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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惠宁

将双掌合十，笔直伸向远方……这可以用来描述临高角伸向大海的形状，她就是琼州海峡突出的一岬角。这个岬角东西两边的海，当地人俗称“阴阳海”，
因为西边的海常年风平浪静，东边却浪花飞卷，涛声不绝，形成临高著名一景——“南海秋涛”。曾有诗赞此地曰：“临高展翅大鹏飞，双翼掠波接翠微；东海巨
涛迎旭日，西湾似镜映斜晖。”

面对伸向大海的“夹角尖”，立着一块石碑——“临高县不可移动文物，解放海南岛渡海登陆点”。为什么70年前的解放海南登陆战会发生在这个地方？
4月16日，临高角解放公园，面对这样的问题，临高县党史办主任张壮省说：“临高角登陆，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当时中共琼崖区委经多方研究后，向第四野战
军15兵团提出的建议。”“登陆作战，战士需要吃饭，需要有根据地休整，伤病员需要救护，这些都需要群众接应支持。而自从1926年5月召开中共临高县第
一次党员会议成立中共临高县党支部，临高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就发展得比较好，革命斗争经验比较丰富，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另外一个地理原因就是临高角
这带海域，海水较浅，退潮后滩涂宽广，适合登陆战。”张壮省说，历史选择了临高。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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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临高角解放海南登陆
战，之所以被称为“奇迹”，就
是因为敌强我弱，从武器装备
和兵力上来讲，我方都处于劣
势，但能很快“抢滩”成功，一
个重要原因当然是有琼崖军
民的支持、接应和配合。

但在当时国民党“伯陵
防线”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面
对敌军大炮、军舰、飞机等现
代化武力威胁，面对琼州海峡
不可预知的“天险”，我中国人
民解放军，敢偷渡，进而全面
进攻，体现一种大无畏的“抢
滩精神”。这种精神，是不怕
万难，不畏惧牺牲；是“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责任，也是顶天
立地的气魄。

解放70年了，海南今非
昔比。但海南还要更好更
快发展，要勇当中国发展的

“弄潮儿”。当前海南建设
自贸港，机遇有很多，困难
也不少，作为身在其中的建
设者，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时
不我待的“抢滩精神”。

相比于 70 年前的解放
海南登陆战，海南自贸港建
设需要的新时代“抢滩精
神”，以笔者所见，一是满怀
信心，相信天降大任于琼
岛，海南必将成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桥头堡”；二是不怕
困难多，有问题，一一去调
研、分析和解决，不回避、不
拖延、不推诿；三是纳四方
优才，选宝岛之贤，放眼天
下，集思广益，全力谋发展。

海南解放英烈谱

黄长轩：
渡海战役中
英勇牺牲

临高角解放公园：

解放海南，从这里走向胜利

1950年
4月20日

70年前的今天

4月20日，我军行进至澄迈黄竹、美亭地区，攻占风门岭。在黄竹、美亭一带
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决战。解放军43军128师一方面勇猛地向黄竹、美亭国民党
守军发起强攻，一方面英勇抗击国民党军32军252师和62军151师的反包围；解
放军127师381团1连在风门岭阻击国民党援军，击退国民党陆、空军13次的联合
进攻，守在高地的解放军最后仅剩13名战士。

我军在黄竹等地与敌军展开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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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黄长轩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四十
军一一九师副师长，是我军在
渡海解放海南战役中牺牲的
职务最高的将领。他1916年
出生于河南省新县城关镇的
一个贫民家庭。父母靠租田
耕种过日子。

黄长轩7岁时进入城关
镇的一个私塾就读，后考入城
关镇小学，毕业后进入新县中
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秀，
力求进步，积极参加各种文娱
活动，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
步书刊。

1930年，黄长轩参加少
年先锋队组织，同年当选为校
学生代表，并和同学们一起发
动抵制日货运动。当时他目
睹军阀势力的猖狂，帝国主义
的侵略，反动统治的黑暗，百
姓背井离乡，民不聊生，便毅
然投笔从戎。1931年，他参
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部队
里他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忠
于职守，作战勇敢，深受战士
们的喜爱。

1933年，黄长轩任红四
军二十八团排长、连长、政治
指导员等职，曾参加空山坝反
攻战斗，多次粉碎敌人的猖狂
进攻。1936年，他参加中国
共产党，同年随军北上，参加
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1938年，黄长轩任营指
导员，于1940年任八路军晋
冀鲁豫军区二十八团团长。

1945年，黄长轩进入抗
日军政大学学习，于1947年
任解放军三纵九师参谋长，于
1949年在东北嫩江省任军事
部长，后随军南下，任第四野
战军第十二兵团四十军一一
九师副师长。

1949年12月，第四野战
军第十二兵团四十军与第十
五兵团四十三军遵照中央军
委指示，集结雷州半岛，日夜
练兵，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黄长轩深入战士中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勉励战士们要战胜
一切艰难困苦，做好渡海练兵
工作。

1950年4月16日下午7
时30分，黄长轩和师长徐国
夫率领一一九师四个团，在军
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方的指挥
下，从雷州半岛灯楼角一带海
岸起渡，在海上战胜了国民党
军队的严密封锁，突破了“伯
陵防线”，于次日清晨在临高
角一带登陆。

登陆后，部队在美得地区
设立临时前线医疗所急救伤
员。黄长轩到前线医疗所探
望伤员和慰问当地群众，突然
遭到敌机袭击。在指挥伤员
掩蔽和转移中，黄长轩中弹，
光荣牺牲。

1968 年 4月，中共临高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人民广
场兴建黄长轩烈士纪念碑，以
志纪念。

（本报临城4月19日电）

国民党海陆空重兵把守

据《中国共产党临高历史》所载，
1949年12月华南全部解放。12月
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出
准备渡海作战，解放琼崖的命令，“以
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

而1949年12月底，国民党广东
省政府撤销海南警备总司令部，成立
了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由薛岳
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在琼的国民党
陆、海、空三军，总兵力10余万人。
其中包括5个正规军19个师70至
73个团和海军第三舰队（辖50多艘
舰艇）、空军指挥所（辖作战飞机25
架、运输机20架）以及地方部队。

薛岳制定了《海南防卫作战计
划》，设置环岛防御，加强海防工事，
依海据险，以海空配合，构筑起一道
海、陆、空防线——“伯陵防线”，意图
凭借这道防线阻遏人民解放军渡海
作战解放海南。

临高位于海南岛的北部，濒临北
部湾，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战略地位
极为重要。当时薛岳在临高重兵防
守，国民党六十四军驻扎临高，军部设
在加来墟，131师师部设在临城，驻一
个团兵力。高山岭上驻有一个营和一
个炮连，配有远射程的野炮，可以控制
临高角。在临高角一带，国民党构筑
的碉堡、工事和架起的铁丝网连成一
片，并在沿海各个碉堡中，配备一门迫
击炮，两门远射程野炮，兵力从一个连
增加到一个营。从马袅港至头嘴港长
达71公里的海岸线上，在重点的沿海
村落海岸布设军事据点防守，每个据
点驻军1至2个排。加上有几十架飞
机日夜在琼州海峡巡逻，给人民解放
军正面登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登陆战的支前工作

1949年12月下旬，中央军委给
中共琼崖区委、琼崖纵队发出关于接
应野战军渡海登陆作战的命令。中
共琼崖区委决定全琼党政军民总动
员，全力以赴，发出了《关于配合大军
渡海解放全琼的紧急工作指示》，内
容主要是5点：组织支前委员会；准
备足够粮食；扩大民工组织；做好情
报工作；大军到琼后，发动广泛的劳
军运动。

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临高县
委、县民主政府于1949年12月28日
在木排根据地成立了临高县支前委
员会，接着又成立了各区乡支前委员
会，积极开展筹粮、筹款、筹船、支军
和劳军工作。

据《中国共产党临高历史》记载，
临高县支前委员会深入发动全县人
民，掀起了“一元钱一斗米”的献捐高
潮，每家每户都以能为解放军献上一
元钱、一斗米而感到光荣。从1950年
1月到4月，全县共为解放军筹备了
1989.7石（旧时计算重量的单位）粮
食，认购解放公债3万多元光洋，准备
猪肉近千担，每家还给解放军献出烧
火柴200斤至300斤。为给部队提供
足够的渡海船只，各级支前委员会秘
密派人深入渔村发动渔民献船，渔船
是渔家的“饭碗”，可渔民听到是解放
军渡海所需，便把船献出来，全县一共
筹到木帆船41条，全部送往雷州半岛。

临高新盈镇头嘴村地下联络站
的渔家女子黄金女，在1949年曾5
次偷偷运送琼崖党政军有关人员渡
过琼州海峡联系解放军，其中就包括
白沙起义首领王国兴、临高县委书记
朱家玖、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等
人，让渡海部队及时掌握了海南的敌
情、海港、道路、山林、河流等详况，为
解放海南岛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军登陆前的2批4次偷渡

据时任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陈青山回忆录等资料记载，1950年2
月1日至2日，解放军15兵团司令员
邓华、政委赖传珠在广州主持召开作
战会议，第40军、第43军和琼崖纵队
的领导参加作战会议，会议作出了“分
批偷渡与积极准备大规模强渡，两者
并重进行”的战役指导方针，决定渡海
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帆船为主（后因当
时无法短时间内筹集到大批发动机，
改为以木帆船为主），两军各先准备小
批部队偷渡，以取得经验。

根据作战方针，第40军以琼西
为登陆地区，第43军以琼东北为登
陆地区。琼崖纵队则以第3总队独
立团在琼东北接应第43军，第1总
队负责接应琼西登陆的第40军。执
行第一批偷渡任务的部队由第40军
118师 352团和第 43军 128师 383
团各一个加强营担任。东北线接应
作战指挥由琼纵副司令员吴克之负

责，西线接应作战指挥由琼纵政治部
副主任陈青山负责。

据《中国共产党临高历史》记载，
1950年3月6日，第40军118师352
团一个加强营799人组成的渡海先
锋营，冲破了敌人主体海岸防线，在
敌人防守相对薄弱的儋县白马井至
排浦之间登陆，与前来接应的琼崖纵
队第一总队胜利会师。

3月26日傍晚，第40军118师
一个加强团执行第二批潜度，2900
多名勇士在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
华和琼纵副司令员马白山的率领下，
分乘81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
角向海南岛进发，预定在临高角登
陆。3月27日凌晨4时，琼西接应指
挥部接报说船行顺利，离登陆点只有
一个多小时航程。接应指挥部立即
下令打响拔除海边敌人据点、占领滩
头阵地的战斗，但这里敌军防守坚
固，战斗至天亮仍未突破缺口。而海
上大雾茫茫，看不见一艘渡海船只过
来。而东边澄迈却传来激烈枪炮
声。上午9时接应部队得到40军证
实，渡海部队因当天大雾偏离了方
向，在澄迈玉包港强行登陆。

当时，为了做好接应工作，减轻
澄迈方向登陆部队的战斗压力，琼西
接应指挥部决定临高角这边战斗继
续打下去，设法吸引牵制澄迈、临高
敌军主力部队，战斗十分激烈，接应
部队付出了200多人牺牲的代价。3
月27日，接应部队赶往澄迈美厚乡
同登陆的加强团胜利会师。

第43军方面，3月11日，43军
128师第383团先锋营在琼东北地区
登陆，与琼崖纵队独立团会师。4月
1日，第43军127师加强团也突破敌
军封锁，在海口市以东的福创港和塔
市一带海岸登陆。

大举登陆 解放海南

40军和43军偷渡部队2批4次
偷渡成功，解放军登岛部队将近8000
人，加上琼崖纵队和地方部队的2万
余人，对岛内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内
外夹击态势。解放军15兵团司令员
邓华认为大举登陆的时机已经成熟。

据党史资料显示，1950年 4月
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40军和第43军 8个团主力大规
模向海南岛进发。4月17日凌晨3
点钟，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线大

举登陆，第40军6个团18700多人
在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方的指挥
下，于临高角一带登陆。43军两个
团在澄迈县的玉包港一带登陆成
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解放军
冲破了海峡封锁，越战壕、破铁网、
炸碉堡、夺险隘，成功地摧毁了国民
党军精心构造的海陆空立体防线
（即“伯陵防线”）。

5月1日，海南岛全部解放。
据党史，解放海南登陆战是名副

其实的战争史上的奇迹，它开创了我
军渡海作战胜利的先河，创造了古今
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用原始木
帆船打败了现代化铁甲兵舰的奇迹，
冲破了陆、海、空立体防线，成功地实
现了敌前登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岁月悠悠，70年转眼过去，今日
的临高角已成为临高解放公园，这里
绿树婆娑，安静祥和，见证历史的百
年灯塔依然矗立，游人不断。“军民共
建热血碑 解放海南业绩永存”，为纪
念临高角登陆战而修建的巨大花岗
岩两战士雕像，像丰碑一样屹立着。
走进解放公园的游人，常常会对着这
雕像凝神瞻仰

“你看，热血丰碑两个战士雕像，
左边的代表琼崖纵队战士，他穿着草
鞋，背着斗笠和布松，左手高举着一
面旗帜；右边的代表着解放军战士，
他穿着解放鞋，右手高高举起冲锋
枪。两个战士手拉着手，象征着中国
人民解放军与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
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力量胜利会
师。如果没有琼崖儿女的支持，解放
海南不会那么顺利。”张壮省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
天。为纪念当年登陆战而牺牲在海
南岛的40军和43军烈士,在临高角
解放公园建起了两座船形纪念碑，静
静地“诉说”当年英勇无畏的壮举。

为了发扬和传承解放海南登陆
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临高角解放
公园，目前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工程，
解放海南纪念馆的展馆面积将由
1100平方米扩建至2919平方米，将
通过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展现当年渡
海登陆战的神勇和解放海南全过
程。临高角解放公园将以更宏伟更
壮观的风貌展现。

（本报临城4月19日电）

解放海南岛战役热血丰碑纪念雕像。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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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海南岛渡海登陆点纪念碑。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