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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4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海榆东线万宁牛漏路段看到，一株高高的木棉树亘于道路中央，一圈围栏紧紧守护着它，犹如一座醒目的路标。
这株高大的木棉树，是当地人口中的英雄树、“将军树”，也是李振亚牺牲的地方。木棉树高大、伟岸，一如李振亚在当地群众心中的形象。
李振亚生于广西，参加过百色起义，经历过长征，屡立战功。1940年，他受命抵琼后，勇斗日寇蒋顽，创办军政干部学校，协助冯白驹将军

建立起一支纵横琼崖的铁军。1948年，琼崖纵队发起秋季攻势，时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的李振亚在木棉树下指挥攻打万宁牛漏的国民党据
点时，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英勇牺牲，年仅40岁。

万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关孩说，每年二三月间，牛漏的那株木棉树都会开出灿烂的红花，祭奠将军，慰藉英魂。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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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1940 年 ，李 振 亚
奉命入琼工作，此后
转战琼崖大地，一直
坚持战斗直到生命最
后一刻。纵观李振亚
的一生，他坚决执行
党的指示，始终坚守
共产党员为人民求解
放、为人民谋幸福的
初心，为人民得解放
抛头颅、洒热血。

70余载岁月悠悠，
见证李振亚牺牲的红
棉树傲然挺立，花开朵
朵，如火红的号角仰
天而鸣，诉说着烈士
的初心。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以来，正是因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才取得一个又一
个胜利，推动国家和
民族的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不 忘 初 心 ，方 得
始终。勇担使命，才
能引领未来。现今，
适逢海南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身处
新时代的我们，更要
时刻牢记初心，保持
信心耐心，弘扬革命
精神，在自贸港建设
中学好、用好本领，勇
立潮头，在自贸港建
设的新征程中多作贡
献，才能不负时代。

海南解放英烈谱

李振亚：
血染红棉映丹心

李振亚纪念园：

苍茫青山埋忠骨 英雄树下慰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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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由解放军第40军和琼崖纵队第三总队组成的中路追击部队，攻占了嘉积镇。第三总
队留下配合地方接管政权，第40军则继续向南追击。

在嘉积之南，野战军快速部队追上逃敌后卫部队。为了抓住敌军主力，野战军置敌后卫部队于不
顾，超越前进。下午1时，野战军快速部队在乐会县猛勇队的向导下，突进至万宁县龙滚墟，乐会县城、
中原镇遂告解放。同日，琼东、乐会国民党党政军骨干人员200多名投诚，其中有乐会县伪县长黎卓仁、
乐会县伪参议长郭漠臣等。至此，琼东、乐会全境解放。

琼东和乐会全境解放

李振亚作战经验丰富，从百色起
义到中央苏区反“围剿”，再到二万
五千里长征、西征，历次重大战役他
几无遗漏。1940年六七月间，受上
级指派，李振亚渡海入琼，协助冯白
驹与侵琼日军和琼崖国民党顽军进
行武装斗争。

李振亚的言行令当时琼崖纵队
的战士们印象深刻。原琼崖纵队政
治部副主任陈青山在1988年时仍
然记得李振亚的形象，他在缅怀李
振亚的文章里写道：“（他）身穿军
衣、马裤，走起路来咚咚作响，说起
话来声似洪钟，或坐或站都是威风

凛凛的军人姿态，令人敬佩。”
来到琼崖后的李振亚一如既往

表现出他高超的军事水平。“风脚村
之战”就是李振亚直接指挥的一场
以弱胜强的战斗。

1947年初夏，国民党的一个团
长杨开东，带着两个营的兵力开进
风脚村一带，宣称要剿灭在这里活
动的琼纵挺进支队。当时琼纵在这
一带活动的部队仅有 5 个中队
（连），敌众我寡。时任琼纵副司令
员的李振亚沉着应对，制定出了以
少战多的作战方案。

李振亚在风脚村配置1个中队

的力量，故意放出风声引敌人主力
来攻，其余4个中队隐蔽起来，准备
适时从敌后侧出击。

战斗打响后，敌人果然上当，向
风脚村攻来。其中一路敌人的行军
路线正好从隐蔽着的1个中队的位
置上穿过。李振亚果断决定出击，他
亲自带领3个中队的兵力对敌人发
起猛攻。打溃这股敌军后，李振亚又
率部配合风脚村的战士打退了向该
村进攻的另一路敌人。这一仗歼敌
1个半连队，缴获机枪3挺，步枪数十
支，子弹万余发。

在攻打白沙罗任地区的战斗中，

李振亚用调虎离山计，一举攻克了敌
人的坚固工事，捣毁了敌人的老巢。

1948年秋，琼崖纵队发动秋季
攻势。李振亚亲自指挥部队，一举
拔除陵水至万宁一带20多个敌人
的据点，使陵水、万宁的解放区、游
击区和五指山解放区连成一片。

李振亚指挥下的琼纵部队，
仗越打越漂亮，为琼纵战史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笔。冯白驹认
为，李振亚的游击战术素养高，对
大规模兵团作战的指挥有把握，
部队在他直接指挥下，战斗力显
著提高。

李振亚身经百战，作战勇敢，他
的习惯就是靠前指挥，战斗在一线。

1948年9月18日，琼崖纵队秋
季攻势在陵水光岭打响，李振亚时任

“秋季攻势”前线总指挥兼政治委
员。李振亚在光岭取得首战告捷后，
带领部队继续向万宁方向挥师东进，
拔除陵水至万宁一带的港坡、兴隆、
牛漏等敌方据点。

9月27日，李振亚到万宁牛漏阵
地前沿观察形势，为了弄清敌人的暗
堡火力点，他手提机枪向敌方据点打
了一个点射进行火力侦察，不料此
时，突然从敌人碉堡里打来冷枪，击
中李振亚的胸膛，他倒在了那棵高高

的木棉树下，最终因伤重不治，于次
日凌晨光荣牺牲。

李振亚牺牲的噩耗传开后，琼崖
纵队中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普通战士，
无不失声痛哭。“他是一个很爱护士兵
的首长，深得士兵的敬爱。”陈关孩说，
李振亚身为高级指挥员却很少骑马，
因为他的马不是让伤病员骑，就是给
战士驮背包，或者给炊事班驮东西。
在部队转移时，他亲自背负脚部受伤
的警卫员涉水过河，“李振亚爱兵如
子，战士们也愿意跟随他作战。”

在冯白驹的回忆文章中也写道：
“他（李振亚）有高度的纪律性，如在抗
日时期，敌人扫荡频繁，我（冯白驹）定

下纪律白天不准玩水洗澡。他执行任
务返来因天热无意中下河沐浴，致使
许多干部也照样犯纪律。于是，他便
自己处分自己罚站两小时。在领导上
他能实事求是，以身作则，给部队和干
部深刻的良好影响，是永远不能磨灭
的，他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1948年10月15日，琼崖纵队为
李振亚召开万人追悼大会。黎族、苗
族同胞纷纷赶来，以他们的习俗、方
式，祭祀跪拜，表达他们心灵深处的
崇敬和爱戴。冯白驹亲手将李振亚
安葬在五指山。

李振亚的妻子王超和他一起渡
海赴琼，在琼崖大地上共同奋战。王

超后来回忆丈夫时说，他在最后一刻
仍在动员大家要革命到底，“他常说，
为了中国的彻底解放，不可能没有流
血牺牲。他不怕牺牲。”

2003年1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
席、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为海南省委
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李振亚将军
纪念文集题写书名“骁将风范”，高度
评价了李振亚将军战斗的一生。

如今，英雄倒下之处，已成为爱国主
义教育“学堂”。在将军树的不远处，就
是李振亚烈士纪念园，园中绿树环绕着
他的高大塑像，庄严肃穆。时不时会有
父母带着孩子前来，从烈士的传奇故事
中重温历史。（本报万城4月25日电）

战场上的李振亚威名赫赫，而走
下战场，他也是难得的军事教学专
家。李振亚曾执教红军、八路军，也
曾担任教官执教抗日初期的国民党
军。从瑞金红军大学，到延安抗大，
再到琼崖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他历任
高级教官乃至校长。

来到海南后，李振亚也在琼崖
创办学校，为革命部队培养了许多
优秀的指挥员。万宁党史研究专家
郑立坚介绍，那是1941年6月，李振
亚在万宁六连岭创办琼崖抗日军事
政治干部学校，由他亲自主持制定
教学计划，编写教材，主讲军事课并

主持军事训练；开设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
《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社会发
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时事和政
策等政治课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
略和战术、射击、投弹、夜战、伏击
等军事课。

李振亚对学员的培训注重理论
联系实际，他经常率领军队学员到附
近部队参加实战锻炼。1941年 11
月，在教授“奇袭战”一课时，李振亚
亲自率领几个排的学员和当地独立
第九中队短枪班的战士，攻击位于兴
隆的一个日军据点。

李振亚和战士们化装成“顺
民”，每人挑一对谷箩，上面是谷
子，下面埋着手榴弹。在当地“民
救会”向导的配合下，假意给据点
日军送粮食。李振亚带领战士们
巧妙地瞒过岗哨，顺利进入据点后
趁日军不备发动攻击，用驳壳枪和
手榴弹袭击敌人，大获全胜，我军
无人员伤亡。

1942年4月，日军与顽军勾结，
分两路围攻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
学校。危急关头，李振亚立即率全体
学员和琼纵三支队，按照军事课所讲
授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我

优势兵力击敌一部”的灵活战略战术
理论，首先伏击东路敌军，令其受到
重大伤亡后仓皇逃走。另一路敌军
见状也急忙撤退。

据了解，李振亚创办的琼崖抗日
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从1941年6月正
式开学，到1942年11月停办，共办
了2期，培养了750多名干部。

冯白驹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李
振亚对于海南部队的干部培养，部
队战斗力的提高，参谋工作以至政
治工作的建设上，都有莫大的贡献，
许多干部在他的培养下成了优秀指
挥员。

8年征战 纵横琼崖

英雄长眠 无悔丹心

悍将良师 寓教于战

■ 本报记者 袁宇

琼崖纵队战争史上最辉煌的
一页莫过于发动秋、春、夏季三大
军事攻势，这三场战役奠定了解放
海南岛的基础。李振亚将军便牺
牲在第一场战役——秋季攻势。

李振亚，原名李荣，又名李伯
崇。1908年，李振亚出生于广西
藤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幼年时
父母相继去世，由祖父抚养长大。
1929年12月11日，担任广西警备
第四大队副官的李振亚参加邓小
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在红七军军部
任副官，分管后勤工作。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30年至1936年，李振亚先
后随红七军转战于桂、黔、湘、粤、
赣边境，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

“围剿”、参加长征。在红军突破湘
江天险、四渡赤水河、攻占娄山关
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著名战
役中，李振亚屡立战功。

1939年，李振亚到广东东江
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教官，不久任
广东省东江军委参谋长。1940年
六七月间，他和妻子受命入琼，先
后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参谋长、
第三支队队长、军政学校校长、挺
进支队队长、西区地委书记、琼崖
纵队副司令员、区党委委员等职。

李振亚在海南协助冯白驹将
军建设革命武装力量，他亲自拟定
作战、训练、侦察、通讯等各项工作
条例，建立了一个精悍的军事指挥
机构。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8
年下半年，李振亚率领琼纵战士转
战琼崖大地，多次粉碎来自国民党
顽固派、日本侵略者对革命根据地
的“围剿”“扫荡”，通过避实击虚、
袭击军车、拔除据点，令敌人疲于
奔命，有力支持了白沙、五指山等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国民
党军队分三路进攻琼崖特委领导
机关驻地澄迈县六芹山。李振亚
率领挺进支队与敌转战六芹山周
围，采用分散隐蔽、集中歼敌的作
战方针。经过3个月的艰苦卓绝
斗争，作战近200次，毙伤敌1470
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彻底粉碎了
敌军的“清剿”计划。

1948年9月中旬，琼崖纵队打
响秋季攻势。李振亚指挥5个支
队从祖关村誓师出发，向陵水县开
进，横扫敌军如卷席，在不到十日
内，接连拔除港坡、乌石、兴隆、李
宅塘、米瑞塘、中兴等地敌据点，毙
伤敌300余人，使五指山游击区与
陵水、万宁解放区连成一片，占全
岛面积五分之四。

1948年9月27日，李振亚率
部围攻万宁牛漏敌军据点时，在
侦查敌情时被敌人的冷枪击中，
于28日晨牺牲，年仅40岁。

李振亚牺牲后，中共中央发来
唁电：“李振亚同志于陵万战役攻势
行动中英勇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中之损失，特致悼念并望转
示琼纵全体同志继续努力，
为坚持解放琼崖而奋斗，以
纪念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

（本报万城4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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