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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4月22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十分安静。进门左转，“保亭革命英烈陈列室”的题字赫然可见。走进去，一尊半身铜像
立于陈列室的正前方，铜像头戴军帽，双目炯炯有神，毅然注视着前方。

“这就是陈理文的塑像，若不是因为疫情，平时都有很多人过来瞻仰，并了解保亭的革命故事。”保亭县青少年活动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陈理文作为琼崖纵队唯一的“全国战斗英雄”，累计参加大小战斗100多次，他的英雄事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保亭青少年。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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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采访前，海南日报记者
对陈理文的战斗故事有初
步了解：他英勇无畏、敢于
冲锋。但随着采访过程不
断深入，陈理文的形象不断
丰满：他不仅是一个战斗英
雄，也是一位农民的儿子，
在战场上不怕牺牲，到了和
平年代当了官，他依然把老
乡的一点小事都看得很重。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海南解放后，陈理文从
政 一 直 坚 守 着 为 民 的 理
想。上世纪60年代，陈理文
下乡蹲点，住进大队支书胡
福兴家。他抓工作之余，总
是同胡福兴一起下田劳动，
还帮胡家煮饭、洗小孩衣
服；经常买米、买菜回胡家
同吃，还给胡福兴的儿女买
衣服、交学费。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
民服务”，再到“以人民为中
心”，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
变。2010年保亭建成革命英
烈陈列室，陈列陈理文等人
的革命事迹，既能让青少年
得到爱国主义教育，也能时
时警醒地方主政者，事业发
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
心永远不能改变。

如今，在建设海南自贸
港的新征程中，为政者更应
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无论
何时都要为老百姓做好每
一件事情，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困，通过民生事
业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水平
的稳步提高，在自贸港建设
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海南解放英烈谱

王天骏：
组建红色娘子军
足智多谋擒敌首

琼纵唯一的“全国战斗英雄”陈理文参与战斗100多次，立下
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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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冯白驹率领琼崖党政军机关进入海口，与渡海部队指挥员邓华等共同指挥部队
追歼逃敌，并研究部署接管和恢复生产、安顿民生等重大事宜。

琼崖党政军机关进入海口

1928年，陈理文出生于保亭加
茂镇什小村的一个黎族贫农家庭。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国民党反动
统治下的广大黎族同胞生活困苦。

“记得那时我家没有什么田产，
只有一块6户人家共开的水田，而且
离家有好几里远。”1980年，在回忆
录中回顾战斗生活时陈理文曾说，为
了生活，他六七岁就去放牛、砍柴，到
了10岁那年，陈理文就成为家中的
主要劳动力，不但要放牛砍柴，还要
和大人一样犁地、耙田，凡是他能干
的活都得做。

尽管这样，陈理文一家的生计仍

无法维持，一年总有几个月没米下
锅，有时就向亲友借点，实在没办法，
只好向地主借高利贷，借一斗米必须
还两斗，而且今年借了，明年得还，生
活愈加困难。

1939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海南岛，琼崖的国民党军警不战而
逃，遁入五指山区，对黎族人民的压
榨更加残酷，包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
税等。陈理文一家本身就吃了上顿
没下顿，再加上沉重的捐税，日子已
举步维艰。

为了掠夺海南的资源，1940年，
日本侵略者在崖县（今三亚市）大茅

开采磷矿，同时从台湾和海南岛各地
抓了不少民工采矿。陈理文父亲本
要被抓去干活，但为了一家老小能够
活命，12岁的陈理文只好顶替父亲
到矿上干工。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
剥削下，每日做着非人的苦力劳动，
使得年少的陈理文产生了爱国抗日
思想。

1941年，陈理文因反抗日本监工
的迫害而被追捕。逃脱后，他和堂弟
陈其民投奔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当
时他就听地下革命同志说，琼崖抗日
独立总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所以年
仅13岁的陈理文就跟了共产党。”保

亭县史志办四级调研员杨清江介绍。
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

那里，陈理文受尽压迫与屈辱。到
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他第一次体
会到革命队伍的阶级之爱。“部队的
同志们都热情地关心和爱护我，见
我刚到部队时衣不蔽体，主动给我
衣服穿，教我学文化，给我讲革命道
理。”陈理文后来曾回忆说，只有在
革命队伍里，他才能真正自豪地说：

“我是一个人。”
1946年7月，陈理文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有觉悟的先
进的共产主义战士。

1950年初，在全国解放的大好
形势推动下，琼崖纵队积极配合南下
大军共同作战，为海南的最后解放做
准备。

“打不下屯昌据点，我陈理文不
回连队。”1950年1月，陈理文所在部
队包围了屯昌据点，这个据点驻有几
百名敌人，据点外围有很多工事，为
拿下据点，陈理文发誓说。

陈理文带着一组突击队潜入敌
人的中心堡，没想到他们在爬木梯
时，由于梯子发出响声，被敌人察
觉，随后敌人便投了2颗手榴弹下
来，陈理文赶紧叫大家闪开。敌人
以为突击队都被炸死了，便从楼上

下来，结果被陈理文和战士们出其
不意活捉了。

接着，陈理文又对楼上残余的
敌人进行攻心战，高喊：“缴枪不
杀！快投降，否则就打死你们！”敌
人害怕了，只能投降。攻打屯昌据
点的战斗持续一个多小时，最后取
得了重大胜利。

1950年9月25日，在北京召开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陈理文代表
琼崖纵队战斗英雄赴会，并参加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受
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52年，年仅24岁的陈理文回
到保亭任县长，转换了工作岗位，但

不变的是革命军人的工作作风，廉
政爱民、雷厉风行是不少同事对他
的评价。

刚解放的保亭百废待兴，工作千
头万绪，人民群众仍处于缺衣少食的
困难之中。

“每次带领干部上山下乡，陈理
文总是走在最前面，风雨无阻，每天
早出晚归，一把泥一把汗，努力把工
作做到实处。每逢春种、夏收季节，
他就带领干部下村去与群众一起播
种、收割、施肥、浇水，大力发展生
产。”陈理文的战友、同事韩永准后来
曾回忆说。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广大农村群

众，特别是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群众的
生活水平都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凶犯，必须严惩！”1981年3月，
昌江县发生李小传故意杀人案，时任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代检察长的陈
理文，听完案情汇报后怒不可遏。但
李小传的父亲当时是昌江县委主要
领导，来替李小传向陈理文说情的人
不少，但他断然回绝了那些说情的
人。不久，李小传被起诉了，最后依
法被判处死刑。

1986年4月15日，陈理文因长
年累月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医治无
效，与世长辞。

（本报保城4月24日电）

1948年，琼崖解放战争已到了
一个新的转折点，琼崖国民党反动派
的军队已被迫转入全面防御，琼崖纵
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
已成熟。1948年秋天至1949年夏
天，琼崖纵队发起了三大攻势。

“在三大攻势中，陈理文表现特
别英勇，几乎每次发动攻打敌人坚固
的堡垒、据点，他都带领突击队勇猛冲
杀，攻陷敌人的堡垒、据点，为战斗的
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清江介绍。

1948年9月30日，琼崖纵队将
万宁中兴、禄马坡敌军据点包围，敌
军1000多人从万宁县城来援。在反

击敌人的战斗中，陈理文带领七中队
一个先锋班同30多个敌人作战，当
先锋班伤亡至只剩下他一人时，他继
续战斗，在其他部队支援下，把敌人
大都消灭了。

在1949年的春季攻势中，陈理
文所在的部队要攻取澄迈县好保国
民党军据点。但敌人筑了两座碉堡，
周围还有铁丝网、木篱和壕沟，我军
只靠手头有的步枪、手榴弹和少量机
关枪，要攻下这样的据点非常困难。

危急时刻，陈理文主动请缨，带
一个突击队去攻取最坚固的一座碉
堡，他们爬到碉堡跟前，选了一块有

利地形，5个人就用手榴弹同碉堡里
的敌人打。当带去的17颗手榴弹都
用光时，敌人碉堡里机枪声还未停。
于是，陈理文跑回阵地，要了6颗手
榴弹捆在一起，再次冲到碉堡跟前，
叫两个战士把他托起，自己爬到碉堡
顶上，把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里，一举
击败敌人，把碉堡攻取下来。

在1949年的夏季攻势作战中，
陈理文带着突击队等勇士们创造了
用棉被浸水滚灭敌人照明火球和用
长竹竿扎草人诱敌火力等新的战法，
他带领战士多次强攻守敌坚固的防
御工事，最后全歼守敌。

有一次，陈理文因重伤住院，伤
尚未愈，听说部队要攻打石壁镇，他就
坚决要求归队，参加突击队。在这次
战斗中，他果敢冲锋，扫清敌据点外围
障碍，为打赢战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三大攻势中，陈理文参与了4
次较大的运动战，8次较大的围攻
战，如光岭战斗、南辰战斗、屯昌战斗
等，每次打堡垒、据点，他都高度发扬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夺取战斗的胜
利立下显赫战功，被琼崖纵队授予

“突击英雄”的光荣称号，新华社为此
向全国发了题为《突击英雄陈理文》
的通讯，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

13岁走上革命道路

革命军人作风永不忘

三大攻势中表现英勇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1905年1月，王天骏出生于
乐会县（今琼海市）中原镇锦武
西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童年生
活的艰辛，磨炼出了他嫉恶如
仇、不畏权势、敢于抗争的倔强
性格。18岁时，王天骏随舅父漂
洋过海到新加坡，在这里他结识
了同乡、共产党人王绰余，成为
他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

后来，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
论的熏陶下，王天骏的思想发生
了巨大的转变，他下定决心：做
一个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为振
兴祖国、拯救人民而奋斗不息的
革命者。

1926年春，王天骏与王绰余
一起回海南参加革命运动。王天
骏先后到乐会县农民运动训练所
和琼崖高级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
参加学习。在农训所里，他和学
员们一道，学政治、学军事，并经
常到街头和农村进行演说，向广
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农训所的
学习和社会实践的锻炼，使王天
骏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
了革命志向。1926年7月，王天
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 年，党组织决定整编
成立一个武装大队，大队长由陈
永芹担任，王天骏被任命为分队
长。6月初，中共广东区委特派
员杨善集在乐四区主持召开紧
急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小分队打
击反动势力，由陈永芹、王天骏、
王文源三人负责指挥。之后，王
天骏筹划和指挥了几场打击反
动势力的战斗，其中击毙黎汝叶
的战斗影响尤大。此后，王天骏
还参加偷袭博鳌警察局、海关和
国民党中原团局等战斗。

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独立师成立，王天骏被任命
为师参谋长。不久，王天骏调到
红军第三团任团长。

1931年5月，王天骏根据琼
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要求，
成立了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即红
色娘子军）。驻守在乐会县中原镇
的“剿共”总指挥陈贵苑部，依仗
枪多人众，肆意奸淫掳掠。王天
骏决定消灭这股反动势力。

6月26日晨，王天骏率领红
三团主力声势浩大地离开乐四
区往万宁方向开去，夜晚悄然潜
回，埋伏在村子里。陈贵苑不知
是计，27日亲率国民党民团等
200 多人向乐四区根据地扑
来。在王天骏的指挥下，女子军
特务连边战边退，诱敌深入红三
团的伏击圈。经过一个小时的
战斗，红三团生擒陈贵苑等70
余人，缴获长短枪90余支。

1931年12月，王天骏带领
红三团到万宁县执行作战任务，
准备撤离时遭敌军疯狂反扑。激
战中王天骏负伤，因伤势过重，数
天后壮烈牺牲，时年26岁。

学生们参观保亭革命英雄陈列室。 本组照片均由本报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保亭革命英雄陈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