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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海南渡海先锋营冒着炮火成功登陆，打赢“湖仔战斗”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清明时，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洽教村里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迎来了祭扫的群众，革命先烈永远会被铭记。
洽教村是1950年解放海南渡海先锋营（以下简称先锋营）与敌军战斗的指挥所所在地，当年，解放军就是在这里发出指令，打

赢了“湖仔战斗”。现在，村里不但保留了指挥所，还另外建成了解放海南渡海先锋营纪念广场，供后人缅怀先烈。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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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渡海，对于长期在陆地
作战的解放军而言，是一个
艰巨的任务，但渡海大军战
士没有畏惧。他们以海为操
场，以船为课堂，苦练技术，
实现了渡海作战兵团提出的

“把陆军变为海军陆战队”的
要求。第43军128师先锋营
成功渡海登陆，并取得了“湖
仔战斗”的胜利，最后成功解
放了海南岛。

“把陆军变为海军陆战
队”，是当时战争形势对渡海
大军提出的要求。眼下，海南
正面临着自贸港建设的历史
命题，今年更是海南自贸港建
设总体方案实施之年。新时
代新的发展形势，也对海南自
贸港建设大潮中的每一个人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潮头争渡，奋勇争先。
自贸港建设，是一项开创
性、探索性的工作，我们必
须学深悟透，立足岗位实
际，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
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全面
提高履职尽责能力。针对
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勇
于探索新规律，拿出新举
措，答好新考卷。同时，还
要大力发扬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争
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开拓者和实干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
工作中，把握重点，找准落
点，做出亮点，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自
己的贡献，抓住历史机
遇，不辱光荣使命。

海南解放英烈谱

熊侠：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先锋强渡旌旗展

1950年
4月16日

70年前的今天

4月16日，野战军大规模渡海作战正式开始，第40军主力6个团、第43军2个团共2.5万多名
指战员，分乘近400艘帆船，从雷州半岛的灯楼角至东场港一线起渡，向海南岛进军。

大规模渡海作战正式开始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熊侠，原名熊有章，1902年8月
8日出生于万宁县大茂乡天塘村一
个农民家庭。1925年，熊侠考入万
宁县立初级中学，受杨树兴等共产党
人的影响，经常通过演说、发传单、演
话剧等方式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帝国
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1926年1
月，熊侠响应琼崖学联的号召，开展

“择师”运动。
1927年初，熊侠加入中国共产

党，任中共万宁中学支部书记。琼崖
“四二二”事变后，熊侠随杨树兴、谢
育才等人转移到六连岭山区坚持革
命斗争。7月，熊侠被选为中共万宁
县委委员，主持成立中共城西乡支
部。1927年12月至1928 年1月，
熊侠奔赴万宁县各乡村，组织发动农
民暴动攻打县城。

1928年秋，熊侠任万宁县委书
记。这时，琼崖革命正处在困难时
期，万宁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县委领
导成员分头到各地活动。熊侠经常
活动于塘儒、后城、白沙坡一带，后来
又转移到周岭。

当时，熊侠和从特委返回的魏宗
周住在吴元璜老人家。有一天晚上，
吴元璜发现门外有手电光，马上叫醒
熊侠和魏宗周，他俩冲出庭院，发现
已被敌人包围。在这紧急关头，熊侠
猛然想起房子后墙上有一个用石头、
泥巴堵住的通往外面丛林的旧洞，于
是，熊侠和魏宗周便动手将旧洞口扒
开，当敌人破门进来时，他俩已消失
在黑暗中。

在革命低潮时期，为了保存力
量，坚持斗争，有些同志潜伏下来等
待时机，有些同志则离开家乡转移到
他乡。1929年夏，魏宗周、陈克邱、
文华浓等20人，经县委同意离开万
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为了掩人耳
目，转移目标，便于革命活动，熊侠嘱
咐魏宗周抵香港后，马上以熊侠名义
写信回家。魏宗周遵约在港以熊侠名
义给家里写了信，“消息”马上传开，对
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起了一定作用。

1929年8月中旬，熊侠在内洞山
联席会议上，当选为特委委员。不
久，被调往母瑞山，在特委机关工作。

1930年 4月，在母瑞山召开的
琼崖第四次党代会上，熊侠再次当选
为特委委员。7月，白区工作得到恢
复和发展。特委派熊侠到海口地区
从事兵运工作。当年，为庆祝“双十
节”，群众举行游行活动，熊侠和许福
志混在游行队伍里，把事先绑在大腿
里的革命传单松开，边走边散落，因
有人告密而被捕。

国民党反动派对熊侠软硬兼施，
但熊侠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并怒斥
国民党的反动罪行。临刑时，熊侠昂
首挺胸，沿街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
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
从容就义，年仅28岁。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

艰难渡海
冒着炮火向前进
1950年3月10日，解放军第

43军128师的千人渡海先锋营乘
船从广东省硇洲岛起航，朝着琼
州海峡对岸的琼崖方向进发，目
的只有一个：登陆海南岛。

据时任中共文北县委书记叶
明华回忆，在与先锋营营长孙有
礼、教导员王恩荣接头后，孙有礼
称，先锋营渡海过程中，同狂风恶
浪搏斗了20个小时，后来起东风，
到七洲岛，才朝正西方向前进。离
海岸只有几千米时，老天爷放起了
烟幕弹——海面升起了迷茫的大
雾，掩护了先锋营。战船离海岸约
600米时，岸上敌碉堡里的轻重机
枪开火了，迫击炮也轰击过来。由
于敌人火力不算强，先锋营没有还
击。先锋营的船队离岸约400米，
将向滩头涉水登陆时，敌人约一个
连的兵力扑向滩头，被我各战船以
猛烈火力所压制，我战船随即冲上
滩头，战士像潮水般涌上去，敌人
夹着尾巴跑了，不到半个小时，登
陆战斗便胜利结束。

在与文北县委、县政府、琼崖
纵队独立团（以下简称独立团）会
师的沿途，兴高采烈的群众摘下
椰子、香蕉送给先锋营战士。在
边城村会师时，群众扛着肥猪、挑
着大米，纷纷赶来慰问先锋营，青
年男女自发到部队去缝洗军衣，
热烈欢迎解放军。

14日拂晓，先锋营在琼山县
的潭门、湖仔村宿营休息。此时，
敌人正谋划着趁先锋营立足未

稳，将我军歼灭。
先锋营在洽教村的祠堂设下

指挥所，决定与独立团协同作战，
“湖仔战斗”由此打响。

湖仔战斗
全歼敌军一个营

曾经的先锋营指挥所至今还
保留着。门前一道拱形牌坊，正
中嵌着一颗五角红星，左侧的牌
子上竖向刻着“渡海先锋营指挥
所”几个描红大字。里间的屋子
里还挂着“海南岛登陆战役”和

“渡海先锋营登陆战斗”作战图。
从作战图上仍能看出当时的

形势：敌人派出云龙、大致坡、三
江等据点的国民党暂编第13师
37、39两个团4个营的兵力向先
锋营与独立团扑来，对我军形成
包夹之势。

“先锋营有枪有炮，作战能力
强，饶是如此，湖仔战斗也打了几
个小时，相当激烈。”海口市委党
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员周琪雄
感慨道。

14日上午，独立团率先顶住
从龙发和土桥方向来的两股敌军，
在雅程后坡上，打退了敌人的十几
次进攻，先锋营的战士们则迎战三
江、大致坡方向的敌军进攻。

上午战斗告捷，先锋营迅速转
战湖仔村，独立团也从两侧包抄。
顿时，枪声大作，杀声四起。经过
5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全歼
敌军一个营，击溃敌二个营，敌军
第37团团长当场被击毙，俘敌副
营长以下9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各5挺，其他武器装备一批。
在这次战斗中，解放军和琼

崖纵队也伤亡颇多，其中琼崖纵
队独立团牺牲39人，渡海先锋营
也牺牲7人，其中有一个营教导
员，他们被分别埋葬在崇德村雅
呈村民小组和洽教村民小组。因
此，洽教村立下7座烈士墓。解
放后，其中一位烈士骨骸被家属
迁回老家安葬。

纪念碑前头是解放海南渡海
先锋营纪念广场，于2010年4月
海南解放60周年之际落成，建筑
面积6000多平方米。在广场中
央，一尊战士雕像拔地而起。稚
气未脱的“战士”双手握枪，望向
侧前方，仿佛正在站岗放哨。

老村新貌
产业兴旺乡村美

静立在广场中，海南日报记
者发现7座烈士墓旁边围绕着一
圈木棉树。洽教村民小组组长冯
学杨说，1949年，上海解放的消
息传回琼崖，独立团和村民们在
祠堂旁的空地上用木棉树搭起了
唱戏的台柱子，举行庆祝集会，没
想到掉下的木棉籽后来竟然长成
了大树，且不多不少，正好7棵，
村民们于是将这7棵木棉树称为

“英雄树”。
冯学杨说，每年都有许多党

员、学生来村里聆听革命故事，祭
奠革命先烈。这时，咸来小学的
退休教师李乾杰便会充当义务讲
解员，不厌其烦地为来人讲述过
去的故事。

李乾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崇
德村是一片“红色”的土地。1927
年至1950年间，该村有200多人
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军参战而光
荣牺牲的人数达100余人。

李乾杰的母亲便是独立团的
一员，父亲也是军人，因此，他从
小就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现
在父辈们走了，我们要把红色故
事继续讲给下一代听，代代听，代
代传。”

在广场前的大树底下，几个
孩子正在玩耍。冯学杨说，村里
的孩子自小就听老人们讲，个个
都知道先锋营的战斗故事，“虽然
有些孩子现在还太小，但随着他
们长大，慢慢懂得故事背后的艰
辛，就会知道现在的幸福来之不
易，要感恩、要珍惜，要继续奋斗，
把好日子过得更好。”

70年风雨洗涤了硝烟，如今
的洽教村已然焕发新生机。“从小
到大，村里的变化太大了。”55岁
的冯学杨说，以前的荒地开荒种
树了，槟榔成了村里的主要经济
作物，垃圾场清理干净了，泥巴土
路硬化了，走在路上“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了，“网络和有线电视实现了全
村覆盖，晚上大家在路灯下唱红
歌、跳广场舞，高兴得不得了。”

眼下，洽教村正在建设美丽
乡村。“你看这一片地。”站在广场
上，冯学杨指着眼前的空地说：

“我们准备把这里建成洽教湖，发
展红色旅游。”他的眼里闪着光，
那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

位于海口市大致坡镇洽教村的解放海南渡海先锋营指挥所旧址。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解放海南渡海先锋营纪念广场塑像。

渡海大军不畏强敌，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还击。（资料图片） 乘风破浪迎战敌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