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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王靓婷

9月16日，解放海南岛
战役烈士陵园内，在阳光照耀
下，青灰色的墓碑显得格外醒
目，似乎在静静诉说着60多
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50年 4月 16日，人
民解放军靠着简陋的木帆
船与国民党精锐的海陆空
立体防御作战，强渡琼州海
峡，撕开“伯陵防线”，胜利
完成琼岛北部的敌前登
陆。随后，人民解放军向纵
深进军，相继解放了大部分
沿海城镇、控制了海南岛北
部长达400里的海岸线。

“当时，琼纵一总队第
七团团长李福文对我们动
员说：‘今天晚上，我们七团
的任务是奔赴临高角迎接
大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
岛’，我们全体战士听到‘解
放海南’四个字时，个个精
神振奋，欢欣鼓舞，激动地
流下了眼泪，高呼道：打到
海口去，打到榆林去，解放
全海南岛！”时任琼崖纵队
第一总队七团一营三连连
长符莹犹记得，当听到“解
放海南”时自己那颗激动万
分的心，狂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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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人物 刘梅村：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的“战斗英雄”

革命遗址

北黎港
北黎港即今墩头港，位于今东方八所镇

墩头墟和港门墟中间的北黎河出海口处，是
琼西的一个重要渔、商港，港内建有渔船码
头和盐运码头。北黎港清代中叶前建在今
北黎村，后来因北黎河上游来的泥沙淤积，
港地逐渐下移，变成今墩头港。

北黎之战，是解放海南岛最后几场规模
战斗之一。随着国民党守军在琼北、琼东等
地的节节败退，防线很快就溃不成军，残部
便分三路全线南撤，其中一路即撤往北黎、
八所地区。1950年5月1日，解放军占领北
黎、八所，至此海南岛全境获得解放。

（周晓梦 王靓婷/辑）

链接词条

海南军区
1950 年 7 月，琼崖纵队改编为海南军

区，隶属中南军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
委，吴克之、马白山任副司令员，黄康、陈德
任副政委。海南军区机关设司令部、政治
部、干部部、供给部、卫生部。1951年3月，
供给部和卫生部合编为后勤部，驻府城镇。
军区成立后，撤销原琼崖纵队的第五总队，
保留第一、第三两个总队；各总队所属团也
作了改编。1951年1月进行第二次整编。

1952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第43军与海
南军区合并为“海南军区兼第43军”，吴克
华任司令员，冯白驹兼政委，龙书金、马白山
任副司令员，陈德、谢镗忠任副政委。同时
将所属部队进行整编，统一布防，并开始修
建工事、营房、道路等设施，加强海南防卫力
量。1953年10月3日，毛泽东题词“加强防
卫，巩固海南”，为海南的国防建设指明了方
向。驻岛部队一方面开始正规化训练，提高
素质，另一方面大规模建设各种国防工程，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周晓梦 王靓婷/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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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竹、美亭决战后，溃败的敌军慌
乱一团地向海口、府城方向逃命。解放
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抓住这个有利
战机，乘胜追击。第四十军挥师直指海
口，四十三军迂回府城，直指海口。

“国民党守军的首脑机关海南公
署（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就设在
海口市的得胜沙路，因而把这条街道
变为‘长官’宿舍区，国民党的要员都
住在这里。”时任广东省遂溪县县长
兼遂溪县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参与解
放海南岛战役的黄廷瑶，曾回忆并记
录当时得胜沙路上的情景。

当时，得胜沙路上有一座五层楼

的官邸，街头街尾都用铁丝网围着，
还用沙包叠成碉堡，机枪口如眼镜蛇
一样，把头伸向外面张望。市区周围
的设防，同样严密，从白沙门到海甸、
秀英港一带十多里长的沿海岸线，五
步一岗，十步一哨，布置着以一字形
的长蛇阵防守；还有战舰、飞机等巡
逻侦察。

即使是层层设防，也抵挡不住解
放军的直捣黄龙。1950年4月23日
上午8时许，解放军第四十军主力首先
插到海口，一路直逼秀英码头，迅速消
灭码头残兵，进入得胜沙路；而另一路
直指大英山、海口机场，进入新华路。

同时，四十三军一部攻占府城，
一部突入海口，占领了南门大街和中
山路。至此，国民党统治海南的最高
机关“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被攻
克，海口市宣告解放。

海口市的人民群众纷纷涌上街
头，争着见一见那一身征尘、威武豪
迈的解放军战士。“海南特区行政长
官公署”大门的牌子很快被拆卸下
来，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在海口的繁
盛街道上，冉冉升起。

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一处处长
林夏介绍说，攻占海口后，渡海作战
兵团第二梯队于1950年 4月 23日

19时启渡，于24日凌晨左右在海口
市以西的天尾港一带沿岸登陆，随即
协同先前登陆的第一梯队，投入了追
击作战。

紧接着，冯白驹率海南党政军领
导机关人员进入海口，与解放军第十
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率领的渡海作战
兵团领导机关和部队胜利会师，两位
相互仰慕已久的战友，双手紧握。海
南岛的最高领导机构——海南军政
委员会很快就成立了，由邓华任主
任，冯白驹任副主任。同时成立了海
口市警备司令部，由王东保任司令，
宋维栻任政委。

直捣黄龙 海口解放

海口解放，敌军苦心经营的琼
北、琼东各防御体系及指挥机构顷刻
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全线南撤。

其南撤形势分为三路：第一路军
撤往乐会、万宁地区；第二路军残部
撤往陵水、保亭地区；第三路军余部
撤往北黎、八所地区；第四路军和海、
空军集结于榆林、三亚地区。

敌军分三路而逃，解放军与琼崖
纵队乘胜追击，亦分三路紧随其后。

1950年4月24日，野战军发出
乘胜追击残敌、迅速解放全海南的命

令。渡海野战军除留下四十三军一
二七师守卫海口外，其余部队在琼崖
纵队的配合下，分东、中、西三路，向
南挺进，追歼残敌。

这样一来，我军在连续作战、毫无
休整、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依然士气旺
盛。其中，相关资料有简短的战况记
录：当四十三军三八二团三营追到陵
水河时，发现敌一个营的兵力从陵水
县城方向逃到长水岭，三营政治教导
员刘梅村率领三营尾追上去，在长水岭
歼灭了敌军整个营，俘虏了300多人。

时任琼崖纵队第一总队七团一
营三连连长符莹当时参加了追歼战，
他介绍说，为了消灭南逃的敌人，琼
崖纵队七团配合四十三军，一部分人
直奔东方八所港；另一部分从岛中线
经过儋县和盛、八一、白沙、元门、五
指山、通什直接向榆林港追击。

“4月25日，我们追到五指山脚
下，刚好碰到东线部队追击敌人缴获
一批敌军车，渡海部队马上坐上汽车
一直追赶到榆林港。”符莹回忆道。

在这连续追歼战中，野战军和琼

崖纵队沿途得到了当地党政干部和
广大群众的积极协助和大力支持。
各地的茶水站、供应点，及时地给子
弟兵送水送饭；各地还组织了大量的
支前队伍，为我追击部队运物资、送
伤员、充当向导，提供情报。

当败逃的敌人炸坏了通往万宁
乌场的北坡桥时，北坡镇的20多名
青年，在当地党政干部的发动下，跳
下河水，抢修木桥，从而使东路追击
部队“快速加强营”能顺利通过，及时
堵截了企图登船逃跑的敌人。

兵分三路 南追逃敌

东路追击部队一路穷追不舍，中、
西两路同样挥师南下。中路四十三军
1950年4月25日由美亭地区出发，向
北黎一线追击；在天尾、秀英港登陆的
第二梯队同先前登陆的第一梯队以及
琼纵一总部队组成西路追击部队，沿
环岛公路向北黎、八所追击。

一路上，东、中、西三路大军靠着
“铁脚板”，誓要追到“天涯海角”。

在这场比谁跑得快的战斗中，战
士们以风卷残云之势向南挺进，捷报
频频传来：东路追击部队于25日由
嘉积向南追击，27日占领万宁；中路

追击部队4月30日赶至小岭、北黎、
八所地区，将敌军截住，在西路友军
和琼纵第一总队的协同下，将其全
歼，捕获敌官兵3500余人；西路追击
部队水陆并进，配合中路友军追歼敌
第三路军……

五星红旗一路飘扬，直至插到海
南岛南端。林夏介绍，1950年 4月
30日，集结在三亚、榆林地区的国民
党残部被歼灭，我军进驻榆林、三
亚。1950年5月1日，北黎、八所两
港被我军占领。至此，海南岛战役胜
利结束，海南岛全境解放。

当日，朱德同志欣闻海南岛解放
的好消息，亲手写下这样一段话：“长
期坚持琼岛革命斗争和渡海作战而
牺牲的同志们！你们是中华民族最
优秀的儿女。你们的英雄行为对解
放琼岛和全中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
用。烈士们的功绩永垂不朽！”后来，
这段话被刻在海口市人民公园内的
海南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1950年5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参加海
南战役全体指战员的贺电：“我广东
前线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的抵抗，

在我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协助之下，
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
成全岛的解放……”

据了解，解放海南岛战役自1950
年3月5日开始小部队偷渡登陆，到4
月16日大举强渡登陆，再到5月1日
解放八所港、北黎港为止，历时近两个
月。岛上守敌，除一部乘船逃走，一部
溃散，被歼于岛上者达3.3万余人。

历史在枪炮声中隆隆前进。67
年前的5月1日，海南跨入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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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23日海口解放，随后野战军兵分三路南下追敌，5月1日海南岛解放——

红旗飘扬满天涯 琼岛从此天地新

刘梅村 （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王靓婷

率部队连续行军战斗7天，跋涉
几百里，一直战斗到海南岛的南海边
上，把五星红旗插到天涯海角……
67年前，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担任
解放军第四十三军三八二团三营政
治教导员的刘梅村，在这片土地上留
下了“战斗英雄”的足迹。

1950年 4月 16日，那天夜晚，
解放军第三批渡海登陆主力部队乘
坐的木制战船乘着东北风，从琼州
海峡北岸扬帆南渡。当时，刘梅村
和战士们在船上抵抗敌舰猛烈攻
击，冒着生死为后续部队的安全登

陆抢占高地。
渡海登陆首战告捷后，刘梅村和

战友们先后加入福山、黄竹、美亭等战
斗，连续浴血奋战。当黄竹、美亭战斗
的炮声刚刚停下来，三营又接到命令，
向海口进发。1950年4月23日早晨，
当他们赶到海口外围府城一带时，又
接到通知，说海口的一部分敌军已向
文昌方向逃跑。于是刘梅村带领全
营，马不停蹄地赶往文昌追歼。

一路上，为了鼓舞战士们的意
志，刘梅村说：“现在营长和副营长都
已负重伤留在后面，副教导员也在后
面负责收容还未上来，这里营干部就
剩我一个人了，我怎能再离开部队

呢？再说，我渡海前表示过决心，要
打到天涯海角的。”

他们就这样一路行军一路战
斗，经乐会、万宁、陵水等县，用一
双脚板，从海南岛的最北走到最
南。1950 年 4 月 29 日下午，刘梅
村带领三营占领了三亚飞机场，随
即又进入三亚地区。同时，兄弟部
队攻下重要军港榆林，各路大军追
歼敌人的战斗也已基本结束，海南
岛解放在即。

据史料记载，在沙场上骁勇无惧
的刘梅村，原本是一名小学教员。
1915年，刘梅村出生在山东一个贫
寒农民家庭，少时的他聪慧好学，由

表哥资助学业，成年之后投身教育事
业。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刘
梅村看到自己的家乡惨遭日军侵袭，
毅然投笔从戎。

从山东打到东北，从松花江边打
到海南岛，多次战役让刘梅村伤痕累
累，也让他获得“战斗英雄”称号。

当战火不再纷飞，年迈的刘梅村
忆起往昔峥嵘岁月时，曾写下这样一
首诗：“投笔从戎五十年，漫漫长夜历
辛艰。转战南北勇无敌，建设祖国志
更坚。古稀仍想天下事，时刻自觉作
奉献。为使江山不褪色，愿将余热暖
人间。”一字一句，皆是拳拳之心。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位于海口金牛岭公园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为纪念长期坚持琼岛革命斗争和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中牺牲的烈士而修建。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19
5
0

年5

月1

日
，
北

黎
、八
所
两
港
被
我
军
占
领
。

至
此
，海
南
岛
全
境
解
放
。

自 8 月 1 日开始，《海南日报》联合省委
党史研究室推出大型系列报道《孤岛奋战二
十三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暨琼崖纵队成立90周年》。到今天为止，
23篇报道已全部推出。

在23篇报道中，我们以琼崖纵队重大事
件为线索，用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融媒体
传播方式，全景再现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的曲折而光辉的革命斗争历程，为迎接
党的十九大营造了爱党爱国爱军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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