战，得到
王天骏的支持。于是，女子军连夜开赴
文魁岭半山腰挖战壕、筑工事。第二天
一早，王兴志带领团丁分三路朝文魁岭
进犯。在岭下，团丁见无人拦击，以为
没人，个个得意忘形地往山岭上爬。

“让敌人近一点、再近一点！”当
团丁离隐蔽工事不到20米的时候，
庞琼花一声命令，呼啸的子弹密集地
射向了敌人。女兵陈月娥架起在沙
帽岭缴获的机枪，横扫直射，让敌人
根本无法靠近。王兴志带领的团丁
连续三次冲锋，三次均被击退，早就
溃不成军了。王兴志见势不妙，只好
带着残兵逃走。

这三战，打出了女子军的威名！

独立勇敢，女子军战场显威

“红色娘子军之所以能够激励
一代又一代人，不仅因为她们的胜
仗一个接着一个，更重要的是在大
敌当前时，她们为了坚守理想信念
敢于牺牲。”谢才雄说，在琼崖革命
低潮时期，女子军为革命作出了巨
大的牺牲。

1932年8月5日，为了掩护琼崖
党政军领导机关西上母瑞山，特委
决定让红一营和女子军在马鞍岭坚
守迎击追兵。在第二天的战斗中，
尽管敌人的炮弹不停地呼啸而来，
山岭下是黑压压的敌军，炮弹掀起

的泥土石块就砸在身边，但是女子
军全然不顾，继续战斗。子弹快被
打光时，当时已经是连长的冯增敏
命令女战士们每人留下一颗光荣
弹，其余子弹全部交给陈月娥，由这
名机枪手全力阻击敌人，其他人则
做好肉搏战准备。

在这场阻击战的最后时刻，王
文宇带领援兵赶到，将敌人的一次
冲锋打退后，命令女子军的10名战
士留下来坚守，其余女子军和红一
营向牛庵岭撤退。可8月6日晚，冯
增敏带领一个班的战士返回马鞍岭

阵地接应坚守战士时发现，留守的
10位女子军已经全部牺牲，个个鲜
血淋漓，周围尽是被摔断和砸碎的
枪支，身体却依然保持着和敌人搏
斗的姿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母瑞山突围战
中后，女子军干部庞琼花等人均被逮
捕，被关在阳江警察所监牢。发动第
二次反革命“围剿”的国民党第一集
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
问她们，想从她们嘴中套出红军的去
向，但大家均守口如瓶。

她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艰难

度日，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后才获得释
放。但她们的革命步伐并没有停下，
重获自由后，她们又以各种形式投身
到抗日救国的战争当中。

“在整个海南革命斗争的历史
中，无数妇女同志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她们都是受了红色娘子军精神的
感召。”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
员邢诒孔认为，“红色娘子军”这个称
号早已成为了展现海南女性坚韧不
屈的一个符号、一种荣耀。

（本报嘉积8月15日电）

历尽艰辛，血战敌军坚守秘密

■ 见习记者 张期望 记者 陈蔚林

1928年，年仅16岁的冯增敏在
家中找到哥哥留给她的两支枪，从此
带着复仇的怒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用尽一生谱写了世代传颂
的巾帼传奇。

冯家原有兄妹8人，哥哥冯增兴
和堂兄均是共产党员。冯增兴在革
命低潮时被国民党杀害，牺牲前告诉
妹妹，家中还藏有两支枪：“反动派杀
了我，还有你！”

1931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冯

增敏把长发剪短，摘下耳环，穿上军
装，成为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子军并
担任第一排排长。一个多月后，作为
女子连一排排长，冯增敏带领女子军
一排战士，与女子军特务连100多名
战士一同参与了沙帽岭伏击战，成功
将乐会县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
苑活捉。

火烧文市炮楼、拔除阳江等地据
点、文魁岭保卫战、马鞍岭阻击战
……从1931年加入女子军特务连到
1932年被捕入狱，升任女子军特务
连连长的冯增敏与女子军的战士们
一起，历经了一场又一场艰苦卓绝的

战斗。尤其是在掩护琼崖特委撤退
的马鞍岭阻击战中，女子军特务连在
冯增敏指挥下的顽强表现令人侧目。

1937年冬，冯增敏出狱后继续
参加革命活动，丈夫在战斗中牺牲
后，她把女儿寄养在别人家，义无反
顾地投入革命斗争，在后来的朝阳、
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琼海县妇联主
任等职位上继续革命工作。

“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家喻户晓，
冯增敏功不可没。”琼海市委党史研
究室原主任陈锦爱说，1956年，当时
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
在写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时，多次

采访时任琼海县妇联主任的冯增
敏。健谈、记忆力又好的冯增敏为刘
文韶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后
来，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在《解放军文
艺》上，引起热烈反响，被多家刊物争
相转载，并出版了单行本。从此，“红
色娘子军”的英名响彻岛内外。

令人惋惜的是，1971年9月，这
位谱写并助力传播红色娘子军故事
的女子军，在回乡的一个深夜突发肠
梗阻。因为地处偏僻乡下，门口河水
又突然猛涨，找不到渡船的冯增敏在
剧痛中抱憾辞世。

（本报嘉积8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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