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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人物
刘秋菊：革命者要为了理想而战斗

革命遗址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位于五指山
市毛阳镇。

1946年12月12日至19日，中共琼崖特
委在澄迈县加总乡（今屯昌县南坤镇）召开临
委书记联席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会议
作出关于建立以白沙、保亭、乐东为中心的五
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定。经过不懈战斗，
1948年6月，白沙、保亭、乐东解放区连成一
片，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琼崖解放
战争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键之举，使琼
崖党和军队有了一个位处全岛中心、便于指
挥全琼、进可攻退可守的牢固后方基地。这
对保证琼崖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和深入发
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贾磊辑）

链接词条

临委书记联席会议
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针对新

形势作出新的决策，琼崖特委于1946年12
月中旬在澄迈县加总乡（今属屯昌县南坤
镇）召开了临委书记联席会议。

会议首先学习了党中央的电报指示。
冯白驹代表特委作了《琼崖自卫战争的新形
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自卫战争
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新任务，要求
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发展根据地和人民武
装，进一步开展反“清剿”斗争。根据党中央
关于扩大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冯白驹在报告
中提出了建立以白沙、保亭、乐东为中心的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意见。 （贾磊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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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碑”11
个大字遒劲有力，23米高的纪念碑
从侧面看，就像一面迎风飘扬的红
旗，主碑的造型突出“山”的形状。纪
念碑主体远看像一团火焰，寓意五指
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近视如
钢枪，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碑
高23米，寓意着孤岛奋战，23年红旗
不倒。

纪念碑基座下方的浮雕上，昔日
革命斗争的场景栩栩如生，引人思绪
回到那个年代。

1946年11月，国民党46军大部
撤走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派保二、
保三、保四、保五等4个保安总队来
琼，并委任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琼崖

办公处主任兼第九区行政专员蔡劲
军为保安司令，继续打内战。

“虽然人少，但是我们熟悉地
形。同时，这些敌军都是从内地败退
下来的，士气低迷，而琼崖纵队在组
织建设、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运用等
方面有经验。特别是此时琼崖特委
同党中央恢复了无线电联系，能够及
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五指山市史
志办公室主任吉德全告诉记者。

广大群众在反对敌46军“清剿”
斗争中，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对人民
的迫害与日军同样残酷，更加坚决支
持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群众基
础好对于我们开展琼崖革命斗争十
分有利。不论我们走到哪里，老百姓

永远都是我们的后盾。”省委党史研
究室科研宣教处负责人颜书明说。

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
针对新形势作出新的决策，琼崖特
委于1946年12月中旬在澄迈县加
总乡（今属屯昌县南坤镇）召开了临
委书记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琼崖
革命来说十分重要，冯白驹代表特
委作了《琼崖自卫战争的新形势与
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自卫战
争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新
任务，要求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发
展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进一步开展
反‘清剿’斗争。”五指山市委党校原
副校长贾德良说，当时琼崖特委根
据党中央关于扩大根据地的指示精

神，由冯白驹在报告中提出了建立
包括白沙、保亭、乐东3个县的五指
山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意见。

此次会议作出了琼崖的新形势
与新任务的决议，扩大解放区，在向
全琼发展的原则下，建立五指山革命
根据地（因地理位置因素，根据地也
泛指白沙、保亭、乐东革命根据地）坚
持长期斗争。

“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关于建立五
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以及新形势
下开展反‘清剿’斗争的方针，对于推
动琼崖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促进自
卫战争的深入进行，粉碎国民党反动
派的‘清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颜书明说。

部署建立根据地

■ 本报记者 贾磊

初秋的五指山郁郁
葱葱，五指山市毛阳镇，
群山环抱中的五指山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里，五
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碑巍然屹立，23米高的
纪念碑，象征着琼崖革
命孤岛奋战的23年。

解放战争中，琼崖
特委依托五指山革命根
据地易守难攻的地势条
件和黎族苗族群众的大
力支持，为肃清岛内敌
军侵扰、解放海南岛全
境奠定基础。海南岛升
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
方，正是五指山革命根
据地。

“这里是海南岛中部地区，树林
茂密，刚好处于白沙、保亭、乐东三县
中间位置，这里聚居着大量的黎族苗
族同胞。”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负责人何辉说，早在1940年11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要求琼崖建立五
指山区革命根据地，指出“五指山脉
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可靠
根据地”，要求琼崖“把山区作为我军
巩固的后方”。

在临委书记联席会议以后，琼崖
党政军民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军民齐
心，拧成一股绳，在琼崖特委的领导

下，投入粉碎蔡劲军的“清剿”斗争中。
蔡劲军对琼崖军民发动第一期

“清剿”计划的重点，是进攻琼文地
区。1946 年 11 月，敌集中兵力共
3000多人，向文昌、琼山县一带大举
进攻，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活动于琼
文地区的琼崖第一支队，摧毁琼文根
据地。

“不仅如此，在‘清剿’的同时，他
们还对群众施行十杀政策，清除一切
帮助革命的力量，还加强特务组织，
对我党政军人员家属进行摧残、威迫，
并对民众横征暴敛。”贾德良介绍。

从1946年11月开始至1947年
1月30日，蔡劲军第一期“三个月‘清
剿’计划”，在琼崖纵队各部的沉重打
击下，宣告破产。

根据l947年1月6日《中央军委
给琼纵的复示》文件中，周恩来拟稿
发电祝贺说，“海南得此胜利，甚为欣
慰”，“你处应继续此精神，寻求敌之
分散部队及其弱点，集中我之优势兵
力，争取不断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连
至两连的胜利，定可改变过去局势，
有利于今后的发展”。这份嘉奖令给
了琼崖纵队极大的鼓舞。国民党蔡

劲军部不甘心失败，第二期重点“清
剿”也迅速开始。

1947年 2月，蔡劲军开始实行
第二个“清剿”计划。这次“清剿”
侧重于万宁、定安和澄迈地区，战
术着重于堡垒控制，配合焚山开路
搜剿。

针对敌人这次“清剿”的战术特
点，特委和琼崖纵队决定采取以少数
部队配合民兵，坚持根据地斗争，以
主力迂回敌后乘虚歼敌。1947年4
月，琼崖纵队粉碎敌人第二次“清
剿”。

挫敌两次“清剿”

前线战事稍有缓和，琼崖特委和
琼崖纵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临委
书记联席会议的决议，立即开始着手
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宣教处调
研员吴淑贞说，抗战时期白沙有根
据地的基础，当时特委和琼崖纵队
决定开辟白沙、保亭、乐东根据地的
步骤仍从白沙开始，首先扩大与巩
固白沙根据地，然后继续向保亭、乐
东两县发展。

由点到面，逐步深入。1947年1
月，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领导机关率
领警卫营进入白沙县红毛峒，领导根

据地的创建工作，并以第四支队一个
中队配合地方部队活动于白沙县城
牙叉周围，牵制牙叉之敌。

“1947 年 5 月，在今天琼中县
红毛镇召开的中共琼崖第五次党
代会十分重要。”贾德良说，中共琼
崖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决议迅速
扫清保亭、乐东的国民党守军残余
力量。

为了彻底铲除敌对势力，1947
年冬，琼崖纵队集中5个支队兵力，
分 3 路向白沙、保亭、乐东地区进
军。1948年5月，第五支队采取“围
点打援”的办法，一面虚张声势，部

署少量兵力包围乐东城，诱敌增援；
另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埋伏于各个交
通要道，伺机消灭来援之敌，一举把
龟缩乐东县城数日的敌军全部歼
灭，乐东全境宣告解放。

至此，白沙、保亭、乐东解放区
连成一片，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正式
形成。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是琼崖解放战争中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的关键之举，使琼崖党和军队
有了一个位处全岛中心、便于指挥
全琼、进可攻退可守的牢固后方基
地。这对保证琼崖解放战争的顺
利进行和深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

作用。
“1949 年 10月 1日，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琼崖纵队在毛
贵（今属五指山市毛阳镇）举行隆重
的庆祝大会，在琼崖升起第一面五
星红旗，这里也是海南岛升起的第
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稳固的五指
山革命根据地，成为接应配合解放
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的可靠后方基
地。到了1950年，在琼崖纵队和海
南人民协助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
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
完成全岛解放。”吴淑贞说。

（本报五指山9月6日电）

琼崖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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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磊

刘秋菊纪念园坐落在海口市琼
山区东线高速公路附近。纪念园里，
刘秋菊的汉白玉雕像庄严、肃穆，腰
间斜挎驳壳枪，背着一顶竹斗笠，目
光望向远方。

1899年，刘秋菊出生在塔市乡
的福云村（现桂林洋农场）。她的幼
年饱尝了生活的辛酸，在大革命时
期，当革命烽火在其家乡燃起的时
候，刘秋菊毅然报名参加共产党领导

的农会，此后走村串户，宣传发动群
众跟土豪劣绅作斗争。

在最初参加革命的阶段，刘秋菊
像其他的妇女一样，没有名字。琼崖
革命先辈林克泽便给她起了“秋菊”
这个名字，希望她能像秋天的山菊花
那样经受住风霜的考验。从那时起，
刘秋菊不仅有了新名字，而且开始了
新的人生。

1928年 5月，刘秋菊被敌人逮
捕，在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中，受尽了
各种酷刑的折磨，但她依旧坚贞不

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护了其他同志
的安全。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
1930年才获释。

刘秋菊的女儿林玉香曾回忆，母
亲在她小时候就将她寄养在村里同
宗的姨妈家，为了不被国民党发现，
母亲每次都是在深夜悄悄回来看她，
一大清早就出去。

在刘秋菊雕像底座上，有1990
年康克清题写的7个大字——“琼崖
女杰刘秋菊”，雕像的正前方是一道
照壁，上书“名扬神州”；刘秋菊的雕

像后面有一座亭子，匾额上的3个大
字为“杰人亭”。

刘秋菊曾说：“一个革命者，不
能近视，要大公无私，有一个宏伟的
理想和目的，为了这个理想而生存
而战斗，为了这个理想和目的，可以
牺牲一切，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和
克服。”

1949年8月，由于积劳成疾，医
治无效，刘秋菊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病逝，年仅50岁。

（本报五指山9月6日电）

两次反“清剿”，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琼崖革命有了牢固的后方基地

刘秋菊。 （资料照片）

每逢清明时节，群众都会到五指山革命根
据地纪念园扫墓，缅怀先烈。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林佳能 摄

位于五指山市毛阳镇的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