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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安明 杜颖

9月8日下午，临高角
小雨初霁，高18米的解放
海南“热血丰碑”纪念塑像
的解放军战士高举钢枪望
着远方，仿佛在诉说着67
年前那场彪炳史册的渡海
战役。

1950 年 4 月 16 日 19
时许，人民解放军第40军
1.87万名指战员，从雷州半
岛灯楼角乘木船出发，冒着
枪林弹雨，突破敌人陆、海、
空立体防御体系，横渡琼州
海峡，于次日凌晨在临高角
登陆。与此同时，43军的
6968名指战员在澄迈县玉
包港一带海岸登陆。威武
之师渡海作战，全面吹响了
解放海南岛的号角。

“那天晚上的临高角炮
声震天，从很远的地方都可
以看见火光，解放军从海滩
上来之后，和前来接应的琼
崖纵队战士抱在一起，像兄
弟一样！”今年91岁的琼崖
纵队老战士符莹回忆起67
年前的那段历史，仍难掩激
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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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 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倾情推出

红色人物 韩先楚：一代战将创造木船打跑军舰奇迹

革命遗址

临高角
解放海南“热血丰碑”塑像

1950年4月17日凌晨，人民解放军40军
1.87万多名指战员在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
方的指挥下于临高角抢滩登陆。战斗中，40
军880多人牺牲。

1995年，由共青团海南省委发起，全省
人民共同捐资，各级政府共建，在临高角登
陆点兴建了解放海南“热血丰碑”纪念塑像
及陈列馆。其中，塑像高18米，由花岗岩砌
成，塑像中渡海作战的解放军战士高举钢
枪，琼崖纵队战士高举“二十三年不倒”红
旗。 （罗安明/辑）

链接词条
风门岭阻击战

风门岭位于海澄公路北侧，其山高海拔
105米，简称“105”高地，扼海口至澄迈交通
咽喉，是海口增援美亭黄竹敌人的必经之
路，战略位置显要。

1950年4月21日，为阻击国民党的海口援
军，解放军第43军127师381团一连，在“105”
高地埋伏，打响了著名的“风门岭阻击战”。

从海口袭来的国民党军对风门岭采取
重兵包围、空袭炮击等方式进攻，除了3个
步兵团、一个步兵炮连、一个山炮连、三个迫
击炮连，轰炸的飞机也从一开始的3架增至
6 架。虽然国民党军队在兵力和装备上都
处于绝对优势，但发起的冲锋，一次又一次
被解放军打了回来。经过反复的拉锯战，
200余名解放军战士最后仅剩13人。

在风门岭阻击战中，国民党军的炮火将
风门岭整整削低了1米多，一连战士连续打
退国民党军轮番进攻13次，击毙敌人500余
人，击伤1300余人，成功阻击了敌军3个步
兵团、1 个山炮连、3 个迫击炮连、5 门火箭
炮、6 架飞机的疯狂进攻，坚持到最后胜
利。这次战斗，为解放军主力歼灭黄竹、美
亭之敌，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安明/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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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2月，华南全部解放，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向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出准备渡
海作战解放琼崖的命令，“以43军
及40军准备攻琼崖”。第四野战军
前敌委员会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
军委的指示，决定除40军、43军外
又配属两个炮兵团和部分工兵、通
信、防坦克兵共10万余人，组成渡
海作战兵团。12月下旬，在十五兵
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
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等统一指挥
下，渡海作战兵团挥师南下，迅速向
雷州半岛集结。

与此同时，国民党广东省政府
撤销海南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了国
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由薛岳任
总司令，统一指挥在海南的国民党
陆、海、空三军，总兵力10万余人，
其中包括5个正规军19个师和 50
艘舰艇、45架飞机。薛岳加强海防
工事，构筑了所谓的“伯陵防线”，
企图凭借海峡天险，阻止解放军渡
海登陆。

1950年 1月，琼崖区党委和琼
崖纵队在五指山解放区毛贵（今五
指山市毛阳镇）召开党政军负责人
会议，研究讨论接应渡海作战各项

工作，并发出了《关于配合大军渡
海解放全琼的紧急工作指示》，在
全岛成立各级支前委员会，筹集粮
款和船只。

“1950年 2月 1日至2日，在时
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人
民政府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
领导下，十五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海南
岛战役作战会议，研究渡海作战方
针，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
长符振中，在会上汇报情况，并转达
了冯白驹的两条作战建议。”海南省
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宣教处负责人颜
书明介绍，这次会议研究确定了“分

批偷渡与积极准备大规模强渡，两者
并重进行”的战役指导方针，影响十
分深远。

1950年3月5日至31日，40军、
43军先后派出先遣部队两批四次偷
渡登陆海南，在敌人的海岸主体防线
上撕开一道口子。

“数千名勇士提前登陆，加强了
我军岛上兵力，为内外夹击敌人创
造了条件。”临高县委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谢坚志说，率先登陆的 40 军
118师 352团一个加强营与琼崖纵
队会师后，顺利转移到白沙阜龙解
放区。

大军云集雷州半岛 琼岛解放迎曙光

临高角以南约5公里的高山岭，
虽然海拔只有191米，却可以俯瞰控
扼沿海平原地带，远眺琼州海峡。当
时国民党军在此设有一个炮连，拥有
两门大口径野战炮，成为解放军登陆
的一大威胁。

1950年 4月 16日下午至17日
拂晓，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和40军先
遣登陆部队向临高县沿海一带的国
民党守军发起进攻，突袭拿下高山
岭。“摸黑上山，攻占高山岭后，战士
们燃起了信号弹，为琼州海峡上的渡

海大军引路。”时任琼崖纵队第一总
队七团一营3连连长的符莹当时正
在临高波莲攻打国民党守军，看到高
山岭上的火光，兴奋不已。

随后，人民解放军第40军1.87
万名指战员在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
方的率领下，分乘300多艘木帆船，
从雷州半岛灯楼角乘木船出发，突破
敌人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在临高
角一带登陆。与此同时，43 军的
6968名指战员在副军长龙书金等人
的率领下，分乘81艘木帆船，从雷州

半岛的港头港、三塘港一线起渡，在
澄迈县玉包港一带海岸登陆。

渡海船队出发行驶到半路，遭到
敌军飞机、军舰的负隅顽抗，解放军
的“土炮艇”组成的护航队及时出击，
巧妙地发挥近战威力，与拥有现代化
装备的国民党军舰队展开激烈的海
战，打得敌人调头逃跑，国民党舰队
司令王恩华亦被击伤。这一仗，让渡
海大军士气空前高涨！

4月17日2时至6时，渡海大军
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线全面登陆，

敌军的飞机和岸线上碉堡火力，向解
放军展开疯狂进攻，解放军顶着炮
火，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前进。

“夜色之中，先锋船离临高角岸
边还有五六十米，战士们便迫不及待
跳下齐胸深的海水，向陆地扑去，炮
火像雨点一样倾泻而来，仍挡不住他
们前进的步伐。”省委党史研究室党
史一处处长林夏说，渡海战役的胜
利，为解放全海南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解放军木帆船打跑敌军舰，创造
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木船打跑军舰 渡海大军冒枪林弹雨登陆

渡海大军强渡琼州海峡后，解放
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经过深思熟
虑，命令人民解放军第40军7个团由
临高向澄迈方向迅速靠拢，与从澄迈
登陆的43军一起，在美亭地区大规
模围歼敌军。

“三月三那天下午，解放军托我
们村两个在郊外干农活的村民捎回
来两封信，说明天要打仗了，让大
家尽快撤离。”今年86岁的澄迈县
金江镇黄竹村村民陈天章至今仍记
得 1950 年农历三月初四（4 月 20

日）早上战斗打响时的情形。凶残
的国民党守军拦住出村的各个路
口，不让村民撤离。战斗打到激烈
的时候，国民党士兵甚至把王法
章、李畅发两个村民捆绑起来做人
质，以阻止解放军进攻。

1950年4月20日，43军128师
进抵黄竹、美亭地区，包围了增援澄
迈的国民党军252师主力，发动攻
势，43军127师主力进至美仁地区及
风门岭阻击援敌。随后，薛岳调集5
个师的兵力火速增援黄竹、美亭，猛

攻43军阵地。
43军128师在腹背受敌的情况

下，顽强作战，毙、伤、俘敌1521人，
付出了 412 人伤亡的代价。1950
年4月21日下午，从临高登陆的40
军率 7个团赶至美亭东西两侧，对
围攻 43军 128 师的国民党军队进
行“钳形”包围。4月 22日，40军、
43军主力与琼崖纵队第三总队及
独立团同时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攻
击，乘胜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残
部。至此，黄竹、美亭决战结束，我

军全歼国民党军 1个师，重创 5个
师。

“美亭决战，包围与反包围相继
上演，打得十分惨烈。”澄迈县委党史
研究室副主任何传映介绍，解放军在
兵力不占优的情况下，歼灭了在海南
岛的国民党军主力，随后直捣国民党
在海南的军政首府——海口、府城，
彻底摧毁了所谓的“伯陵防线”，从此
解放海南岛战役进入追击阶段，琼崖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本报临城9月18日电）

美亭决战一锤定音 敌军主力被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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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16日晚，人民解放军强渡琼州海峡作战，全面吹响了解放海南岛的号角——

横跨海峡天险 美亭决战定胜局

韩先楚 （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罗安明

1913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
红安县）的韩先楚，一生先后经历长
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身经百战。他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
第三纵队在东北战场攻无不克，所
向无敌，被敌人惧称为“旋风部
队”。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他把

“陆上雄狮”变为“水上蛟龙”，用木
船战军舰，一举突破“伯陵防线”，续
写了新传奇。

年幼时，出生于贫苦家庭的韩先
楚当过放牛娃，做过短工。1930年，

年仅17岁的他参加了孝感地方游击
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戎马一
生。长征途中，他在河南独树镇一战
成名。抗日战争期间，韩先楚成长为
八路军著名将领。1949年4月，韩
先楚出任12兵团副司令员，率部先
后解放武汉、长沙，随后又参加了解
放两广的战役。

1949年底，接到中央军委和第
四野战军关于“渡海作战解放琼崖”
的命令后，韩先楚率部挺进雷州半
岛，开始筹措船只、对部队进行政治
动员、组织战术技术训练。备战的3
个月时间里，如何让战士们尽快适应

海洋环境，掌握海战技巧，是他思考
最多的问题。

韩先楚后来在书中这样写道，
“全军指战员中，绝大多数同志，还
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大海，海上练兵
开始，一个连登上船，百分之八十
的人呕吐头晕，出海归来，每个人
都好像大病一场，脸色苍白，吃不
下饭。”

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难题，韩先楚
多次找来当地的艄公、船工咨询，和
战士们一起学海洋知识，下海训练，

“打秋千、走浪桥，练摇橹、学掌帆”，
逐渐适应了船上生活。4月16日晚，

韩先楚指挥40军1.87万名指战员，
从雷州半岛灯楼角出发，横渡琼州海
峡，在临高角一带登陆。在澄迈美
亭、黄竹痛歼敌军后，他率部长驱东
进，追击残敌至三亚，将胜利的红旗
插到了“天涯海角”。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
后，韩先楚踏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回国后历任中南军区参谋长、解放
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福州军区
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 9月，在我
军第一次评授军衔时，他被授予上
将军衔。

（本报临城9月18日电）

1950 年
4 月 17 日凌
晨，人民解放
军 40 军 1.87
万多名指战员
在临高角抢滩
登陆

临高角解放公园。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临高角解放海南“热血丰碑”纪念塑像。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9月7日，临高角解放公园内陈列的一幅画作，描绘了解放军渡海作战前在雷州半岛沿海地区进行战术训练的场景。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