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任琼崖红军游击队第五
支队长的陈英，在其《我的第二
个母亲》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一
位革命堡垒户“潭光妈”。

那是1932年秋，国民党重
兵包围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为
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陈英
率小分队连夜悄然下了母瑞
山。山下我党的地方组织已被
破坏，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呢？
陈英想到了“潭光妈”。两年

前，陈英曾和工作组来到琼山
县三江乡潭光东村，秘密住在
潭光妈家里。虽然时间仅半
年，但共同的革命目标让他们
建立了深厚情谊。

潭光妈是个在旧社会里受
尽苦楚的农村妇女，苦难生活使
她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
命，才能过上好日子。她把自己
唯一的女儿送去参加革命，女婿
在红军里当连长。

小分队日宿夜行，终于在第
六天深夜到达潭光东村。由于
一时与三江乡党组织联系不上，
小分队只好隐蔽在潭光山上。
潭光妈每天拂晓前给他们送饭
并传递信息。革命的需要，让潭
光妈必须尽快为小分队找到当
地党组织。潭光妈不顾生命危
险，化装成拾牛粪或探亲的样
子，走了十几个村子，好不容易
才找到区委。在她的支持下，小

分队积极活动，三江乡一带的地
下党组织恢复了，农民赤卫队重
新秘密组织起来。

不久，在一次进山汇报的
途中，小分队遭遇伏击。陈英
右腿受伤，连夜爬回潭光山，一
个人隐蔽在山里，这时潭光妈
成了他唯一的亲人。不管刮风
还是下雨，潭光妈每天拂晓前
都来送饭和换药。他的伤口化
脓流水，潭光妈很焦急，冒着生
命危险到海口买到几瓶双氧
水、1 盒九一四药膏和 1 包棉
球。终于，在她的精心护理下，
陈英的伤口慢慢愈合，顺利回
到了革命队伍。

英雄母亲“潭光妈”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山不藏人、人藏人

“1933年4月，冯白驹从定
安县母瑞山突围回到琼山老区
之所以能重开革命的新局面，主
要依靠上百成千的‘堡垒户’和

‘老屋主’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
持。”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许
达民认为，这是最能体现我党我
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历史
时段之一。

琼崖纵队老战士李汉在
《艰难的历程》中回忆了那段历
史——有一夜，他们到礼让村
找老屋主陈献丰，请他帮助寻
找失散同志并解决吃饭问题。
消息传开后，第二夜李汉到村
里时，差不多每户都预先做好
饭菜放在伙房里，等他们去
吃。后来敌人用刺刀赶着老百
姓搜山，想生擒共产党员。但
有群众送情报，敌人搜这山，他
们就跑到那山，敌人搜山里，他
们就跑山外。在冯白驹领导
下，仅用三四个月，当地基层党
组织就恢复起来。

“冯白驹用‘山不藏人、人藏
人’这一生动简朴的话，总结了
琼崖革命长期坚持和取得胜利
的基本因素。”省委党史研究室
原主任、研究员邢诒孔说，海南
岛远离中央，外援极端困难，孤
岛奋战，其斗争之艰苦可想而
知。若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琼

崖党组织不但不能坚持23年红
旗不倒，甚至不能在孤岛上生
存。

许达民认为，在琼崖我党长
达 23 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过程
中，有过几次最艰苦的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被迫转
入农村；1928年红军第一次反

“围剿”斗争失利，王文明带领
600多人上母瑞山建立革命根
据地；1929年特委机关在海口
被敌人破获，革命一时失去统一
领导核心；1932年红军第二次
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军主力损
失；1942年日军大规模“蚕食”

“扫荡”；1946年国民党军大规
模进攻等。琼崖共产党人坚持
到最后胜利，靠的就是党组织高
度的坚强与英勇精神和人民群
众的支持。

群众信赖的“父母军”

党的群众路线是革命胜利
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也是琼崖我
党我军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
琼崖纵队老战士陈青山在《战鼓
声声壮军威》一文中讲了一个故
事，生动阐述了我党的群众路线
是如何转变新解放区百姓看法
的。

1949年春，琼纵攻克九所
后，发现老百姓都跑光了。原来
这里长期有国民党重兵把守和
反共宣传，加上我军在这一带活

动少，因此当地群众对我军很不
了解。我军开进九所后，严格遵
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群众的
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
得满满的；对群众的衣服、家俱、
床铺等都丝毫不动；没床板睡，
就睡在地板上；家畜家禽没人
管，就每天喂养好。

三四天后，群众惶恐不安地
陆续回来，原以为家里一塌糊
涂，没想到却啥都没有少，反而
多了几个鸡蛋，原来战士们帮着
收起了鸡下的蛋。看着干干净
净的地板，整整齐齐的屋子，群
众感叹地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
军队啊！”，于是主动拿出猪羊鸡
鸭来劳军。

“琼纵之所以到处受到群众
拥护，根本原因是时时处处把群
众利益放在心上。”许达民说，琼
崖红军早在创建初期就规定了
不损害群众利益的纪律。乐四
区开辟贸易市场，红军医院也赶
集无偿为群众诊病治疗；红军军
械局、缝纫局也为群众修理农
具、补锅、缝衣补裤。

此后，琼纵一再强调要严格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不
侵犯群众利益，还寻找机会帮助
各族群众。因此，琼纵获得了全
琼群众的拥护和信赖，黎族、苗
族百姓把琼纵称为“父母军”。
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在财力、物
力上大力支持，每月缴交钱粮，
还经常捐献衣被、药物等。就这
样，琼崖我党我军每到一地都得
到群众大力支持。

鱼水情深迎胜利

1950年 5月 10日，刚完成
解放海南大业的40军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文章：《感谢琼崖人民
对我们热情的支援！》，向23年
红旗不倒的广大海南人民群众
致敬。

为配合解放军登陆，琼崖人
民向前线提供了170多艘木帆
船，400多名船工和水手。船工
们手把手教给解放军战士渡海
技术，1个多月后，战士们不仅不

晕船、还能在船上射击。此后，
解放军横渡琼州海峡琼崖百姓
给予了全力支援，“你们帮助我
们抢救、掩护和转运伤员，筹备
粮草，报告情况，指引道路，打扫
战场，无一不是琼崖人民帮助。”

渡海先锋营20多名官兵登
陆时没到达预定登陆点，两名
小学生把他们带到了游击区。
堡垒户邢大娘看到解放军如同
看到自己的儿子，急忙杀鸡做
饭。当地群众纷纷来慰问，从
四面八方划船过来把战士们运
送到安全地方，让他们顺利同
大部队会合。

许达民说，1949 年 12 月，
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下达解放
海南岛的命令，极大鼓舞了琼
崖300万各族人民。各地迅速
掀起规模空前的接应渡海大军
的支前工作。仅 1950 年 1-2
月就超额完成琼崖临时人民政
府发行40万元公债的任务，全
琼组织起来的支前民工和民兵
达 6 万余人，筹集粮食 5 万多
石。

“一口饭，作军粮；一块布，
作军装；一个儿子，送战场
……”许达民认为，这是琼崖群
众全力支持革命的最好描述。
革命老区群众作出了巨大的牺
牲和贡献，早在1928年，以乐四
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基本形
成，总人口数十万。苏区普遍
成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群
众组织，人数达3.3万多人；农
民赤卫队人数达1万人，多次打
退敌人的进攻。抗战时，抗日
根据地遍及全琼16个县，总人
口达百万人以上，抗战期间琼
崖被杀害的军民就达 40多万
人。琼崖军民前仆后继无私无
畏，23年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
有2.3万多人。

也正因为如此，40军在《感
谢琼崖人民对我们热情的支
援！》中，向一直守护琼崖革命根
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致敬：“我
们首先应当纪念琼崖人民二十
余年的艰苦奋斗，建设和坚持了
广大革命根据地的胜利。”

鱼水情深铸就“父母军”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对“来自谁”“为了
谁”“依靠谁”这三个问
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别
旧式军队和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新式人民军
队的主要标志。琼崖
纵队是人民的子弟兵，
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
民，根基和血脉在人
民。琼崖纵队的历史
也是一部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胜利不断走
向胜利的奋斗史、发展
史。革命战争年代，琼
崖人民军队在党的领
导下，紧紧依靠和广泛
发动人民群众，形成了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创造了一幕幕以少胜
多、以弱克强、以劣胜
优的战争奇迹。它充
分说明，人民离不开军
队，军队更离不开人
民，没有广大人民群众
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军
队就会失去生存发展
的深厚根基，就会成为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海南省委党史研究
室 陈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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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革命根据地

图为琼文抗日根据
地妇女用碎布缝制送给
独立总队战士用的慰劳
袋。

渡海部队进入解放区后，五指山黎族人民为子弟兵送来了大批慰劳品。

在我党 23 年琼
崖革命武装斗争长河
中，军民鱼水情始终
是主旋律。从南海之
滨到五指山脚下，从
南渡江口到崖州古
城，3万多平方公里
的海南岛上，承载着
从土地革命、抗日战
争到解放战争的革命
史。战士们与琼崖人
民血浓于水，涌现了
一批批战斗英雄和支
前模范；战士们用血
肉之躯捍卫了人民生
活的幸福家园；革命
群众用可歌可泣的事
迹构筑了与人民军队
的血肉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