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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宋祥达

玉包港，又名玉苞、玉抱，位于澄迈县桥头镇北面，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70年前，解放军战士几度穿越琼州海峡，由此
登陆海南岛与国民党军决战，让这座海港与红色革命有了关联。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到此寻访，回顾那一段燃情岁月。

1949年12月中旬，我军在广西战役取胜后，国民党军溃退海南岛，在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指挥下，建立“伯陵防线”，企图据险
固守，待机反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指示第四野战军以40军、43军为主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发起海南战役。

1950年3月6日和11日，解放军两支先遣偷渡部队突破敌军舰、飞机猛烈阻击，分别在儋州白马井和文昌赤水港抢滩登陆。
有了第一批偷渡经验，兵团决定继续加强岛上解放军实力，为主力部队大举登陆创造有利条件。1950年3月26日晚，执行第二批
偷渡任务的第40军第118师一个加强团共2900多人，乘81艘木船乘着风扬帆起航，直插隔海相对的海南岛临高角。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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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站在玉包港的悬崖
边，海风猎猎。

70 年前，解放军 40
军加强团从雷州半岛出
发，乘木船穿越琼州海峡，
在海上漂浮一整夜到达玉
包港一带。玉包港长长的
海岸沿线岩坎陡峭，状如
犬牙，陡坡高达6米。加
之敌军炮火夹击，难以想
象，当年战士们如何跨越
重重障碍，突破敌人防线？

前进！前进！……
相信在他们心中，只有这
一个信念，要向着太阳，
向着新中国，为了海南岛
万丈光芒的美好未来，攀
登上胜利的最高峰！

我们相信，每个人只
要心中有了信念，有了目
标，就会义无反顾地朝着
那个标杆努力拼搏，就不
会惧怕任何艰难和险阻。

在采访了解玉包港
登陆战的过程中，我深
深地感受到我军投身战
斗背后的信仰支撑、精
神力量。虽然经历那些
惊心动魄战斗的勇士们
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
们发自心灵深处的那股
信念的力量，那股浩然
的正气，依然能够直敲
后世人们的心门，让我
们感同身受、奋勇前行。

如今的我们，除了对
于革命烈士表达怀念与敬
意，更应该学习他们的精
神，坚定信仰，怀揣中
国梦，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前 进 ！
前进！

海南解放英烈谱

杨树兴：
领导农民反压迫

玉包港：打响渡海登陆战

1950年
4月19日

70年前的今天

4月19日，我军连续攻克美台、加来等地，全歼守敌，攻占临高县城。琼崖区党委、琼崖
临时人民政府、琼纵总部联合发布《入城守则》《接管人员守则》《处理接管物资的规定》。

我军攻占临高县城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杨树兴1896年出生于海南万州（今
万宁市）龙滚镇仁造村一个贫苦家庭。
1919年，杨树兴离开双亲和弟妹，漂洋过
海，前往新加坡打工。新加坡资本家剥
削、压榨工人的悲惨情景，让他联想到父
亲长年累月租地耕种，受恶霸邢俊德压
榨，生活艰难的情形。

“人不怕穷，要有志气，我不相信天永
远会这样黑下去！”彼时，杨树兴满怀愤懑
之情对朋友说。于是，杨树兴从南洋赤身
返回家乡，决心投身到改变黑暗社会的斗
争中去。

1923年冬，杨树兴又一次告别父母、
妻子，跋涉北上，并在东江会见了农民运动
领袖彭湃，同他在广州相处一个月之久。
彭湃勉励他到实际生活中去了解情况，熟
悉社会。于是杨树兴继续北上。在北方，
杨树兴接触到各阶层人物，接受了进步思
想的熏陶。

1924年6月，杨树兴满怀豪情从北京
回到广州与彭湃相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又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期学习。
杨树兴在广州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抗
议上海英国巡捕屠杀中国人民。

1925年7月底，杨树兴作为中共广
东区委特派员回到琼崖，先后到省立十三
中、万宁中学和戎庙高等小学等学校，动
员进步学生庄田、陈克邱、谢育才等组织
学生运动。他们上街张贴标语，提倡科学
民主和新文化，宣传马列主义。11月，龙
滚、多格、文渊、上城、港北、后安、礼纪的
农会相继成立。在农会里，杨树兴办起夜
校，亲任教员，传播革命真理。

在农会的领导下，提高了思想觉悟的
农民兄弟举起大刀、长矛、粉枪等武器，向
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贪官污吏宣战。他们
反对宗法思想和封建制度，废除包办婚姻，
阻止宗族闹事，还到处张贴“打倒军阀！”

“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
并向地主豪绅们提出严厉警告。

1926年在县农会的领导下，盐墩乡农
会向反动盐务机关提出6条要求，盐务机
关不但不接受，反而恶毒攻击农会。盐民
将作恶多端的盐警黄河清抓起来，要求惩
办，国民党县长陈瀛却暗地里将其放走，
并扣留收盐工叶万海、叶土峰、叶茂如。

杨树兴闻讯，同符光东、谢育才、李国
民等同志迅速赶到盐墩，组织并领导盐民
大罢工。几百座盐灶，在同一天全部熄
火。同时，前来援助的群众手持长矛、大
刀，高呼“打倒贪官污吏！”“盐民解放万岁！”

在声势浩大的群众面前，国民党政府
慌了手脚，被迫接受盐民们提出的4个条
件，即：立即释放被捕人员；赔偿罢工期间
的一切损失；向被捕者及全体盐民道歉；
将盐警吴春生、黄正顺等驱逐出盐务机
关。至此，历时两个月之久的罢工斗争取
得了胜利，威震全岛。

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培养农民
武装骨干力量已成为当务之急，1926年
底，身为万宁县（今万宁市）农会主席的杨
树兴根据党的决定，在分界墟成立了农民
训练所，吸引70余名党团骨干和进步青年
人参加训练，为开展武装斗争做准备。

1927年4月22日，琼崖国民党反动
派当局发动反革命政变，杨树兴担任琼崖
万宁县肃反委员会主席。他在接到中共
琼崖地委的紧急通知后，立即以学校为联
络点，迅速通知各地党组织转移，并将万
城、龙滚等地农讲所的武装骨干全部撤到
六连岭驻扎，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保存
了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6月，杨树兴被
选为中共琼崖特委委员。

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杨树兴还带
领农民群众掀起了斗地主、分田地的热
潮。上城地主郭汉谦、加索匪首廖熙炳血
债累累，根据群众要求并经上级批准，杨
树兴对其执行枪决，为民除了害；在礼纪
墟，恶霸、匪首钟开业无恶不作，杨树兴便
召集王胜朱、陈翼甫、钟启忠、王昭华等一
起商量，采取行动。

在同一时间里，全县一共惩办恶霸地
主、匪首贼头百余人。同时，农会没收地
主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使耕者有其田，农
民无不为之称快。

杨树兴的系列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
仇视。1929年春节将临之时，敌人枪杀
了他的妻子陈桂兰；同年冬，杨树兴的母
亲及亲属12人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1930年，杨树兴任万宁县高级列宁学校
校长，继续为革命培养人才。1932年琼
崖党内“肃反”，杨树兴不幸被冠以“社会
民主党分子”之罪名遭杀害。1987年，万
宁县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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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27日拂晓，40军
加强团在玉包港一带分散强行登
陆时，353团2营3艘船100多人
冲上离玉包港约5公里远的雷公
岛，与国民党军队一个加强营正
面交锋。

形势敌众我寡，解放军与国
民党守军进行殊死搏斗，子弹、手
榴弹打完了，就用木头、石块、刺
刀、枪托与国民党军厮杀。整整
两昼夜，解放军打退了国民党5
次反扑，共毙伤国民党军200余
人。人民解放军90余名指战员
壮烈牺牲。雷公岛战斗是此次登
陆作战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1989年4月，为纪念人民解
放军渡海部队在玉包港登陆作战
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澄迈县人民
政府建设玉包港登陆作战纪念
碑，由马白山将军题写“玉包港登
陆作战纪念碑”。

随后，为了更好地彰显人民
解放军英勇奋战、以弱胜强的光
辉业绩，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以教育后人，历史上，玉包港
登陆作战纪念遗址曾几经扩建
与维护——

2010年11月，澄迈县政府拨
出专款310多万元，在原纪念碑
旧址上扩建玉包港登陆作战纪念

园，2011年6月底竣工。纪念园
除了重建原纪念碑外，还增修休
闲长廊、纪念广场、岸线护堤、景
观台等设施。纪念园内两侧的走
廊上，展示了解放海南岛玉包港
渡海作战的故事，以及渡海作战
后，部队解放全海南的作战路线
示意图等；

2019年3月至10月，澄迈县
政府拨付维修资金对玉包港登陆
作战纪念园海岸边防浪堤进行了
重新修建。在纪念园正中央，高
大的纪念碑上刻着一个个英雄的
名字，让后人铭记为解放海南英
勇牺牲的革命先辈；

今年3月28日，澄迈县把该
纪念园等四处烈士纪念设施列为
第一批县级烈士纪念设施，实行
保护管理。

“玉包港登陆作战纪念园是
海南省国防教育基地、澄迈县国
防教育基地，也是国防教育旅游
示范景点。”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
党支部书记吴武昌介绍，每逢节
假日，很多游客慕名前来纪念园
参观、凭吊，纪念园每年接待人数
约8000人次。还有当年参加渡
海登陆战役牺牲的军人后代到
来，在纪念园栽植松柏。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

深夜偷渡登陆

军民同心退敌

当加强团与国民党在玉包港
激战时，双方杀声震天，枪声、手
榴弹爆炸声连绵不断，在附近一
带活动的中共澄迈县委书记张光
兴、澄四区委书记劳介秀敏锐意
识到有可能是解放军部队在玉包
港开始登陆。他们立即带领民兵
朝着玉包港火速飞奔。到达玉包
港时，人民解放军已有200余人
攀上峭壁，冲上岸滩，占领敌军阵
地，清除残敌。张光兴、劳介秀立
即组织人员对解放军受伤人员进

行救护，将100余名受伤战士安
全转移。

其实，就在加强团在玉包港
与敌军开战的时候，琼崖纵队第
一总队3个团和渡海先锋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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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了加强团一部分登陆
压力。

3月 29日下午2时，登陆部
队在旺商一带打垮围追堵截的国
民党1个营，30日到达澄迈县美

厚村。4月1日，在六芹山的加乐
坡同第40军先行渡海先锋营、琼
崖纵队第一总队7团胜利会师。

据史料记载，这次登陆战斗，
我军先后击溃国民党军10个营
的阻击，毙伤国民党军600余名，
俘虏200多人，击落击伤飞机各1
架，击伤军舰3艘。登陆作战部
队也损失惨重，但是为下一次登
陆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4月16日，解放海南
岛大规模渡海作战正式打响，次

日7时，43军两个加强团6968人
乘坐近两百艘帆船，在副军长龙
书金等率领下，再次于玉包港一
带强行登陆，这次战斗中以木船
大败军舰，再次歼敌1000多人，
渡海部队在玉包港二次登陆后，
随即挺进黄竹、美亭，参加解放海
南岛大决战。

玉包港的两次渡海登陆战役
在当地党政军民配合下，克敌制
胜，为主力部队渡海登陆解放海
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几度扩建纪念园

1950年3月26日晚19时35
分，在第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
华和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的
带领下，加强团从雷州半岛灯楼
角扬帆起航，向预定登陆点临高
角进发。与此同时，琼崖纵队一
总队和先期登岛部队赶往临高角
准备接应。

当晚，船队前进没多久，原先
的东北风忽然变成了南风，潮流则
自西向东。船队被迫降下帆，摇橹
划桨。随后又遭遇到大雾，海面漆
黑一片，木船编队偏离了原先的航
向。27日凌晨3时许，惊险的场面

出现了：一艘敌炮艇迎面驶来，加
强团九二炮连先行开火。很快，海
上炮声隆隆，最终敌舰艇被木帆船
打跑了。经过这次短暂的海战，加
强团损失了2艘木船。

27日5时许，大雾仍然封锁
海面，船上通讯器急响，兵团指挥
部不断来电询问船队已到达哪
里，离登陆点多远。“我们无法回
答，因为自己一时也搞不清船队
航行到什么地方。”刘振华在后来
的回忆录中说。

直至7时许，天色慢慢放亮，
加强团船队航行到玉包港附近海

面，此时他们已经偏离预定的登陆
点临高角约30海里。然而再从船
位航行至临高角至少需要3个小
时。当时，在玉包港附近一带海
岸，没有我方预设接应部队，而国
民党部队在玉包港有1个山炮营
共300余人把守，还有暗堡。时值
天色大亮，部队船只完全暴露无
遗，顷刻间，对面岸上的敌人机枪
向船队扫射过来，要继续向临高方
向前进来不及了，情况十分危急。

情急之下，马白山紧急建议：
部队于对面海岸就近强行登陆。
刘振华果断发出战斗命令：“船队

向我靠拢，强行登陆！”随即，先头
部队3艘船只200余人迅速向指
挥船靠拢，团政委邹平光冲锋在
前，跃身下海，率部队向滩头国民
党守军发起冲锋。

早上8时，加强团在玉包港
正面地段分散登陆，其中352团3
营8连2排最勇猛，他们由营长冷
利华带领，在林诗湾登陆后，毫不
迟疑地攀上六七米高的悬崖，然
后猛打猛冲，迫击炮手朱岐芳更
是连发24发炮弹，摧毁敌人碉堡
群，使得后来的登陆战友顺利前
进和歼敌。

坐
落
在
澄
迈
县
桥
头
镇
玉
包
村
的
玉
包
港
登
陆
作
战
纪
念
碑
。

本
报
记
者

苏
晓
杰

通
讯
员

宋
祥
达

图\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