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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改编 同仇敌忾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把时针拨回82年前——
1938年12月5日，琼山县（今海口市琼山区）云龙墟“六月婆”庙，人头攒动，摩肩擦踵。人们欢呼着、雀跃着，上万双眼睛投向同一

个方向。目光的焦点处，两双有力的大手握在一起，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暨抗日誓师大会举行，国共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史称“云
龙改编”。

14年后，破旧的“六月婆”庙上建起了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以下简称云龙改编旧址）。几十年间，后人们从各地纷至沓来，缅怀
革命英雄，继承先烈遗志，努力完成历史赋予一代代人的光荣使命。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曹俊升：
琼崖唯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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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军118师加强团登陆澄迈县玉包港

3月27日拂晓，解放军第40军118师一个加强团抵达澄迈县玉
包港海面，距离预定登陆点临高角尚需2小时至3小时航程，而这
时负责接应的琼崖纵队第一总队3个团和第40军渡海先锋营，已
在临高角同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战斗，敌机敌舰亦赶到临高参战。

在此紧急关头，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向第40军118师政治
部主任刘振华提出：以变应变，就地登陆为宜。渡海部队迅即强行
登陆，经过1小时的激战，消灭岸上守敌，成功登陆。此时临高方面
接应部队也将计就计与敌周旋，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约2个师的
兵力，减轻了渡海部队的压力，对渡海部队在澄迈玉包港登陆起了
重要的配合作用。 （陈蔚林/辑）

渡
海
部
队
在
火
力
掩
护
下
向
澄

迈
县
玉
包
港
登
陆
。

（
资
料
图
片
）

曹俊升又名曹更生，字子
恒，1889年出生于海南乐会县
（今琼海市）中原镇长仙村。

曹俊升吃苦耐劳、敢于反抗
的精神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息息相关。

由于家境贫寒，曹俊升10
多岁便到南洋谋生。在轮船上
当工人的时候，他随着轮船，跑
遍了亚洲、欧洲、大洋洲和国内
许多地区。在这期间，曹俊升广
见世面，广交朋友，熟悉了多地
的风土人情，熟练掌握了英语、
闽南语和粤语等多种语言。

同时，沿途看到劳动人民
当时的艰难处境，也让曹俊升
的心灵深深被触动。1924年，
曹俊升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
与王绰余、陈永芹等人，以育英
学校为据点，宣传马列主义，配
合马共进行反英反殖民斗争，
因表现突出，当年即被吸收为
共产党员。

1925年，曹俊升被马来亚
驱逐出境，回到广东后，他在中
华全国总工会任职。次年1月，
受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遣，曹俊升
回琼崖从事工运工作，并深入家
乡乐会县进行革命宣传，积极参
与中共琼崖地委（特委）的工作。

1928年2月，中共琼崖第二
次代表大会在乐会县第四区召
开，曹俊升当选为中共琼崖特委
委员。同年3月，他参加以苏兆
征为团长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
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
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作
为广东省代表，参加6月在莫斯
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系琼崖唯一出席中共“六
大”的代表。

会后，受中共广东省委的委
派，曹俊升返琼继续从事中共琼
崖特委工作。之后，曹俊升曾远
赴福建工作，后又回琼，负责统
战工作。

在著名的琼崖红军云龙改
编誓师大会上，人们也见到了曹
俊升的身影，后来，他被任命为
琼崖独立总队政治部宣传科科
长。在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的同
时，曹俊升还和中共乐西区委书
记黎光富配合，在乐会县长仙一
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
战。在其积极化解和抗日形势
的推动下，欧育楷民团放弃昔日
矛盾，同意联合抗日。

1944年1月26日，因汉奸
告密，潜伏在伪维持会的曹俊升
遭日军杀害，结束了自己光荣的
一生。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海南岛上，国共对峙多
年，而面对虎视眈眈的日
军，国共两党最终选择合
作，将枪口一致对外。在标
志着当地国共正式合作的
琼崖工农红军云龙改编现
场，几万人自发赶去观看，
老百姓们欢天喜地，载歌载
舞。说明中华儿女团结一
心，才是当时的民心所向，
大势所趋。

改编后，琼崖抗日独立
队不负众望。1939 年日军
登陆琼崖时，独立队打响了
琼纵抗战第一枪。之后的
几年中，国共同仇敌忾，打
击外敌，最终取得了抗日胜
利。说明只要中华儿女团
结一心，就能克服种种艰难
险阻，夺取更大胜利。

进入和平年代，国家国
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但
挑战并未就此休止。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批又
一批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
冲上了抗“疫”最前线，民
警、社区工作人员、外卖小
哥、环卫工人、媒体记者乃
至所有为了助力防疫安心

“宅”在家的老百姓，都为战
胜 疫 情 贡 献 了 自 己 的 力
量。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共
克时艰，海外侨胞购买防疫
物资火速驰援……感人的
故事、暖心的举动，浓缩了
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战胜困
难的信心与决心。

波涛蓄势，起于涓滴；事
业成败，在于人心。14亿中华
儿女须心朝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拧成“一股绳”，方能夺取
疫情防控和
经 济 社 会
发展“双胜
利”，迎来
春暖花开
的明天。

进入云龙改编旧址，迎面就是
一尊琼崖抗日独立队战士的全身铜
质铸像，战士手握长枪、背着弹夹，
目光坚毅，铸像基座正面刻有徐向
前的题词：“琼崖抗日先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由于琼崖距华南尤其是两
广很近，而以它为据点，又可以很快
占领印度支那半岛，再加上海南岛
上物产资源丰富，这里很快就成了
日军眼中的必争之地。

形势逼人，中共琼崖特委主动
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团结

抗日”的主张，并表示愿意在团结抗
日的前提下，改编琼崖工农红军。

“同时，琼崖特委把希望合作抗日的
主张发表在报纸上，要求国民党当
局在报纸上公开答复。”海口市委党
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员周琪雄
说，“这样一来，国民党就不能避而
不谈。”

从1937年8月起，琼崖特委主
动与国民党琼崖当局接触、谈判。

“然而，当时国民党不想改编，想直
接收编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讲
解员王丽萍说，因此，国共谈判历经

三轮，过程十分曲折。
1938年下半年，日军矛头直指

琼崖，屡次进犯，急迫地想要侵占海
南。在这种情况下，10月，国民党
将驻琼大部队调离，仅剩两个保安
团组成的琼崖守备司令部，总兵力
不足4000人。其司令王毅深知凭
一己之力难与日军抗衡，因此在琼
崖红军改编的问题上，同意了冯白
驹代表琼崖特委提出的原则要求。
10月22日，琼崖国共两党终于达成
合作抗日协议。

根据协议，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

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
称“琼崖抗日独立队”），下辖三个中
队，冯白驹任琼崖抗日独立队队长；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按独立队编
制，每月发给军饷8000元；独立队在
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

王丽萍介绍说，云龙墟位于琼
山至文昌的公路干线上，交通便利，
且当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
基层党组织健全，群众基础好，方便
部队开展游击战，“经过考察，冯白
驹认为琼山县云龙墟比较适合作为
改编地和改编后的部队驻地”。

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坐落在海口市云龙镇的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内，一座名为“国共合作”的雕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谈判历经三轮

枪口一致对外

1938年12月5日，琼崖红军游
击队改编暨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龙墟

“六月婆”庙举行。
据冯白驹后来回忆：“在成立独立

队这一天，各地老百姓约有几万人来
观礼，并送了不少吃用礼物慰劳我
们。老百姓个个喜形于色，快乐异
常。这天，王毅也来参加并讲了话，主
要是一些勉励抗日救国的话。特委同
志也有人去参观热闹，但不露面。”

在大会现场，王毅宣布了冯白

驹的任命，走下台后，王毅和冯白驹
的双手握在了一起，琼崖两党终于
剑指一处，全场掌声雷动。

如今，在云龙改编旧址，自战士
铜像向西行，一棵大榕树下，人们可
看见古铜色的冯白驹雕像和王毅雕
像在树荫下握手。“这尊‘国共合作’
的雕像就是刻画了当时那一激动人
心的时刻。”王丽萍说道。

时间再回到那一天，双方握手
后，冯白驹踌躇满志地走上台，向所

有人立誓：“决不辜负全琼300万同
胞和海内外关心琼崖抗日的各界爱
国人士的希望和重托，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誓死抗日，保卫琼崖！”

此言一出，现场气氛再一次被
点燃。写着“抗日先锋”“人民救星”
等字样的红旗随风飘扬，百姓高兴
地舞着龙和狮。喧天的锣鼓、冲天
的爆竹把琼崖人民的激动和喜悦、
希望和盼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云龙改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史上的重大
事件，也是琼崖国共关系史上的重
大事件。”王丽萍说，云龙改编标志
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琼崖的
胜利，增强了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

琼崖抗日独立队没有辜负群众
的信心。从“国共合作”的雕像向东
走，来到一间六角凉亭，名曰“荡寇
亭”，连廊那头，是“凯旋亭”，光从名
字，就可以知道琼崖抗日独立队日
后立下的卓著功勋。

抗日救亡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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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崖抗日独立队成立后，队部
和第二中队驻云龙墟，第一中队驻
云龙墟附近的儒来村，第三中队驻
云龙墟附近的多能村。

为了抓紧时间，积极筹备抗日，
琼崖抗日独立队迅速进入了紧张的
训练。冯白驹曾回忆：“当时的主要
任务是加紧军政训练……此外，部
队在驻地参加劳动，帮助老百姓进
行生产，做宣传、组织等工作。当时
在生活上大家都一样，干部和战士
一起就地坐席吃饭，我们干部的工
资，除了吃饭和一些零用外，其余均

交给党做工作活动经费。部队驻在
云龙训练了两个月零五天。”

严格的训练让这支年轻的队伍
迅速成长。2个月后，1939年2月
10日，日军登陆海南岛，正是这支琼
崖抗日独立队，打响了琼纵抗战第
一枪。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琼崖抗
日独立队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3
月，独立队扩编为独立总队，由300
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在解放战
争中，这支英雄的部队得到了更大
的发展，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琼崖纵队，人数最后发展到2万多
人，为琼崖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对琼崖革命史的了解逐渐
深入，我的爱国、爱党之情也更加浓
烈。”走出凉亭，来到广场，王丽萍望着
眼前的战士雕像说：“作为一名讲解
员，我还想学习了解更多琼崖革命故
事，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知道这一
段艰难困苦又波澜壮阔的历史。”

站在广场中间，往两侧望去。
与云龙改编旧址一墙之隔，就是云
龙小学。王丽萍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云龙小学的学生们放学后，常常
会来云龙改编旧址看一看、坐一
坐。此前，受革命历史感召，云龙小
学高年级的学生们还纷纷志愿当起
了“红色小讲解员”，用铿锵有力的
声音，为学校师生讲解琼崖革命故
事，弘扬革命精神：“继承先烈遗志，
建设美丽宝岛，报效伟大祖国……”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