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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年前，琼崖抗日独立队在潭口渡口阻击东进日军，鏖战
数小时丝毫不退——

打响琼纵抗日第一枪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自白沙黎族自治县发端，南渡江一路奔腾300公里，朝东北浩荡而去，却在海口市琼山区潭口古渡口被“撞折了腰”，陡然转向。
1939年2月，就在这个渡口，刚刚成立两个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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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了琼纵抗日的

第一枪。
“东北向，南渡水流长。源发黎苗开拓地，波扬府海丽都场。潭口御东洋。”阳春三月，伴着这首抗日诗词《南渡江》，海南日报记者来

到潭口渡口，回望那段“御东洋”的历史。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林伯熙：
变卖家产 投身抗日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林伯熙，1909年出生于海南文昌
县（今文昌市）熏兴乡柏茂村。

在琼海中学（现海南中学）读书期
间，林伯熙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活动。年近而立，林伯熙怀着
追求真理的渴望，自理一切费用，历尽
千辛万苦到他所向往的延安陕北公学
求学，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
平。秋天，林伯熙怀着抗日救国的强
烈愿望，从陕北公学回到家乡。

为了解决重兴乡游击队的武器装
备，林伯熙多方收集乡村中的闲散枪
支，并毅然卖掉自己家中部分田地，买
回17支抢捐给游击队。经过一番艰
苦努力，这支游击队拥有了约100支
枪，成为武器装备比较精良的地方抗
日军队。1939年下半年，这支游击队
在林伯熙的带领下，在烟堆、长坡、迈
号等地打击日军。后来，这支队伍接
受我党的改编，成为琼崖抗日独立总
队第一大队一中队，林伯熙任中队长，
后又历任一大队附兼一中队长、第一
支队副支队长、第三支队支队长，成为
独立总队年轻有为的指挥员。

在第一支队期间，林伯熙经常深
入了解政治工作人员的动态，掌握政
治思想工作情况，向政治处提出任务
和改进工作方法的建议，组织干部战
士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重要著
作，不断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
事素质，使部队出现生气勃勃的政治
局面。

1941年下半年，他与第一支队政
委陈石率领一个大队到重兴一带打击
日本鬼子。为了部队的给养，他毅然
回家卖掉大片良田，所得的钱全部由
他的警卫员符国安带到一支队去交给
组织使用。他家中的田地经这次变
卖，基本上卖光了。

林伯熙在频繁的战斗中，不畏强
敌，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42年 1
月的大水战斗，是抗战时期最大的一
次反顽战斗，共歼敌军数百人。战斗
中，敌军援兵越来越多，林伯熙机智勇
敢，沉着果断地指挥部队有力地打击
敌援军，一连两天击退了救援的顽军。

1942年初，林伯熙被中共琼崖特
委直接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
命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支队
长。不幸的是，担任第三支队长后不
久，林伯熙在金鸡岭伏击日军的战斗
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本报海口3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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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今天

第40军118师加强团向澄迈文生村转移

3月28日，解放军第40军 118师加强团在玉包港一带登陆后，
转移至澄迈县文生村，遭遇国民党军围攻。在远离接应部队的情
况下，加强团顽强作战了3天，击溃了国民党琼西守军2个团的阻
击。其实，就在加强团与敌军开战的时候，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的3
个团和渡海加强营，也在临高角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激战，牢牢地
牵制住敌人2个师的兵力。否则，加强团的登陆压力恐怕更大，损
失也许更重。 （陈蔚林/辑）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81 年前，在南渡江畔，
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
日军，仅 300 余人的琼崖抗
日独立队没有选择撤离，而
是选择打。在敌我力量对
比悬殊的境况下，打响琼纵
抗日第一枪，战士们需要有
多么大的勇气。

当下，“第一枪”仍不时
在琼州大地打响。大力推
进12个方面重点制度创新，
相继发布六批 71 项制度创
新案例；深化省域“多规合
一”改革，启动市县“一枚公
章管审批”改革试点，创造
商事登记“全省通办”等多
项“全国第一”……“4·13”
以来，我省坚持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形成“海南特
色、全国首创”的创新成果。

时代变迁，伴随“第一
枪”声响的早已不是战争的
硝烟，而是时代的风云。打
响“第一枪”是为了推动自
贸港建设再加速，是为了让
琼州大地有更好的发展，是
为了让琼崖儿女有更好的
生活。

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是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也是一项前所
未有的伟大事业，各类风险
和挑战必将相伴而生。

打响“第一枪”的气概，
我们不能忘记。面对困难，
绝不低头，面对挑战，决不
退缩。我们必须增强斗争
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气概，前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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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立断
阻击敌人掩护群众撤退

在海口市云龙镇玉仙村，有一
道沿路的石门，门头上刻着“琼崖
纵队抗日第一枪纪念园”，字数寥
寥，意义却重如千钧。穿过石门，
一间赤柱黄瓦的六角凉亭呈现在
记者眼前，横楣上书“潭口渡口阻
击战纪念亭”。这间于2004年落
成的凉亭，是潭口阻击战唯一的纪
念性建筑物。

由于地理位置重要、物产资源
丰富，日军觊觎琼崖已久。早在
19世纪末，日本当局就曾叫嚣要
将海南作为“南进”基地。1938年
9 月，日本拟定《海南岛处理方
针》，提出占领海南岛。当年 10
月，日军攻占广州，切断了国外对
华援助的香港路线。援华物资只
能取道越南与缅甸。为进一步切
断后两条路线，日军必须攻占海南
岛，以便飞机从海南起飞对其进行
空中打击。

1939年2月10日凌晨，日军在
海口天尾港一带登陆。琼崖抗日独
立队当即派人到琼崖国民党当局和
琼崖守备司令部，商量国共如何联
合抵御日寇，却发现国民党当局军
政机关早已撤离府海地区，撤到了
定安山区。海口、府城地区的国民
党一枪不发，逃之夭夭。日军顺利
占领海口、府城后，意图渡过南渡
江，向琼崖腹地推进。

潭口渡口位于玉仙村北侧，
是海南解放前海口至文昌、嘉积
公路的唯一渡口，是日军东进的
必经之地。

当时琼崖抗日独立队正驻扎在
离渡口东南10公里外的云龙墟。
敌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我军琼崖
抗日独立队仅有区区300多人，双

方力量对比悬殊，是走，还是打？队
长冯白驹决定打击日军的嚣张气
焰、拖慢日军进犯的脚步，随即对第
一中队下令：“同志们！日寇从海口
方向登陆了！你们一中队立即吃
饭，饭后赶到潭口渡口去。”

带着“坚决阻击敌人，掩护人民
群众安全撤退”的命令，第一中队中
队长黄大猷、副队长符荣鼎率领该
中队80多人，急行10公里，迅速赶
到潭口渡口迎战。

挫敌锐气
迫使日军放慢东进的进度

据《冯白驹将军传》一书记载，
第一中队赶到时，看到沿途都是扶
老携幼逃难的老百姓，妇女孩子哭
声一片，在混乱中没有目的地奔
跑。日机发出鬼怪般的嚎叫，低空
呼啸着向人群俯冲扫射。

经过勘查地形地貌，第一中队
迅速占据了渡口东岸的土坡，开挖
了临时工事。队员们成排埋伏在丛
林里，把枪架在土坡上，枪口正对江
面，居高临下，观察江面动静，只待
日军出现。

顺着“阻击战码头”的指示牌，
记者来到了当年的土坡，极目远眺，
渡口尽收眼底，视野十分开阔。

敌在低，我居高。明显的地
形劣势下，一路未受到抵抗的日
军突然遭遇阻击，一时不明底细，
不敢贸然渡江，于是改用飞机对
琼崖抗日独立队占据的土坡进行
狂轰滥炸。

第一中队利用地形优势，当敌
机俯冲时，便集中火力，轮番扫射敌
机；等敌机轰炸时，便立即向身后的
丛林里转移，不做丝毫退让。

在敌军第二轮轰炸中，第一中
队第二小队四班班长李文启的大腿

被炸弹碎片击中，瞬时皮开肉绽、血
流如注。李文启咬紧牙关，继续战
斗，始终不肯退居后方。

双方鏖战数小时。在第一中
队的坚守下，日军始终不敢强渡南
渡江。

傍晚时分，第一中队接到冯白
驹“为保存革命实力，撤退转移”的
收兵命令，方才撤离阵地，退回云
龙墟。

得益于第一中队的长时间作
战，大批从海口府城地区逃难的民
众才能够转移到云龙墟，在南渡江
边的树林里隐藏了起来。琼崖抗日
独立队回到云龙墟后，又着手解决
群众吃饭问题，再将他们转移到安
全的地方。

琼崖抗日独立队的勇猛势头让
日军大出意外，也迫使一路上长驱
直入的日军放慢了东进的进度。

影响深远
坚定了琼崖人民的抗日信心

“潭口一战，虽然战斗规模很
小，对日军的推进起不到大的影响，
但是它的意义是深远的。”海口市委
党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员周琪雄
感慨道：“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琼
崖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坚定了人
民群抗日救国、保卫琼崖的信心，激
发了全琼各界人士爱国家爱家乡、
共同支援抗日的热情。同时也提高
了独立队的威信，扩大了琼崖特委
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全琼的政治
影响。”

在潭口阻击战后，广大青年纷
纷要求加入琼崖抗日独立队，琼山
地区一度流行一首海南话民谣：“送
哥出，在前行。妹送你，相陪伴。送
哥自愿去前线，哥在胸前红花挂，望
哥机智与勇敢，保国保家流血汗，消

灭日寇才回家，欢庆胜利侬心宽。”
时至1939年3月，琼崖抗日独

立队迅速发展壮大，从最初的300
多人发展到 1000 多人、800 多支
步枪、200多支驳壳枪。由于规模
壮大，琼崖特委当月将琼崖抗日独
立队扩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下
辖 3个大队和 1个特务中队。到
1939年底，以琼文抗日根据地为
中心，琼崖的共产党员迅速发展到
9000多人。

与此同时，港澳爱国琼胞、海外
琼侨也成立了爱国团体，纷纷捐钱
捐物，支援琼崖抗日独立队。

“这一仗，也让玉仙村村民们
深受感动和鼓舞。”周琪雄说，在海
南岛解放战争期间，玉仙村大多数
人都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为我党
站岗放哨、送情报、运粮，且全村无
一人叛变革命，村民冼开章被日军
抓捕后，备受折磨依然坚贞不屈；
冼开登被日军刑讯迫供、引诱、拷
打，直至被枪决也没有叛变革命；
共产党员冼际章在南渡江边被国
民党兵包围，宁愿跳江而死，也不
愿落入敌手……

站在土坡上，这片曾经尽染鲜
血的土地上已经郁郁葱葱，南渡江
面波光粼粼，江岸杉树荫荫，野花盛
放，好似世外桃源。

上了岁数的玉仙村村民说，过
去的日子不能忘，不敢忘，有过去的
苦，才有现在的甜。年轻些的村民
说，玉仙村的荒地上如今种上了满
满的槟榔和淮山，家家户户靠着勤
劳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他们
说，继续跟着共产党，相信更好的日
子还在后头。

（本报海口3月27日讯）

琼崖纵队抗日第一枪纪念园。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潭口渡口阻击战旧址。（本报资料图片）

解放军战士就近靠岸，强行登陆。（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