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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人物

韩练成：最隐秘的隐形将军

革命遗址

六芹山
六芹山，是澄迈县的主要山脉。它东南

临南渡江，西北毗邻丘陵平原，山上热带树木
丛生，山外村庄错落。不仅物产丰富，而且交
通便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是琼
崖纵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1943年至1950年
间，冯白驹领导的中共琼崖特委机关三进三
出六芹山，将敌人甩在身后。遍布沟沟坎坎
的六芹山，留下了琼崖革命的光辉足迹。

抗日战争时期，六芹山抗日根据地方圆
200平方公里，中心腹地面积30余平方公里，虽
然面积不太大、山也不高，但是连接五指山区，
南渡江从山下流过，丘陵起伏、沟坎纵横，丛林
密布，与敌人周旋极为有利。 （刘笑非 辑）

链接词条

海口谈判
1945 年 9 月，国民党四十六军调驻海

南，表面是接受日本投降、遣俘和恢复秩序，
实际上，蒋介石想用这支部队去消灭中共领
导的琼崖纵队。

9月下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致信冯
白驹，希望双方坐上谈判桌。随后的 1945
年 12 月和 1946 年 1 月，国共双方在海口举
行了两次谈判，但因国民党当局的内战图
谋，两次谈判都以僵局结束。

海口谈判虽未达成协议、未取得实质性
结果，但通过谈判表明了中共琼崖特委力争
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和愿望，了解和揭露
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赢得了人民
群众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为克服和平幻想和
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自卫战争，在思想上
作了充分准备。 （刘笑非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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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冬天，温暖的海南岛
上空密布着战争的阴云。

在儋州市南丰墟的琼崖特委机
关办公室里，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
请来战友史丹，将一封亲笔信交到了
他手上。写信的人，正是侵华日军投
降后，进驻海南岛的国民党四十六军
军长韩练成，目的是邀请琼崖纵队派
代表前往海口和谈，以响应国共两党
在《双十协定》中的和平方针。

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姿态，冯白驹
告诉史丹：“人家既有请，我们也得有
应，就是‘鸿门宴’，我们也得赴会。”

带着实现海南全面和平的愿望和要
求，作为琼崖民主政府委员的史丹在
1945年12月中旬启程，应邀北上参
加海口谈判。

双方正式坐上谈判桌，史丹首先
阐述了实现海南全面和平的态度和
方针，但韩练成却故意岔开和平问
题，盛气凌人地要求琼崖纵队接受收
编。双方你来我往，不仅气氛愈发紧
张，谈判也陷入僵局。

而令史丹没想到的是，白天还咄
咄逼人的韩练成，晚上突然邀请他赴
住所面谈。原来，就在四十六军来琼

之前，一直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单线
联系的韩练成，就接受了“保护琼崖党
组织安全”的重任。在晚上的密谈中，
韩练成也向史丹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遗憾的是，早在1941年的“美合
事变”后，琼崖纵队的电台便已遗失，
与中央失去联络的史丹无法断定韩
练成的一番表白是真是假，只能回去
汇报。乃至此后与1946年1月进行
的第二次密谈，琼崖纵队也始终未能
拨开迷雾。

但历史最终给出了答案，正是韩
练成的“悄悄话”，让琼崖纵队认识到

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表面上是接受
侵华日军投降，实际上是为了消灭海
南革命武装而来。从而在海南岛内
战爆发前有了心理准备，也为随后召
开的牙叉会议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起
到了推动作用。

而后的1947年春，琼崖党政军领
导机关进驻白沙毛贵（今属五指山市
毛阳镇），集中兵力开辟五指山革命根
据地也契合了韩练成当初为琼崖纵队
提出的“利用五指山区把力量掩蔽起
来，进行休养生息，以待时机，进而保
存琼崖这支武装力量”的建议。

海口谈判上的“悄悄话”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阵风扫过，几片落
叶飘曳而下，落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区的
一个小广场上。正值放
学，一群小学生在空地
上嬉闹，孩子们时不时
抬头，正对上了广场中
央的中共琼崖特委牙叉
会议旧址石雕群像那坚
毅的眼神。

71年前的1946年1
月，面对琼崖内战一触
即发的危急局势，以及
与中共中央失去直接联
络的局面，琼崖特委召
开了牙叉会议，统一了
琼崖全党全军的认识，
作出了加紧准备自卫反
击战争的决定，在关键
时刻为琼崖革命指明了
方向。

白沙黎族自治县史
志办主任王明军说，能
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中作
出正确的抉择，不仅体
现了牙叉会议在琼崖革
命史上的重要影响，也
更让人对革命先驱们心
生敬意。

1946年1月10日，《国共停战协
定》在重庆达成，军事调处小组随即
来到广州，调停广东（含琼崖）内战和
中共部队北撤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因琼崖纵队和党
中央的联络依旧未能恢复，无法及时
得到党中央指示。而少数被胜利冲
昏头脑的同志为国民党的和平烟幕
所迷惑，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和平幻
想。而国民党军此时已基本完成了
琼崖内战的部署，以3个师和保安部
队共计3万多人的兵力，对白沙根据
地形成了包围。可能爆发全面内战
的阴云，已笼罩琼崖。

1月中旬，中共琼崖特委在白沙
解放区牙叉镇召开了扩大到机关党
政军群科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讨
论和分析停战令公布后琼崖的形势，
看清“到底是战争为主流还是和平为
主流的问题”。

包括冯白驹、庄田、李振亚等在
内的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在热烈的讨
论后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
意见认为，停战命令是由国共两党最
高当局领导人亲自签发，同时也是全
国性的。既然是全国范围都必须停
战，琼崖当然不能例外。而琼崖国民
党最高当局也在1月14日下了停战

命令，在停战命令生效后，琼崖各地
属于地方性的摩擦纠纷会有，但全琼
性的冲突可能性很少。因此有同志
认为和平是当前主流，应当力争。

但庄田、李振亚等代表却认为，
和平是我们所希望和努力争取的，但
从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后不断挑起
的武装冲突事件来看，全面内战已迫
在眉睫，万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
心，大量事实都说明琼崖内战已不可
避免。

冯白驹在会上指出，和平是件大
好事，力争是毫无疑义的，但问题在于
这种局面能不能争取，用什么办法去

争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民党
是不会轻易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既定方
针的，十年内战时期如此，抗日战争时
期也是如此。”冯白驹说，现在他们又
以和平为幌子，掩盖其准备发动内战
的阴谋，这点我们要看清。特别是从
琼崖的情况看，阴谋越来越明显。

冯白驹说，国民党四十六军自从
来琼后，不仅窃取了大量抗战胜利果
实，还制造了一系列向琼崖纵队进攻
的严重事件。随着敌人向白沙根据
地逼进，琼崖目前需要认清的并不是

“和平还是战争为主流”的问题，而是
急需准备迎战。

牙叉会议的关键决断

“会后，特委立即作出了加紧准
备自卫反击战争的决定。”王明军告
诉记者，为做好自卫战争部署，特委
和琼崖纵队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
力量对比情况，认为要战胜数倍于
我、装备精良的敌人，任务十分艰巨。

据此，特委和琼崖纵队领导人认
为敌人将集中力量围攻白沙根据地，
妄图围歼我领导机关和挺进支队，必
须以各支队分别对付敌人，挺出外线
与敌周旋，避实击虚，寻找机会，歼灭
敌人有生力量，方能克敌制胜。

随即，特委与琼崖纵队作出了四

项决策。首先是开展政治攻势，通过
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搞好统一战
线，不断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各族人
民，积极准备自卫反击战争。其次，
琼崖纵队精简了领导机构，通过加强
基层力量，成立了五个区的党临时委
员会，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此
外，通过整顿加强民兵和地方武装建
设，琼崖纵队动员人民群众破坏敌人
的交通、电线，同时搞好了部队的粮
食后勤供应。最关键的一点决策是，
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领导机关以及
挺进支队立即撤出白沙根据地，转移

到位于澄迈县境内的六芹山地区，而
其他的4个支队则分赴各战场，以加
强应战准备，随时反击国民党进攻。

事实，这四项决策不仅非常正
确，也扭转了不利局面。

就在牙叉会议召开后仅仅1个
月的2月14日，国民党四十六军即
以5个团的兵力，加上保安六团、七
团一部等力量，兵分四路朝白沙解放
区进攻，琼崖内战全面爆发。由于琼
崖纵队的提早布置，国民党军不仅扑
了空，企图围歼琼崖特委机关和琼崖
纵队主力的计划也宣告破产。

牙叉会议后至1946年10月，在
面对国民党全面军事进攻的自卫反
击战中，琼崖纵队进行了大小300多
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000多
人，其中包括校级军官多名，还缴获
轻机枪20挺、长短枪400余支、六○
炮2门，拔除墟镇据点40余座。

如今，牙叉镇上牙叉会议旧址纪
念碑上，琼崖纵队战士雕像的眼神依
旧坚毅，那眼神拨开了迷雾，看清了国
民党“剿共”的阴谋本质，也看到了革
命胜利后美好的和平生活。

（本报牙叉9月5日电）

自卫反击战争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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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在1945年冬天的海口谈判中，
国民党海南当局的最高谈判代表是
时任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而韩
练成也是中国共产党深入龙潭虎穴
的四大传奇将军之一，曾被蒋介石之
子蒋经国称为“在老‘总统’身边隐藏
时间最长、最隐秘的隐形将军”。

但在彼时情况危急的海南岛上，
由于韩练成的身份属于高度机密，包
括冯白驹将军在内都不知情，而琼崖
纵队也因电台遗失而未能与中央取
得联系。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在周
恩来总理的介绍下，韩练成才和冯白
驹正式见面，涣然冰释。

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这段

时间里，韩练成不仅两次与琼崖纵队
代表史丹密谈并表明身份，更是为了
保护琼崖纵队而将自己置于危险之
中。当时，带着“剿共”任务而来的韩
练成为了向国民党当局展现琼崖纵
队力量的“薄弱”，往往在出行前便通
过报纸等渠道公开自己的行程，以展
示海南岛已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假
象。不曾想在由三亚前往石碌视察
铁矿的过程中，遭到“不明真相”的琼
崖纵队第二支队伏击，导致腰椎受
伤，不久后便调离国民党四十六军，
回到南京。

当年，韩练成是蒋介石的红人，
因为他和开国大将陈赓一样，救过蒋
介石的命。在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
时，蒋介石专列停靠在归德（今商

丘），被冯玉祥的一支骑兵偷袭。因
为专列没有挂火车头无法行驶，蒋介
石顿时成了瓮中鳖。随行参谋长杨
杰摸黑摇着电话呼喊离火车站最近
的部队，只说到“敌军包围总司令行
营……”线路便中断了。

当时驻扎在附近的韩练成亲率
主力驰援，成功替蒋介石解了围。蒋
介石在见到韩练成后十分高兴，下意
识认为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询问他
是第几期毕业，在得到否定回答后当
即下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独立团
团长韩圭璋（韩练成），见危受命，忠
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
藉，内部通令知晓。”

当时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国民党
军队中颇为吃香，人们常常戏称黄

埔军校生为“穿黄马褂”的。而被
“赏黄马褂”后的韩练成也一路飞黄
腾达，国民党军内都认为他日后前
途不可限量。但不曾想仅仅3年之
后，韩练成便投身共产党革命事业，
成了我党的地下党员。除了周恩来
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
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其
他地下组织。

周恩来曾说：“韩练成是一个没
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
毛泽东更是在见到韩练成后说：“蒋
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
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
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

（本报牙叉9月5日电）

抗战胜利之后，琼崖纵队是继续斗争还是解甲归田，是放松警惕还是未雨绸缪？

牙叉会议，为琼崖革命指出正确方向

澄迈县六芹山丘陵地区，曾是琼崖特委
和琼崖纵队领导机关所在地。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的中共琼崖特委牙叉会议旧址的石雕群像。左图为石雕群像全景，右图为石雕群像局部特写。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韩练成。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