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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曾毓慧

在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新区海花岛二号桥旁，解放海南渡海先锋营登陆点纪念碑面朝大海，纪念碑的后面是渡海将士强渡雕像和傅世俊烈士墓。这
里曾经是渡海解放海南岛首个登陆点。

70年前的3月6日下午2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0军118师352团一营799名将士组成的渡海先锋营，冒着国民党军队的枪林弹雨，在儋
县白马井镇超头海滩成功登陆，与琼崖纵队接应部队胜利会师。这是第一支登上海南岛的渡海作战部队，由此，人民解放军正式吹响了解放海南岛的冲锋
号。在战斗中，包括三连排长傅世俊在内渡海先锋营共有50余名将士伤亡。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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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1950年3月6日，为
了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的海南岛人民，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
战军 40 军 118 师 352 团
一营 799 名将士组成的
渡海先锋营，在琼崖纵
队的接应下，突破国民
党守军的封锁，在儋县
白马井镇超头海滩成功
登陆，正式吹响了解放
海南岛的冲锋号。

70年前的渡海作战
冲锋号，推倒了压在海
南人民身上的三座大
山，人们从此告别了受
剥削压迫的日子。

两年前，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勉励海南争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动范例。这是时代赋予
海南人民的新使命，吹
响了建设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的冲锋号。

两年后的今天，海
南自贸港建设正在加快
推进。今年是海南自贸
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之
年，我们更应该大力发
扬渡海先锋营的“抢滩”
精神，助推海南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推动自
贸港建设开好局起好
步，为这片红色热土“扬
帆远航”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海南解放英烈谱

孙成达：
生命不息 革命不止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孙成达，定安县雷鸣镇赤目坡
村人，1905 年 5月出生在一个农民
家庭。1922年高小毕业后，考取了
当时很有政治影响力的广东省立第
六师范学校。1924年底，孙成达考
取了黄埔军校第二期，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25年6月19日，孙成达跟随徐
成章参加省港大罢工，任工人纠察队
教练。同年10月，任工人纠察队“模
范队”队长，所带领的模范队和以后成
立的“特别队”，构成了工人纠察队的
骨干力量，出色地完成工人纠察队所
执行的任务。

1926年 10月，孙成达以中共广
东区委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琼参加农
民运动，12月重返广州省港罢工委员
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广
东国民党当局于4月15日在广州大
肆捕杀共产党员。当天晚上，反动军
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大楼。孙成
达脱险后，根据区委领导的指示，回琼
通知琼崖地委撤离。在广州开往海口
的客船上，他凭着机智勇敢，躲过了敌
人的盘查。

到达海口后，孙成达将广东区委
的指示传达给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等
人，琼崖地委机关及主要领导人迅速
撤离。

之后孙成达被派回到定安县开展
活动，并于4月28日在石井园村召开
党员和革命群众大会，揭露和声讨蒋
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
号召党员和群众继续坚持革命。之后
孙成达又受琼崖地委派遣，往返于琼
岛与香港之间，一面将琼崖情况向迁
到香港的广东省委汇报，一面带回省
委对琼崖革命的指示，改建琼崖特委，
部署革命斗争。

是年秋，琼崖特委派孙成达回定
安指导武装斗争。9月17日，孙成达、
徐树芳组织农民武装配合冯建农带领
的讨逆革命军100多人攻打长岭墟反
动民团，全歼该民团20多人。战斗结
束后，队伍整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孙
成达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

1927年 11月中旬，琼崖特委在
乐会县第四区召开扩大会议，孙成达
当选为候补委员，兼任“琼崖工农革命
军”第一营营长，随同徐成章率领的东
路军南征。

1928年2月初，东路军挥师北上
万宁，在分界墟与国民党三十三团激
战，徐成章在指挥战斗中不幸牺牲。
孙成达、冯建农带领两个排的战士突
围后转入母瑞山，与定安县委领导的
赤卫队30多人会合，改编为红军一个
连，孙成达兼任连指导员，在母瑞山开
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年2
月，在中共琼崖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孙
成达当选为特委委员。

1930年 8月底，国民党军队“进
剿”内洞山革命根据地。孙成达率部
分红军完成阻击任务后，身背7支缴
获的步枪带领战士撤出阵地时，不幸
被躲在一棵树后的敌兵开枪击中，英
勇牺牲。

（本报那大4月14日电）

渡海先锋营在儋县白马井镇超头海滩成功登陆，与琼崖纵队接应部队胜利会师

吹响解放海南岛冲锋号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那时，这里是一片旱地，种
植着不少花生、地瓜，后来就建成
了一所小学。”今年 63 岁的蓝金
山曾于1991年至 2010年期间担
任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新村党
支部书记，他回忆说，早在 20世
纪80年代，刚建成的新村小学有
百余名学生，而那时，他还是这所
学校的语文教师。

大约是2000年左右，学校改
名为海联小学，直至2012年撤并
入阜龙乡中心学校，当地有关部

门在原来校舍的基础上，改建为
新村村“两委”办公场所。在此之
前两年，“渡海先锋营联欢大会旧
址”奠基仪式举行，在这里竖起一
尊高约 3 米的岩石，上面雕刻着
苍劲有力的草体字：“欢迎渡海先
锋营联欢大会旧址”。在石碑底
下的大理石基座上，则刻字介绍
渡海先锋营向白沙阜龙乡革命根
据地转移的过程。

69岁的新村村民周金生早年
曾听父辈聊起，渡海先锋营联欢
大会旧址石碑的石料是从阜龙乡
大堆村周边山体就近开挖得来

的，一共有两块，几乎紧挨在一
起，而且外形十分神似。经当地
政府有关部门决定，一块用于建
设渡海先锋营集结地纪念石碑，
另一块则运至距离渡海先锋营集
结地遗址大约一公里开外处，建
成保加战斗旧址纪念石碑；这两
处纪念石碑底下的基座都清楚记
载着，均为2010年 5月建成这两
尊纪念石碑也被当地村民喻为

“同心石”，寓意着军民同心打赢

解放战争。
白沙县委史志编纂中心副主

任韦杰发介绍，现如今，每逢清明
节或“七一”，都会有省内各市县各
部门的党组织来到这两个地方举
办不同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在年月轮换间，植栽在石碑两侧的
两棵榕树也茁壮成长，愈发枝繁叶
茂。 （本报牙叉4月14日电）

挖得“同心石”铸成纪念碑
岁月回眸

首次渡海 成功登陆

1949年 12月 8日，毛泽东主
席指示，第四野战军“以四十三军
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1950年1
月10日，毛泽东关于琼岛作战问题
的指示中，要求“争取于春夏两季
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第四野战
军第15兵团第40军和第43军进
驻雷州半岛，开始海上练兵，做好
发动海南岛战役的准备。

与此同时，为了接应渡海作战
部队，1950年初，琼崖纵队司令员
冯白驹委派司令部侦察科长郭壮
强偷渡雷州半岛，汇报敌人布防情
况，协助解放大军渡海。郭壮强接
受任务后，立即赶去儋县光村镇泊
潮村，找到地下党员梁昌富商量。
之后，梁昌富乘着夜色驾着小船，
载着郭壮强和20多名泊潮村的船
工偷偷出海，向雷州半岛奔去。抵
达雷州半岛乌石港后，郭壮强向40
军军长韩先楚等首长转达冯白驹
的口信，详细地汇报了海南岛国民
党兵力和布防情况。

1950年3月5日下午，由第40
军118师352团1营799名勇士组
成的渡海先锋营，在师参谋长苟在
松、团长罗绍福的率领下，分乘14
艘帆船从徐闻县角尾乡灯楼角出
发，直奔海南岛。开船的是儋县船
工林帝卷、筒长球、黄神养、黄士壮、
林昌荣、刘吉春、万小井等20多人。

次日中午1时左右，驻扎白马
井的国民党守军发现渡海先锋营

后，组织火力封锁海面，并呼叫飞
机、军舰前来轰炸炮击，企图阻止
我军登陆。渡海部队一边反击，一
边加速前进。距离岸边只有200
多米时，打先头的教导员张仲先带
领战士们跳进水里，涉水冲锋。后
面的船只以迫击炮、重机枪掩护先
头部队抢滩登陆。一上岸，战士们
立即占领滩头阵地还击敌人。在
他们的掩护下，后面的指战员相继
登陆。

“渡海部队能够顺利成功登
陆，琼崖纵队功不可没。”儋州市委
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唐卓昌说，
当时，由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
青山、一总队总队长陈求光率领的
负责接应部队一总队9团从屯昌县
藤寨墟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儋县
新地村潜伏时，被敌人发现，双方
发生战斗。正午，就在敌人全力阻
止渡海部队登陆时，接应部队兵分
几路，除了进攻守在岸上的敌人
外，还分别阻击排浦、新州、王五等
地的增援之敌。此外，白马井附近
的松鸣、山营、王五、排浦等地的民
兵纷纷赶过来参战。岸边守敌在
我军的两面夹攻下，四处逃窜，溃
不成军。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
神话被渡海先锋营与琼崖纵队接
应部队联手打破，两支英雄部队在
超头海滩胜利会师，双方将士热烈
拥抱，欢呼雀跃，纵情享受胜利的
欢乐。

当天傍晚9时许，部队悄悄撤
出新地村，踏着夜色，转移到白沙
县阜龙乡。

军民联欢 鱼水情深

在大榕树伸展开来的枝叶掩
映中，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
芭蕉村与新村交界处，刻有“欢迎
渡海先锋营联欢大会旧址”的纪念
石碑矗立着，底下基座的文字正在
向后人讲述着当年那一段不平凡
的海南解放战争往事。

白沙县委史志编纂中心副主
任胡腾业介绍，当时，琼崖区委和
琼崖纵队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接应
野战军渡海登陆的命令后 ，立即
指示白沙县委成立白沙支前委员
会，深入各乡村宣传发动群众，组
织支前队伍，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开展捐献“一元钱、一升米、一颗子
弹”的活动。海南日报记者查阅
《中国共产党白沙历史——第一卷
（1937—1950）》，书中记载：经统
计，全县共组织支前队伍25个，参
加人员5750人，1100多名青年报
名参军，捐献粮食3万余担，光洋2
万余元。解放区的男女老少纷纷
加入支前工作，织草鞋、编担架、修
牛车、椿米、打柴、扫房子，随时准
备迎接大军的到来。

胡腾业说，1950年3月6日下
午，在琼崖纵队的周密接应下，渡
海先锋营在儋州白马井以南4公里
处的海岸线登陆，随后，陈青山、苟
在松、陈求光率领琼崖纵队第一总
队和渡海先锋营转移到白沙根据
地阜龙乡。3月12日，白沙县政府
在芭蕉村召开盛大军民联欢大会，
陈青山在会上宣读上级的嘉奖电，

白沙县长王茂松代表全县各族人
民向渡海先锋营赠送一面“人民救
星”的锦旗。苟在松及群众、民兵
代表分别在会上发言后，联欢开
始，黎族苗族青年男女跳起打柴
舞，吹起金竹笛，唱着民歌，歌颂共
产党、歌颂解放军，欢迎解放海南
的渡海指战员胜利到来。整个会
场呈现出军民团结、鱼水情况的感
人场面。

“我年轻时，听到村里的老人
讲，当时欢迎的场面，一辈子都难
得见几回。”69岁的新村村民周金
生回忆，那时，阜龙乡群众把房子
打扫得干干净净，像接待亲人一样
拉着渡海战士到家里去住。乡亲
们杀牛宰猪盛情款待，黎族妇女像
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给伤病员喂
饭，用草药清洗伤口。阜龙乡周边
的群众也纷纷前来慰问，有的挑来
粮食，有的送来猪肉，有的送来芭
蕉、芒果、波罗蜜等水果，渡海先锋
营驻地一片欢腾，慰问劳军的人群
络绎不绝，沿途互相招呼：“我们的
队伍来了，快看我们的子弟兵去。”

在白沙阜龙乡进行短暂休整
后，3月19日，琼崖纵队和40军军
部分别发来电报，要陈青山和苟在
松立即率部向儋县西北部的光村
挺进，准备迎接第二批渡海部队登
陆。

为纪念这段光辉的历史，20世
纪80年代，白沙县政府在集结地建
了一所小学；2010年，修建了渡海
先锋营联欢大会旧址纪念石碑。

（本报那大4月14日电）

2000年4月修建的渡海先锋营登陆点纪念园。本报记者 林书喜 摄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芭蕉
村与新村交界处的欢迎渡海先锋营联
欢大会旧址。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