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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
①

②

① 五指山市毛阳镇毛贵村，
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曾在这里策划、发动和指挥了秋、春、夏季三大军事攻势。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国军 摄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深处五指山腹地的毛
阳镇毛贵村，峰峦叠嶂、景
色秀美，看起来和普通村庄
没什么不同，但在树下乘凉
的老人们始终牢记着村子
的红色历史，踏入校园的孩
童们也慢慢触摸到村子的
红色脉搏。
坐落于此的五指山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也在向来
人讲述着小村庄的不普通
——1948 年 9 月 至 1949
年 7 月，根据中共中央九月
会议精神，为了配合全国解
放战场、大量消灭敌人有生
力 量 、加 速 琼 崖 解 放 的 进
程，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
在毛贵村策划、发动和指挥
了秋、春、夏季三大军事攻
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
胜利，写下了琼崖革命战争
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为解
放海南岛打下了坚实基础。

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先后发起大规模的秋、春、夏季三大军事攻势——

为解放海南岛打下坚实基础
秋季攻势 把首战陵水作为突破口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秋季攻势
是三大军事攻势中的第一个战役。
1948 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
第三年。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下，
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被迫由“全面
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彼时，在琼
崖，国民党军虽然还拥有 8 个团 1.3
万多人的兵力（不包括地方部队），但
已无力全面防御，只得退守海口、嘉
积、三亚、那大四大市镇和各个县城
以及一些重要据点。
琼崖纵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

大，
已拥有3个总队7500余人的兵力，
还有1400人的地方武装和1万多人的
民兵队伍，
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
加上
积累了打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战
场的主动权逐渐转入人民军队手中。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在
“全国各
个战场发起秋季攻势”
的指示，
琼崖区
党委和琼崖纵队总部在白沙毛贵（今属
五指山市）召开作战会议，
具体研究和
制订发动秋季攻势的作战计划和部署。
会议认为，五指山解放区东南的
陵水一带地区，国民党军机动作战力

攻势取得胜利，以及琼崖革命力量不
断发展壮大，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
总部决定在秋季攻势之后，发动一次
规模更大的春季攻势。
和秋季攻势主攻琼东南的作战
方向不同，春季攻势的主攻方向在琼
西，先向澄迈、临高发动进攻，随后向
儋县、昌江、感恩、崖县方向发展，以
便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和游击区。作
战方针是集中力量包围歼敌，采取跳
跃式的行动，围城与打援结合，伏击
战与运动战、袭击战与攻坚战结合。
春季攻势自 1949 年 3 月 4 日开

夏季攻势
制图 杨/薇
李振亚纪念园所在地

夏季攻势是三大军事攻势中的
最后一个战役。
春季攻势的重大胜利，使琼崖纵
队军威大振。各地优秀青年纷纷踊
跃参军，琼崖纵队迅速发展至 1.6 万
余人，各县地方武装发展到 2000 多
人，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而国民
党军在琼崖纵队秋季攻势与春季攻
势的打击下，
部队减员，
士无斗志。
考虑到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
展及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琼崖区党
委和琼崖纵队司令部决定不失时机
地再次发动夏季攻势。这次攻势的
重点在琼东北，作战意图是先把琼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始，
于 6 月 4 日结束，
为期 3 个月，
分为
转战澄（迈）临（高）儋（县）、攻占石碌
和东方等据点、向琼西南进军等三个
阶段。符树森说，
“春攻”部队首战拔
除了澄迈县的里万、好保两个敌军据
点，接着向临高、儋县推进，在海岸岭
击溃敌军一个加强营后，一举攻克儋
县县城新州镇。继而挥师西进，攻克
南辰敌军据点，
围歼了石碌镇敌军，
接
着攻克抱板、
东方、
海尾、
昌城、
通天等
敌据点，迫使感城敌军逃离县城。最
后攻克九所镇，
春季攻势胜利结束。
春季攻势是琼崖纵队作战史上

历时最长、
规模最大、
歼敌最多的一个
战役。这次战役在地方党政干部和全
琼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和支持
下，转战澄迈、
临高、
儋县、
白沙、
昌感、
乐东、
崖县等县，
从琼西北一直打到琼
西南，取得了辉煌成果。据不完全统
计，
共歼敌 2296 人，
缴获迫击炮 7 门、
轻机枪116挺、
步枪1784支、
短枪104
支、
各种子弹14万余发等，
以及大量军
用物资，
解放了新州、
昌化、
感恩3座县
城和石碌矿山、
广坝电站等20座城镇，
攻占和逼走了敌军 87 座墟镇和据点，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

“琼纵副司令李振亚同志于围攻
牛漏战役中英勇牺牲，实为中国人民
解放事业之损失，特致悼念，并望转
示琼纵全体同志继续努力，为坚持解
放琼崖而奋斗，以纪念李振亚同志永
垂不朽。”这是 1948 年李振亚在万宁
县的牛漏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共中央
接到消息后发来的唁电。
李振亚，出生于广西藤县，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琼崖
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1940
年，参加过长征，在攻占娄山关，抢渡
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著名战斗中屡
立战功的李振亚，被任命为琼崖抗日
独立总队参谋长。
来到海南岛后，为协助冯白驹抓
好部队建设工作，李振亚申请开设一

革命遗址
“将军树”
在海榆东线万宁市牛漏墟路段有一处
特殊景观：在路中央，一圈 1 米高的栏杆围着
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木棉树下，矗立着李振
亚将军牺牲遗址的纪念碑。1948 年 9 月，琼
崖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在万宁牛漏阵地前
沿观察形势时，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射中，倒
在这棵老树下。
解放后，
海南扩建海榆东线公路，
按照工程
设计，
李振亚牺牲地点的木棉树在砍伐之列。
砍树那天，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把这棵
“将军
树”
护了个内三层外三层。施工人员见状，
谁也
不愿动手。于是，
“将军树”
作为特例被保留了
下来，
如今已成为万宁一景。
（陈雪怡/辑）

李振亚纪念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创造性突破敌军防御

东、乐会两县的国民党中小据点全部
拔除，然后向琼山、文昌两县发展，控
制琼东北的广大农村，相机解放可能
解放的中等城市，孤立海口、嘉积、三
亚、那大四大城镇，然后逐个击破。
1949 年 7 月 5 日，参加夏季攻势
的部队陆续到达定安县的石壁墟集
结。
“ 在吴克之、马白山、黄康等统一
指挥下，第五总队六团首战乐会县龙
江墟。在强大攻势下，敌军于 7 月 9
日晨全部放下武器。与此同时，第三
总队一、三团也向阳江墟守军发起强
攻，指战员们创造性地运用浸水棉被
滚灭敌军照明火球、以稻草人诱引敌

军火力等战法，突破敌军坚固的防御
工事，将敌全歼。”符树森说，首战告
捷后，第三总队一、二团又挥师直指
文昌县重兴镇敌军据点，全歼敌军
60 余人，继而乘胜围歼了会文据点
的敌军。
正当夏季攻势节节胜利之时，被
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击溃的国民党
第三十二军从青岛败退撤至琼崖，国
民党军兵力骤增。敌军一上岛，便向
琼东北进攻，企图将琼崖纵队主力包
围合击。针对当时的突变战况，琼崖
区党委书记、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
立即电令前线指挥部停止夏季攻势，

各部队分别撤回原来防区，
相机出击。
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宣教处负
责人颜书明说，秋、春、夏季三大军事
攻势，前后历时 10 个多月，将长期处
于战略防御地位的琼崖革命武装斗
争以及解放战争引向战略进攻，起到
了推进和加速琼崖解放的重要作
用。在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
量的同时，三大军事攻势所取得的重
大胜利，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以五指
山为中心的琼崖解放区，为夺取琼崖
解放战争的胜利，
以及配合人民解放军
渡海作战、
解放琼崖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五指山 9 月 12 日电）

所“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经过李振亚等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工
作，琼崖抗日部队日渐走上正规化道
路，政治素质、军事素质以及战略战
术水平等，
都得到显著提高。
而让李振亚牺牲的战斗，发生于
1948年秋季。彼时，
在琼崖，
国民党军
虽然还拥有 8 个团 1.3 万多人的兵力
（不包括地方部队），
但士气低落、
兵无
斗志。而琼崖纵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
壮大，
已拥有 3 个总队 7500 余人的兵
力，
还有 1400 人的地方武装和 1 万多
人的民兵队伍，
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
在对当前琼崖形势和敌我情况
作了认真研究分析后，琼崖区党委和
琼纵司令部决定集中力量对驻琼国
民党反动派发动一次秋季攻势。鉴
于陵水一带敌方据点暴露在五指山
解放区附近，遂决定以陵水为突破

口，然后再挥师万宁、乐会等地，消灭
敌人有生力量，扫除周围据点，使琼
东南地区与五指山解放区连成一片。
为了保证秋季攻势的顺利进行，
琼
崖区党委决定成立前线作战指挥部，
琼
纵副司令李振亚担任前线总指挥兼政
委，
并调集5个支队作为秋季攻势的主
力部队。1948 年 9 月 17 日，
在李振亚
主持下，
参战部队向陵水县城挺进。
9 月 18 日晚，秋季攻势第一战打
响。
“秋攻”部队与从陵水县城出援敌
军在光岭一带展开激战，歼敌 1 个
连，毙、伤、俘敌 80 余人等。首战告
捷后，
“秋攻”部队前线指挥部分析了
敌情，认为敌军光岭战败后，陵水县
城守敌可能不会轻易出援。于是向
万宁方向挥师东进，拔除陵水至万宁
一带的港坡、兴隆、牛漏等敌方据点，
使陵（水）万（宁）的解放区、游击区和

■■■■■

五指山解放区连成一片。
9 月 27 日，李振亚到万宁牛漏阵
地前沿观察形势。行进到距离敌方
据点只有 100 多米的地方，他手提机
枪，向敌方据点打了一个点射，进行
火力侦察。不料此时，敌人突然从碉
堡里打来冷枪，射中李振亚的胸膛。
第二天，李振亚的伤势不断恶化，还
不忘反复嘱咐身边的战友们：
“ 要把
攻势继续下去……要搞好情报……
搞好战斗部署……”
李振亚牺牲后，中共中央发来唁
电 ，对 李 振 亚 的 英 勇 牺 牲“ 特 致 悼
念”。琼崖区党委也专门作出关于追
悼李振亚同志的决议，号召琼崖全体
党政军民要普遍深入学习李振亚同
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继承他的
遗志，为争取琼崖的彻底解放而继续
奋斗。
（本报海口 9 月 12 日讯）

链接词条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7 年下半年以后，在全国解放战争
转入战略反攻、琼崖人民军队反“清剿”斗争
取得很大胜利的形势下，琼崖国民党当局为
了维护其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
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
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形势的变化，琼崖区
党委、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发出号召：
“全琼各
阶层人士、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一致团结起
来，组织广泛的爱国救乡的统一战线，为争
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新民主主义琼
崖而奋斗。”同时，遵照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
的有关指示，实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
施，团结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力
量，广泛开展各种反蒋革命斗争，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力地配合
了琼崖纵队的军事斗争。
（陈雪怡/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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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攻克岭门、乌坡等墟镇，最后攻克
乐会县城——中原镇。”琼崖纵队老
战士符树森回忆道，秋季攻势历时三
个月零六天，作战 20 余次，共毙、伤、
俘 敌 军 1570 人 ，缴 获 轻 重 机 枪 20
挺，阻击炮、掷弹筒等共 10 门（具），
长短枪 502 支，攻克和解放了中原、
兴隆等 18 座墟镇，拔除中小据点 20
多处，从而将游击区扩大到沿海，巩
固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削弱了敌军
的有生力量，有效地提高了琼崖纵队
的作战指挥能力和战术技术水平。

李振亚：琼崖纵队的骁勇战将

红色人物

（资料图片）

量薄弱，且又紧靠保亭解放区，有利
于琼崖纵队迂回出击，机动作战，因
此确定了琼崖纵队的攻击方向是琼
东南，并把首战陵水作为秋季攻势的
突破口。作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是
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集
中优势兵力，围点打援，拔除敌军孤
立分散的中小据点。
“1948 年 9 月 18 日，秋季攻势在
陵水光岭打响，首战告捷后，乘胜挥
师北进，先后拔除陵水至万宁一带的
牛漏等敌军据点 ，继而转战定安地

春季攻势 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
春季攻势是三大军事攻势中的
第二个战役。
1949 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
津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大
势已去，全国各个战场都发生了根本
变化。琼崖亦是如此：国民党军名义
上有一个军加一个团的兵力，但其部
署还是分兵防守城镇和据点，机动作
战兵力少，士气低落。这时，琼崖纵
队已发展壮大至 10 个团，并有广大
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机动作战
能力增强，
士气高涨。
面对国内的有利形势，加上秋季

李振亚。

②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烈士陵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