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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王国兴率领黎族苗族同胞发动白沙起义，开启黎族人民跟
着共产党走的革命新路——

赤旗卷白沙 一心跟党走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这是一座面容沉静、目光坚毅的半身铜像。铜像矗立于白沙起义纪念园一隅，大理石基座上楷书题“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9个字。
1943年，正是王国兴带领饱受国民党迫害的黎族苗族群众揭竿而起，发动了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这一壮举不仅为琼崖特委开辟五

指山革命根据地和解放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更开启黎族人民跟着共产党走的革命新路。
风云激荡七十余载，曾经贫穷落后的黎村苗寨早已换了新天地。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谭明新：
浴血奋战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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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今天

4月6日，43军127师加强团行进到岭口、翰林地区，与琼崖纵队第3总队胜利会师。

胜利会师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70 多年前，饱受欺
压的番响人揭竿而起，
在王国兴的带领下主动
寻找共产党。70多年后
的今天，番响村依旧进
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摸
索、实践，只是这回的主
题是关于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

回溯历史，黎寨番
响之所以能够旧貌换新
颜，离不开“闯”和“试”
这两个字。

从发动起义、寻找
共产党，到垦荒种水稻、
槟榔和橡胶，再到如今
引进种桑养蚕等特色产
业并发展红色旅游，番
响人大胆闯、大胆试，主
动拥抱机遇，一步一个
脚印走出自己的发展新
路。

曾经文面避祸的老
人王玉娥，解放后垦荒
种田，凭着槟榔、橡胶等
经济作物的好收成，从
茅草屋搬进瓦房。随着
种桑养蚕的热潮掀起，
她和儿女又尝试发展新
产业，搬进了更宽敞的
新楼房。

原本黎语中根本没
有“公路”一词，随着海榆
中线等多条公路的开通，
番响人外出打拼，一波波
游客涌入红色番响。

这种敢闯敢试、接
续奋斗的干劲，又何尝
不是对革命精神最好的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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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一夕危亡，“五四”惊雷划破历史
长夜。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琼
崖大地掀起一股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出岛求学热潮，出生于琼山县（今海
口市琼山区）云龙镇永群村的谭明新
便是其中一员。

乘舟漂泊过海到上海求学，谭明
新接触到进步思想，渐渐由一名普通
的学生成长为初具革命思想的进步
青年。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谭明新回琼参加革命不久，“四
二二”事变爆发，琼崖国共合作全面
破裂。彼时，以邢森洲为首的国民党
文昌县政府，对文昌县党组织和革命
群众团体进行“清剿”，革命力量亟待
重新聚集。为此，谭明新与许侠夫于
1927年9月在文昌县组建工农武装，
他本人则被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任
命为琼崖讨逆革命军第五路军（文
昌）司令。1927年11月，谭明新率部
在中共琼山县委、文昌县委的策应
下，消灭金堆、溪尾、抱罗3个民团。
一个月后，他又在百余名群众的配合
下，率队乘夜攻打文昌县文教墟民
团，歼灭30余人，并击溃国民党文昌
县县长邢森洲带来救援的队伍。

谭明新因出色的军事才能，很快
得到琼崖党组织的赏识。1928年2
月，琼崖工农红军中路军指挥部成
立，谭明新被任命为总指挥兼第一营
营长。上任不久，他便指挥部队攻克
树德头、三更、新桥3个民团据点，歼
灭10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赢得一场

“开门红”。
1929年冬，谭明新调任琼崖工农

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次年9月又
重返战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
立师参谋长，指导、参与了多场战斗。

1932年8月，国民党陈汉光率部
对琼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
剿”，谭明新在琼东县（今琼海市）一
带指挥红军部队反击敌人，保卫母瑞
山革命根据地，不幸于战斗中牺牲，
年仅35岁。

（本报营根4月5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驾车行至海榆中线157公里处，
往北侧一拐，便来到了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

下车漫步于宽阔的水泥路上，房
屋墙上醒目的革命标语、展现白沙起
义历史事件的彩绘及铜像，与家家户
户门前挂着的“建设小康新农村，知
荣弃耻争文明”“栽树让后人乘凉，遇
事为他人着想”等村规民约交相辉
映，处处洋溢着革命老村的新气息。

“我们村出过不少革命烈士，为
白沙起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
牲。”顺着番响村村民王章赛手指的
方向，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不少民
房前都悬挂有烈士故居的木牌，而几
棵枝繁叶茂的菠萝蜜树后，正是黎族
领袖王国兴的故居。

依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绿色生
态资源等，近年来，番响村着力完善
文化广场、环村公路、污水处理、挡土
墙等基础设施，实现道路硬化、卫生
净化、村庄绿化、环境美化、路灯亮
化，同时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悄
然走出一条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
乡村发展之路。

“目前番响村第一间农家乐已开
门迎客，后续的旅游配套设施也在不
断完善中。”番响村驻村第一书记徐
岩介绍，除了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该
村还以发展种桑养蚕、益智、油茶等
特色产业为突破口，推动革命老村实
现幸福变迁。

（本报营根4月5日电）

琼中番响村：
革命老村大变样

旧址今朝

拂晓前的深山黎寨，平静之下暗
流涌动。伏耳听见鸡鸣二遍，来自白
沙、元门、牙叉等乡的4000余名黎族
群众终于按捺不住，手持粉枪、弓箭、
钩刀和锄头、木棍，如同决堤之水般
朝国民党反动派冲杀而去。

这一天，是1943年8月12日。
这一刻，他们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时光回溯至那个风雨如晦的年
代，日军铁骑践踏琼岛，为保存实
力，琼崖的国民党当局龟缩至五指
山山区一带。仅白沙县就聚集着国
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琼崖专员公
署以及儋县、临高、感恩等8个县政
府。他们畏敌如虎，却对手无寸铁

的黎族苗族同胞耍起了威风。
“那时候‘国贼’经常来村里催

粮收税，奸淫掳掠更是常有的事。”
家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
响村的王玉娥，苍老得已经记不清
自己的年龄，唯独难忘这段屈辱岁
月。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她甚
至忍痛在自己清秀的脸庞上文满了
青色花纹。

黎族苗族同胞步步隐忍退让，
国民党则愈发变本加厉，不仅巧立

“抗战粮”“官长粮”“参议粮”“军服
费”“草鞋费”等名目横征暴敛，更制
造了多起触目惊心的屠杀惨案，一
时间无数村寨沦为“无人村”。

是继续忍辱偷生，还是另寻
生路？

黎族头人王国兴在乡亲们的呼
声中找到了答案：不反抗、不斗争，
就只有死路一条。

1942年，王国兴多次召集各保
保长秘密商议起义事宜，最终决定
于 1943 年 8 月 17 日卯时揭竿起
义。然而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 5
天，白沙一区的男女老少们出于形
势所迫，实在忍无可忍，提前打响
了第一枪。至此，以黎族人民为
主、有苗族群众参与的白沙起义终
于拉开序幕。

锈迹斑斑的粉枪、木制的黑色

弩弓、弯弯的牛角号……如今到访
白沙起义纪念馆，一件件文物藏品
安然陈列在玻璃橱窗中。与它们互
相对视时，脑海中悄然回放起当年
的一幕幕：密林深处，起义号角吹
响，飘扬的旌旗、呼啸的箭矢与挥舞
的柴刀交织在一起，汇聚成消灭贼
寇的滔天巨浪。

8月12日至8月26日，白沙各
区2万余名黎族苗族同胞分多路参
与战斗，共打死打伤国民党军政人
员300余人，缴获枪支、子弹一大
批。历经半个月的激战，驻在白沙
县境内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和部队被
全部赶出，起义取得初步胜利。

不论以何种角度审视，白沙起
义都是琼崖革命斗争史不可忽视的
一个关键节点。

1945年夏天，琼崖特委决定成
立挺进支队，加速开辟五指山革命
根据地。“原先我党在民族地区的基
础比较薄弱，工作一直很难开展。”
在琼中县委党史县志研究室退休干
部谢晋颀看来，白沙起义动摇了国
民党顽固派在五指山山区的统治基
础，无疑为我军大部队进驻五指山
扫清了障碍。

对于王国兴在创建五指山革

命根据地中发挥的作用，冯白驹后
来回忆说：“当年如果没有王国兴
的支持，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
的。”这一评价并非夸大其词——
彼时，王国兴先后建立了猛进队、
英勇队、区常备队、乡常备班、村后
备队等武装，并动员黎族苗族人民
积极支前和踊跃参军，极大充实了
琼崖革命武装力量。

事实上，富有革命传统的黎族
人民在历史上不知进行过多少次英
勇斗争，都未能逃脱封建社会农民
反抗斗争的失败命运。直到白沙起

义冲破传统斗争的巢臼，将自己的
民族斗争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斗争洪流，才有了转机。

黎族人民选择了跟党走，也得
到了最好的回馈。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建设期间，
中共琼崖特委通过土地改革、减租
减息、清匪反霸等一系列斗争，推
翻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封建势力，
黎、苗等各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
被乌云笼罩的五指山山区终于迎
来曙光。

岁月见证着黎村苗寨的变迁，

如今再次来到王国兴的家乡、起义
将士们曾战斗过的地方——番响
村，会看到一幢幢淡黄色的小楼房
错落有致，崭新的篮球场、主题公园
及文化广场掩映在群山之下，与不
远处的白沙起义纪念园遥遥相望。

“我们的好日子，都是从王国兴
主动寻找共产党开始的。”曾经文面
避祸的老人王玉娥，午后倚在门前
安逸地打着盹。日子一天天平淡安
宁，而这或许就是对先烈们最好的
告慰。

（本报营根4月5日电）

不堪压迫，白沙举义旗

辗转曲折，一心跟党走

然而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仅
为当地百姓换来一个多月的宁静。

1943年9月底，不甘失败的国
民党调集1000多兵力，分为三路，
向白沙人民猖狂反扑。原本以为敌
人不敢再来，起义军没有战斗准备，
加上武器简陋，又缺乏军事知识，伤
亡十分惨重。

在王国兴、王玉锦等人的带领
下，弹尽粮绝的部分起义队伍撤退
到什寒山和鹦歌岭一带。彼时，正
适逢山区雨季，坚持旷日持久斗争
的起义队伍已是衣不蔽体，国民党
展开血腥屠杀的消息又不时从山脚

下传来，几乎快要将黎族苗族同胞
逼上绝路。

族人的活路到底在哪儿？王国
兴和起义群众们突然想起共产党领
导的队伍打“国贼”的故事，很快下
定了决心，“找共产党去！这才是我
们唯一的出路！”

“我交代王朋充速带陈育祥
……引路去找红军……我就带56
（五六个）人去百沙乡（白沙乡）……
找红军。白沙乡符松龄派符贵与王
定江去找……到9月14日只见符
贵与……回（来）说找不着红军，王
定江半路碰（到）国民党兵（被）捉去

杀死了……”从王国兴留下的一份
手稿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寻党之路
并不顺利，“国贼”甚至悬赏1000光
洋要买他的头颅。

然而王国兴并没有被吓倒，不
久后他再次派人分三个方向寻找
共产党。经过辗转打听、托人带
路，吉有理一行终于在中共儋临联
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找到
了救星。“共产党啊！快去救我们
黎人吧！”刚见到琼崖抗日独立总
队第四支队队长马白山等人，吉有
理等人便放声大哭。眼前这一幕，
同样让后者激动万分，“我们也正

在找你们！”
很快，琼崖特委相继派出黎苗

民族工作委员会和先遣部队进驻白
沙，这让该地区武装斗争的性质和
内容渐渐发生了新变化。

1944年 12月，王国兴来到已
改编为琼崖独立纵队的驻地澄迈县
六芹山，与琼崖特委书记、纵队司令
员冯白驹一见如故。两双手紧紧地
握在一起，自此开启了黎族人民在
共产党领导下干革命，永远跟着共
产党走的新征程，也为我党我军开
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送上了一把

“金钥匙”。

黎汉团结，开启新征程

海南解放后，参加白沙起义部分战士的合影。（资料图片）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东侧的白沙起义
纪念园。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