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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20日，琼崖纵队首次代表大会在便文村召开——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毛景慧

驱车至鹦哥岭南麓的半山腰，只见山窝里藏着幢幢红瓦白墙的新式民居，“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
乡便文村跃然眼前。

远远瞧着宛若世外桃源，走近些才发现，这座小山村里处处都烙着“红色印记”。
73年前，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首次代表大会正是在这里召开，吹响琼崖革命斗争从自卫转向反攻的号角，也标志着琼崖纵队

这支地方武装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在向着正规化发展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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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琼崖纵队首次代表大
会是很多人知道的琼崖革
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在便
文村乡亲们的眼里，它承载
更多的则是一段难忘的鱼
水情谊。

在采访中，村里的老人
告诉我，那时候他们一家老
小齐上阵，赶在“父母军”进
村前搭好茅草房，战士们则
会将他们原本就短缺的粮
食拿出来，分给缺粮没饭吃
的乡亲们。

看似平淡无奇的叙述
中，满含着人民群众对“父
母军”的信任与支持，也蕴
藏着琼崖我党我军革命胜
利的法宝之一——坚持走
群众路线。

事实上，便文村所处的
五指山区长期有国民党重
兵把守和反共宣传，加上我
军在这一带活动少，原本群
众基础并不牢固。正是因
为琼崖纵队时时处处把群
众利益放在心上，这才让黎
族同胞们转变了看法，甚至
将他们称为“父母军”。

进入新时代，筑梦新征
程，尽管没有了血与火、生
与死的考验，但前进的路途
并不平坦，共产党人只有始
终坚持“一心为民、面向群
众”，切实提高做群众工作
本领，方可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困难曲折。

海南解放英烈谱

王白伦：
鞠躬尽瘁 一心向党

吹响琼崖革命反攻号角

“父母军”来了

自从王国兴带领着黎族苗族
同胞揭竿而起，革命的薪火便在
五指山区渐呈燎原之势。为了让
这把“火”烧得更旺，中共琼崖特
委和琼崖独立纵队率领警卫营，
于 1947 年 1 月正式入驻白沙县
第二区红毛下乡（现琼中红毛
镇、什运乡境内），着手开辟以白
沙、保亭、乐东为中心的五指山
革命根据地。

红毛下乡是王国兴的家乡，也
是将白沙起义推向高潮的所在
地。彼时，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着

“斩尽黎子，杀绝苗人”，黎村苗寨
里四处传颂着王国兴请来的“父母
军”神出鬼没打“国贼”的故事。

听说“父母军”要来，红毛下乡
的乡亲们欣喜万分，奔走相告。而
他们口中的“父母军”，指的正是共
产党人领导的琼崖独立纵队。

“当时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驻
扎在红毛下乡一个叫作报茅村的
地方，这里因四周茅草茂密而得
名。”琼中县委党史县志研究室退
休干部谢晋颀介绍，驻扎下不久，
中共琼崖特委便决定在这里召开
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

那是全国解放战争即将从战
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和琼崖自卫
战争转入反攻取得胜利的前夜，会
议总结了自卫战争以来的工作及
其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全党的中
心工作任务，并选举产生中共琼崖
区委员会，标志着琼崖党组织经过

长期的艰苦斗争，已经锻炼得更加
坚强、成熟与团结。

然而，似乎是感觉到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步步逼近，冯白驹在琼崖
五大召开后不久，再一次率部往报
茅村的西南方向秘密转移。

拉开反攻序幕

穿过重重密林与山间小路，一
行人继续疾步向前。

已过耄耋之年的便文村村民
吉家元还记得，那是1947年夏天，
来自便文村、伯保村、冲公保村的
村民，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在便文
村盖起40多间茅草房，还是孩子的
他跟在大人身后帮着割草、编织茅
草，隐约觉得将有大事发生。

果然，不久后琼崖独立纵队各
支队和中队60余名代表匆匆的脚
步走近了便文村。这一年10月20
日，他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中共
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在便文
村召开了首次代表大会。

会上，冯白驹代表琼崖独立
纵队作了《十年建军历史总结》和
《党务工作总结报告》，详尽回顾
了我军过去 10 年军事斗争和部
队建设的历史经验，并根据琼崖
革命斗争和部队建设的实际，确
定琼崖独立纵队今后总的奋斗方
向为“学会打大仗，学会结合人
民，学会团结内部，学会生产，扩
大与巩固自己”。

历史的长河，静观时往往显得
风平浪静，蓦然回首，才能体会它
的波澜壮阔。谢晋颀认为，正是这

次会议确定了琼崖革命斗争从游
击战自卫转向运动战反攻，拉开夺
取海南岛解放战争胜利的序幕。

1948年9月至1949年7月，琼
崖纵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反
攻，发动秋季、春季和夏季三大攻
势，歼敌4000余人。一次次“打大
仗”中，琼崖纵队也不断扩大与巩
固着自己的力量，至海南解放时，
总人数已迅速发展至2.5万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琼崖独立纵队
首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军委还发
来了决定将“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
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琼崖纵队”的电报，标志着琼崖独
立纵队这支地方武装正式列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老区谱新韵

从1947年10月20日到11月
30日，琼崖纵队首次代表大会在便
文村开了整整41天。它是琼崖革
命23年武装斗争中的短暂一刻，留
下的点点滴滴却成为一方念想，传
颂至今。

吉家元还记得，原先国民党、
保安队经常进村抢吃的，众人苦不
堪言，“自从冯白驹带着琼崖独立
纵队入驻后，不仅‘国贼’不敢来
了，‘父母军’还会把他们的粮食分
给我们吃。”

乡亲们念着“父母军”的好，主
动扛来树桩，割好稻草，帮助部队
在村里的几棵大榕树下搭起茅草
房。有村民曾见过，一个瘦高的男
人在茅草房边种了几垄青菜，时常

浇水、捉虫，后来才知道，那人便是
冯白驹。

时光匆匆七十余载，当年战士
们住过的茅草屋早已不复存在。
距离会议旧址四五十米处，如今建
起一处两三百平方米的纪念馆，馆
内除了翔实的图文资料外，还有火
药枪、长刀等实物展出，轻易间便
能将人带回到那段艰难跋涉的革
命年代。

寻访黎村便文，还会发现村里
有两块显眼的大石头，分别刻着

“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首次
代表大会会址”和“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如果说前者代表着便
文村的过去，后者则是今天的便文
村正在发生的故事。

游高山梯田、访红色热土、尝
黎苗农家饭……每到节假日或周
末，城里的游客总会赶趟儿似的一
波波涌进便文村。“我在村里开了
民宿和农家乐，现在每个月能挣
3000多元，这在以前可不敢想。”村
民王秀尾坦言，从靠天吃饭到端起

“旅游饭”，便文村的蜕变不过几年
光景。

以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为依
托，近年来便文村进行整村民房改
造和乡村休闲度假旅游项目建设，
将红色故事融入山青水秀的自然
体验，一个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
题，集观光、度假、休闲为一体的乡
村公园也就悄然成形。

昔日琼崖纵队走过的地方，
老百姓的日子富了。浴血奋战的
将士们所梦想的一切，今天正成
为现实。（本报营根4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投身革命20年，他多次历经生死
边缘，不畏艰险一心向党；常年身居要
职，他勤俭艰苦作风不变，死后没有留
下一张照片。他叫王白伦，是琼崖独
立纵队政治部主任，也是琼崖革命大
浪潮中一名普通的救国先锋者。

出生于琼山县道崇乡下云村（现
属海口市红旗镇）一个贫穷农民家庭
的王白伦，原名王育才，早年辍学回家
参加生产劳动，后又随亲戚出洋谋生，
受尽资本家和工头的棍鞭。1926年
初，王白伦在大哥王育贤的引导下开
始投身于革命斗争。由于工作积极，
不久之后他便被选送到琼崖高级农民
军事政治训练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

正当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之时，琼
崖“四·二二”事变爆发，王育贤在府城
被杀害。亲人的牺牲，让王白伦更加
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开始把各村农
会的自卫军组织起来，统一指挥，攻打
国民党地方武装道崇民团，有力打击
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27年6月，中共琼山县委从合
群、三江、咸来、道崇等乡农会自卫军
中挑选优秀分子百余人，成立琼山县
人民革命军（后改为讨逆革命军），编
制一个中队两个小组，王白伦等人被
编到第一小组。在攻打嘉积外围据点
椰子寨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冲锋在
前，部队很快攻进椰子寨。11月，王白
伦参加南征，连续攻陷陵水县城、藤
桥、榆林、三亚街，转战 200 余里。
1930 年夏，王白伦奉命组建陵崖县
委。1931年底，他被选为特委委员，
负责乐万地区督导工作。

1932年，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琼
崖革命，尽管与特委机关失去了联
系，王白伦仍然在乐万地区坚持领导
革命斗争。经过两年多艰苦工作，乐
万地区已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重新
恢复起来。

处事稳重、决策果断的王白伦，很
快得到组织赏识，他先后担任善集县
委书记、琼崖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政委等要职。

“七七”事变后，为了团结抗日，建
立琼崖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冯白驹前
往府海附近的演村，指导我党代表与
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国民党琼崖当
局竟然派兵逮捕了冯白驹夫妇。危急
关头，王白伦代理特委书记，继续与国
民党作斗争，积极营救冯白驹夫妇。

1943年特委决定成立东、西、南
三个区的军政委员会，王白伦担任西
区军政委员会主任。1944年7月，接
任总队政治部主任。1946年兼任中
共西区临委书记、琼崖独立纵队第四
支队政治委员。

参加革命20年，王白伦未曾一日
脱离斗争，无论处境如何艰难，始终坚
忍不拔。他身居要职，岗位多变，但勤
俭艰苦的作风不变，深受全党爱戴，群
众欢迎。由于长期抱病工作，1946年
11月5日在白沙县阜龙乡逝世，年仅
43岁。 （本报营根4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自云龙改编后，由中共琼崖特
委领导的人民武装在烽火战乱中不
断发展壮大。1947年，冯白驹在琼
崖独立纵队首次代表大会上作《十
年建军历史总结》，对琼崖独立纵队
的组建过程、战斗历程进行了一次
系统回顾。

《总结》中，冯白驹强调了我军
之所以不断成长壮大的五点经验：
虚心学习各地红军，特别是八路军

和新四军的建军经验；正确掌握和
灵活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
战术；把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结合
起来，注意根据地建设和巩固工作；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与
加强与地方党政关系；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依靠人民群
众，进行人民战争。

就如何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
使部队向正规化发展，冯白驹还提
出了十一条意见，包括扩大部队、纠
正一切不良倾向、加强部队的思想

工作、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作用、
健全参谋工作、大胆提拔干部、发展
生产、建立后勤部门、加强与地方党
政的团结合作、注意瓦解敌军工作
及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与战术原
则作为我军的指导方针等。

在这份总结中，冯白驹根据毛
泽东军事思想，从琼崖革命斗争实
际出发，着重强调了琼崖独立纵队
主要采用伏击与运动相结合的战术
问题，不同于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主
要运用伏击与奇袭的战术，说明解

放战争中琼崖独立纵队的作战形式
已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后来甚至向
攻坚战）发展。

这一具有琼崖特色的战略战术
原则的确定，对于正确地指导和进
行以后的军事斗争、夺取战争胜利，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营根4月10日电）

秣马厉兵再出发
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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