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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人物

马白山：智勇双全“西线王”那大战役丧敌胆

潭口渡口阻击战纪念亭

革命遗址

链接词条

1939年3月7日，抗日独立总队第一大
队、第三中队在琼山县美兰至三江之间的
罗牛桥伏击路过日寇，击毁日寇军车1辆，
击毙日寇大佐以下20多人，缴获三八式步
枪 5 支、子弹数百发。罗牛桥伏击战的胜
利，再次揭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
高了独立队的威望，扩大了影响力。

（孙慧 辑）

罗牛桥伏击战

二
十
三
年

潭口渡口阻击战纪念亭位于海口市琼
山区龙塘镇玉仙村村口。纪念亭于2004年
2月份竣工落成，潭口渡口阻击战纪念亭是
纪念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人民武装打响琼崖
抗日第一枪，该纪念亭是缅怀战斗岁月，纪
念抗日历史的爱国教育基地之一。

1939年2月，日寇入侵海南岛，先后占领
海口、府城后，旋即向东推进。1939年2月10
日，为打击日寇长驱直入的嚣张气焰，掩护人
民群众转移，驻扎在云龙墟附近的琼崖抗日
独立队队长冯白驹命令第一中队长黄大猷、
副队长符荣鼎，率领80多人赶赴潭口渡口东
岸阻击，在此打响了琼崖独立队抗日第一
枪。日寇在向潭口推进时，以飞机配合轮番
狂轰滥炸，第一中队全体官兵沉着应战，阻击
了日寇向文昌、嘉积等地的进犯，除班长李文
启壮烈牺牲外，整个中队奉命撤出阵地。

潭口渡口阻击战极大地鼓舞了琼崖广大
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战信心，同时
也提高了琼崖抗日独立队的威望，扩大了影
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独立队迅
速壮大，随后扩编为独立总队、纵队，依靠群
众开展敌后斗争，成为琼崖抗战的中流砥柱。

码上读

海南岛是华南乃至太平洋上的
重要战略基地，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已
久。早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
战争后不久，日本海军就提出了“南
进论”，力争采取“海洋主义”作为日
本“国是”，把侵略海南岛作为对外侵
占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1937年，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
略战争。到了1938年下半年，日寇
侵略矛头已经指向琼崖。9月24日，
日本飞机轰炸海南岛，9月30日，日

本军舰窜犯海南岛南部的榆林港，侵
琼气势咄咄逼人。

从军事战略上，日寇认为海南岛
的地理位置绝佳，可作为作战基地封
锁中国南海北部湾海域，堵住海外军
事物资输送向中国的南海通道。同
时，海南岛矿藏丰富，所产的铁矿等
物资是军用物资原料，可作为日本战
争提供补给。

1939年 2月 10日凌晨3时，在
海口西北角天尾港口，夜色浓浓，海

浪翻滚。由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司令
长官近藤信竹和陆军第二十一军司
令官安藤利吉指挥的“台湾混成旅
团”，在海军舰艇的护送和空军飞机
的掩护下，从天尾港强行登陆。

当时驻扎在天尾港的国民党保安
第十五团第二营营长侯伯明已察觉到
了日寇的计划，率领部队全员警备，在
日寇半渡时予以猛击，顽强抵抗日寇
登陆，但最终因力量悬殊撤出战斗。

当天，日寇分为左右两翼进攻海

口、府城。分别驻守在府城甘蔗园、
海口大英山的国民党保安第十一团
龙驹部第二营王武华部、国民党保安
第十五团第三营以及海口政警队1
个连都奋起抵抗日寇。

日寇强行登陆琼岛后，分为多
支队伍分别侵占了海口、三亚、以及
各县重要城镇、沿海港口、公路等，
由点及面，进而控制整个海南岛，琼
崖全面沦陷，进入艰苦的孤岛抗日
时期。

日寇铁蹄践踏琼岛 海南进入孤岛抗战艰苦时期

■ 本报记者 孙慧

1938 年 10 月下旬，日
寇占领了广州、武汉之后，由
于军力不足和政治上的孤
立，日寇调整了对华作战计
划。当时的日寇瞄准了海南
岛，认为海南岛可作为华南
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基地，
切断河内与缅甸援华通道。
同时，海南天然资源丰富，尤
其是有着世界上最优质的铁
矿，是建造舰艇最好的钢材
原料。

1939年2月10日凌晨，
日寇强行登陆海南岛，琼崖
抗日战争爆发。琼崖国民党
军队和地方武装仅略作抵抗
后撤入山区，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强我弱
的情况下，连续开展了潭口
渡口阻击战、罗牛桥伏击战、
罗板铺伏击战等多起游击战
役。游击战役不仅打击了日
寇侵略琼崖的嚣张气焰，也
极大鼓励了琼崖人民群众抗
日斗志，扩大了琼崖独立抗
日队伍的影响。

当时的琼崖抗日独立队在云龙
改编后誓师抗日，正在加紧训练，做
好抗日准备。1939年2月10日，得
知日寇进攻海口，独立队立即派人与
琼崖守备司令部联系，要与国民党联
合抗战。但由于事发突然，国民党琼
崖当局党政机关与军队已撤离海口、
府城，进入定安、文昌等山区。

琼崖抗日独立队冷静分析，预计
日寇侵占海口、府城后，必定会从南渡
江继续东进。为打击日寇入侵的嚣张
气焰，也为了掩护从府城、海口地区逃
离战火的群众安全撤离，由抗日独立

队第一中队队长黄大猷率部赶到到南
渡江潭口渡口，阻击日寇前进。

位于南渡江下游的潭口渡口，是
海口至文昌、琼海嘉积的主要通道，
是日寇东进的必经之地。当天上午，
黄大猷率队赶到潭口渡口，利用地形
构筑工事，严阵以待等候日寇经过。
果然不久后，日寇从海口率队向潭口
前进，并配以飞机轮流轰炸潭口，黄
大猷指挥队伍沉着作战，顽强抵抗一
直坚持到黄昏时分，才奉命撤出，转
移回云龙。

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负责人颜

书明介绍 ，潭口渡口阻击战是琼崖抗
日独立队抗日第一战，这场战役中，独
立第一中队仅有80多名战士，敌强我
弱形势下，战士们英勇作战，在日寇密
集的战火中顽强抵抗，这极大鼓励了广
大群众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日信心。

此后，针对日寇全面侵略琼崖的
阴谋，中共琼崖特委和抗日独立队决
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群众
破坏公路桥梁，截断敌人的运输线，
伏击小股日寇，袭击日寇据点，以灵
活多变的方式狠狠打击日寇。

1939年3月7日，抗日独立总队

第一大队第一、第三中队侦察发现，
在海口至文昌的公路上，经常有日寇
车辆来往，便决定在美兰至三江的罗
牛桥地区伏击敌人。抗日队伍趁夜
埋伏在罗牛桥附近，第二天早晨8时
许拦截了从文昌到海口的两辆日寇
军车，击毁了一辆军车，击毙日寇20
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5支，子弹数
百发。

罗牛桥伏击战役再次揭穿了“皇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极大鼓舞了
抗日武装队伍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
抗日决心和信心。

冷静分析敌情 灵活组织多起敌后游击战

潭口阻击战中，不少从府城、海
口地区撤离的群众，亲眼目睹了抗日
独立队顶着密集的战火轰击，依旧顽
强抵抗日寇，直到黄昏战火停息，护
送撤离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区。抗日
独立队抵抗日寇侵略的事迹，一传
十，十传百，大振人心，很多群众纷纷
要求加入到队伍中来。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生
说，潭口阻击战的实践也让中共琼
崖特委认识到，要抵抗日寇全面侵
略必须要扩大武装力量，于是中共
琼崖特委决定扩编独立队，以便更
广泛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打
击日寇入侵。

中共琼崖特委向琼崖国民党当
局提出了扩编独立队，扩大抗日武
装力量，全面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 3月，抗日独立队正式扩编

为独立总队，由冯白驹担任总队长，
马白山、符振中担任总队队附，独立
队人数从300多人枪发展成为1000
多人枪，人力队伍和武装装备有了
改善。

同时，琼崖国民党当局根据中共
琼崖特委建议，成立琼崖战时党政
处，加强抗日部队政治工作和宣传动
员群众的工作。党政处成立后，深入
到农村地区开展抗日宣传，对团结各
界共同抗战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各地纷纷组织开展农民抗日救
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自卫队等抗
日组织和团体，抗日独立总队琼文地
区的抗日根据地也逐步扩大至文昌
县的潭牛、南阳等乡，为进一步深入
开展抗日游击打下了基础。

1939年10月份，中共琼崖特委
和抗日总队分析了当前的抗日形势，

认为抗日战争已经由琼东北的琼山、
文昌扩展到了琼西南的澄迈、临高、
儋县等地区，而目前抗日力量还偏在
琼文地区，不便于领导全局。同时国
民党也在加紧反共，为适应新的形势
变化，中共琼崖特委、抗日总队部准
备向澄迈、临高、儋县山区迁移，创立
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按照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
的指示安排，派遣马白山到琼岛西南
地区的独立总队第三大队，加强对琼
西地区抗日领导，为未来中共琼崖特
委、抗日独立总队西迁创造条件。

当时的那大镇已经处在日寇控
制之下，如果要创立西部山区抗日根
据地，必须先要将那大拿下。战前，
独立抗日总队第三大队与那大地区
各界人士积极联系，宣传抗日统一战
线，争取群众支持开展战争。

那大战斗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支持，在围攻那大之前，在独立抗
日总队第三大队带领下，群众先将通
往那大的公路全线破坏，封锁交通，
严禁进入。10月21日，那大战斗打
响后，驻扎那大的日寇被广大群众和
抗日队伍包围，不敢主动出击，外围
日寇也不敢驰援，一直到11月5日，
深夜，日寇趁夜幕掩护，弃城逃跑。
潜逃的日寇又在途中被当地武装和
群众沿途痛击，杀伤，最后那大战斗
宣告胜利结束。

颜书明介绍，那大战斗的胜利，
是中共琼崖特委贯彻执行共产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日力
量开展人民战争的实践结果。那大
战斗的胜利，也有利于后来抗日独立
总队向琼西南地区发展建设抗日根
据地。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

独立队扩编为独立总队 在战争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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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入侵海南岛后，共产党领导琼崖抗日武装灵活出击，狠狠打击侵略者

敌强我弱何所惧 顽强抗战壮琼州

马白山 本报记者 李幸璜 翻拍

■ 本报记者 孙慧

每年的清明节，在澄迈县老城镇
马村的马白山将军纪念园，一捧捧鲜
花摆满在纪念碑前，无数后人来此重
温抗日历史，纪念这位被民间称之为

“西线王”的马白山将军。
马白山，在洒满热血的琼西南

抗战史上，这个名字永不会被忘
却。尤其是在琼崖抗日战争史上，
马白山深入到琼西山区动员组织群
众围攻那大之战的事迹，更是被后
人传诵。

1938年12月5日，云龙改编后，

琼崖抗日独立队只有3个中队300
多人。3个月后，独立队扩编为独立
总队，马白山任独立总队队附。为
了扩充革命武装，壮大抗日队伍，马
白山主动找到总队长冯白驹，提出
到琼崖西部地区去动员群众，建立
抗日队伍。

在取得中共琼崖特委同意后，马
白山在琼崖西部地区依靠各县中共
党组织，深入各区、乡，动员组织群
众，经过短短两个月的努力，一支
300多人的武装就组建起来，不久编
为琼崖独立总队第三大队。

1939年10月，由马白山率领的

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联合群众，将
驻扎在那大镇的日寇围困，最终取得
了那大战役胜利。该战役的胜利体
现出了琼崖各界团结一致齐心抗战
的决心和毅力。

2015年，马白山的儿子马必前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介绍，父亲马
白山在抗战时期，身边始终带着一本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马白山说他的
抗战经验，仅是学习到了毛主席军事
理论的一点皮毛而已。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
员邢诒孔说，马白山一直认为，群众
力量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没有

群众，战士就没有家；没有群众，战
士就失去耳目，也根本打不下来胜
仗！在琼崖抗日史上，马白山指挥
的围攻那大战役，就是一场依靠群
众支持，围困作战最终取得胜利的
战役。

斯人已逝，但信念永存。在后
人对马白山的缅怀中，军纪严明、爱
兵如子等词语不乏可见。对于后人
而言，马白山将军，是一位勇谋兼具
的琼崖抗日将领，正是凭借着心中
对共产党、对广大群众以及对中国
的热爱信念，才赢得最终胜利。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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