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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4月26日，万宁革命烈士陵园内树木葱茏，园内咿咿呀呀的琼剧声不绝于耳。一旁的凉亭里，人们摆开象棋，于楚河汉界飞车跃马，“厮杀”正酣。
在革命烈士陵园一角，庄田纪念馆身披琉璃瓦，安静坐落，馆前的铜铸塑像栩栩如生，守望着这片园地。

“这是庄田将军的塑像。将军的一生非常传奇，是万宁人民的骄傲。”万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星界对来访的海南日报记者说，庄田曾下南
洋参与劳工斗争，去莫斯科进行军事学习，浴血长征、奋战琼崖、征战越南、荡敌粤桂滇黔，一生戎马转战半个中国。

1955年，庄田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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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庄田将军的一生
是传奇的，其成长经
历更令人为之触动。

1929 年 ，接 到 党
中央的指示后，军事
知识零基础的庄田义
无反顾，北上莫斯科

“进修”，他勤学苦练，
不仅克服了语言不通
的障碍，还出色地完
成了学业，以优异成
绩完成了党中央交代
的任务。此后，这位
昔日的劳工，在转战
半个中国的战斗中不
断成长，最终成为一
员虎将，立下赫赫战
功。

当 下 ，海 南 正 处
在建设自贸港的历史
新机遇，免不了要与
新 领 域 的 工 作 打 交
道。与时俱进，不断
学习，汲取更多的知
识，练就一身好本领，
我们才能完成属于自
己的时代任务，成长
为各自岗位上的“虎
将”。

学 好 本 领 ，更 要
实践本领，在海南加
快推进自贸港建设的
进程中，要紧紧围绕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坚持不懈抓落实，努
力作出新贡献，夺取
新时代的新胜利。

海南解放英烈谱

陈振亚：
矢志不渝
献身革命

位于万宁革命烈士陵园的庄田纪念馆，记录了这位将军传奇的一生——

南征北战 戎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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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解放军第43军128师382团团长张实杰奉命率领先行部队追击敌人至陵水，解放陵城。
当天下午，382团先行部队准备攻打新村港，至次日黄昏攻占新村港，歼敌俘敌2000余人。

解放陵城

庄田原名庄振凤，1906年出生
在今万宁市龙滚镇文渊村的一个贫
农家庭。由于家境贫苦，庄田17岁
时便和当地其他人一样，背井离乡，
远下南洋谋生。

庄田最初在新加坡一家橡胶厂
打杂。这是一家英国资本家开办的
工厂，不仅工厂条件差，而且工人劳
动强度大，屡屡发生工伤死亡事故。
而资本家根本不管工人死活，整天花
天酒地，工头们为虎作伥，这些都令
年轻的庄田心中不平。

后来，庄田因为帮助被工头无端
责骂的工友而被橡胶厂开除。此后，

庄田又辗转来到荷兰资本家经营的
“生什”号货轮上当锅炉工。正是在
这艘货轮上，庄田确立了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生的人生目标。

当时，在茫茫大海上，庄田每天
要在闷热的锅炉房里高强度工作10
多个小时，好几次都因中暑昏倒在锅
炉房里。不仅工作辛苦，庄田获得的
工资也十分微薄，经常吃不饱穿不
暖，而且还经常遭到各种辱骂。

“（这种环境中）我对美好生活的
憧憬变成了一场噩梦。”庄田后来在
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他十分苦闷时，
同船的同乡、老工人黄宜敦主动宽慰

他。也正是黄宜敦，向庄田讲述了列
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苏俄工
人、农民当家作主人的情况，并启发
他道：“在帝国主义统治的社会里，单
靠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是不能获得
彻底解放的。只有整个工人阶级团
结起来，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
得到彻底的解放。”

在黄宜敦的引导教育下，庄田阅
读了《列宁论十月革命》等红色书籍，
他越看越着迷，认为书中句句都说到
他的心坎上，一颗求解放、争自由的
心也跳动得更加猛烈。1926年3月
的一天晚上，在经过对庄田近一年时

间的考察教育后，中共“生什”号轮地
下支部在岸上一个秘密地点召开会
议，正式接纳庄田为中共党员。

不久，庄田被党组织派到和丰轮
船公司“丰平”号轮工作，并任“丰平”
轮船党支部书记。1928年和 1929
年“五一”期间，和丰轮船公司海员两
次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
剥削的罢工斗争，庄田担任罢工的总
指挥。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后，在新加
坡的中共组织负责人转达中共广东
省委的通知，让庄田立即回国接受新
的任务。庄田的革命生涯从此翻开
崭新一页。

1940年 9月初，受中共中央派
遣，庄田携电台秘密渡过琼州海峡，来
到中共琼崖特委驻地美合根据地，与
冯白驹等领导人并肩作战。不久，庄
田被任命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副总队
长、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在“美合事变”
中，负责指挥保卫战，成功掩护琼崖特
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部安全转移。

当时，国民党保七团团长李春农
带着数百人的部队趁着黎明偷袭美
合根据地。经验丰富的庄田命令部
队依险阻击，用唯一的一挺机枪，时
而扫射，时而点射，将敌军几次冲锋
都压了回去。

美合保卫战中，我军击毙敌人近
百人后成功撤出，一举粉碎了顽军摧

毁琼崖特委、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领导
机关的阴谋。

陈星界说，庄田在琼崖多次指挥
部队打败强敌，其中对日寇的反“扫
荡”、反“蚕食”作战更是亮点纷呈。

1942年5月，日军决定对琼崖抗
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蚕食”“扫
荡”。革命面临最困难最残酷的时
期。琼崖特委决定由庄田指挥琼崖
抗日独立总队，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
游击战。面对日伪军采取“分进合
击”“拉网合网”“分区扫荡”的战术，
庄田见招拆招，一面指挥地方民兵进
行内线作战，同时指挥主力部队跳出
合围圈开辟外线战场，袭击伏击日伪
军76次，拔除据点21个。

同年10月，日伪军纠集2000多
人，兵分多路进攻琼文根据地。庄田指
挥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军实行各个
歼灭。日军吃亏后又改变策略，集中兵
力意图寻找我军主力进行决战。庄田
随机应变，将大军分成上百个游击小分
队，灵活机动打击日伪军。每天少则杀
伤其10余人，多则40余人，积小胜为大
胜。至1943年1月，共毙伤日伪军800
多人，重创敌军，也大振我军军威。

庄田辅助冯白驹指挥琼崖抗日独
立总队在琼文根据地的反“蚕食”、反

“扫荡”作战，成为琼崖敌后游击战争的
一个重要发展阶段。1944年秋，庄田
指挥部队开辟建立白沙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琼崖当

局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加紧准备发动
内战。1946年初，根据中共广东区委
和琼崖特委的决定，庄田以全权代表
身份赴香港，准备到广州参加国共双
方举行的广东游击队北撤山东烟台地
区的谈判，后因国民党拒不承认人民
抗日武装的合法地位，谈判未能按计
划举行。1947年6月，庄田赴南京向
周恩来汇报海南革命斗争情况，此后
他又奉命转战西南地区，并屡立功勋。

1992年4月25日，庄田因病在
广州逝世，享年86岁。

“庄田将军在党组织需要时，总
是义无反顾，这种高风亮节、奉献精
神值得我们铭记、学习。”陈星界说。

（本报万城4月27日电）

1929年6月，庄田回到了香港，
同年底他接到了去莫斯科进行军事
学习的命令。

在去莫斯科途中，庄田在上海再
一次亲眼目睹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势
力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中国人被外
国势力当作牲畜对待，这就是半殖民
地人民的悲惨命运。欲求中华民族
的独立解放，唯一的方法是动员全国
人民，拿起武器，坚决与帝国主义和
中国反动派进行斗争。”庄田在回忆
文章中表示，“我切望能学成回国以
后，和全国人民一起，用枪杆子打出
一个新中国。”

1929年12月，庄田在莫斯科步
兵学校开始了军人的科班生活。在
莫斯科步兵学校里，庄田要学习步兵
操典、野外执勤、射击教范、兵器学、

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10多门课
程，还要开展各种军事训练。

为了学好课程，庄田向在莫斯科步
兵学校留校工作的同志请教，苦练俄
语，不到半年时间便初步掌握了俄语。
繁重的课业之余，庄田还坚持读一些如
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著述，这些名
将的军事理论很好地启发了庄田。

由于庄田好学不倦，在政治上和
军事上大大开阔了视野，成为全连外
国留学生中的尖子之一。1930 年
底，他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提前毕业
回国参加红军。

庄田回国后，被安排到中国工农
红军军政学校担任教官。他想方设
法授好课，还根据红军的作战特点和
实际需要，帮助学员掌握进攻、防御、
退却、侦察、警戒等各种战术手段。

1933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一
个模范团，庄田被任命为该团政治部
主任。在模范团训练期间，中共中央
命令由叶剑英指挥独立师和模范团，
在福建省清流地区组织一次进攻战
斗，配合主力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
剿”作战。

在这次战斗中，叶剑英命令庄田率
1个营进攻被分割在一片水田里的国民
党军。庄田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绕到
侧翼，在旱地佯攻；另一路在水田主
攻。通过旱地的佯攻吸引敌人注意力
后，庄田命令主攻部队从水田发起冲
击，敌人很快被打垮，纷纷举枪投降。
这次战斗获胜后，庄田会打仗的事传开
了：“想不到政治干部也会打仗！”

1934年8月，庄田调任红五军团
第十三师三十九团政委、红九军团三

师七团政委等职。10月，红一方面
军在中共中央直接指挥下，撤离中央
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
闻名的长征。从江西于都到贵州湄
潭的80多天里，庄田率该团随红九
军团，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浴血奋
战，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
机关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经一
路苦战，该团到达贵州时已从长征出
发时的2000多人锐减为1000余人。

艰苦的长征路上，庄田率部风餐
露宿，忍饥挨饿，顽强地与敌人和恶
劣的环境进行斗争。1937年3月，庄
田辗转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
抽调一批有军校工作经验的干部到
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庄田被调到抗大
任第三分校第五大队大队长，不久升
任分校教育长。

南洋入党求解放

赴俄进修强本领

天涯浴血立功勋

■ 本报记者 袁宇

陈振亚1905年出生于琼
东县（今琼海市）嘉积镇加宝岭
村 的 一 个 贫 苦 农 民 家 庭 。
1927年，琼崖发生“四二二”事
变，陈振亚与一批进步同学投
奔位于乐会县第四区（今琼海
市阳江地区）的中共琼崖地委
机关，积极参加反对白色恐怖
的武装斗争。同年秋，他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国民党调集
重兵分别向琼崖东、中、西各路
苏区进犯。时任乐会县委宣传
委员的陈振亚积极配合红军发
动群众，建立起严密的联防组
织。在他的工作下，监督敌人
的哨站从乐会四区伸展到嘉积
对岸的乐会三区的溶沐墟，前
后30多公里，使乐四区军民有
条不紊地对付来犯之敌。

1928年5月，琼崖苏维埃
政府主席王文明、红军师长梁
秉枢等带领琼苏政府机关和红
军余部共600余人撤到定安县
母瑞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陈振亚等人留在中平仔一带坚
持斗争。1929年2月，陈振亚
被任命为中共乐会县委书记。

1930年8月，琼崖特委在
琼崖红军独立团的基础上，统
一组编各县红军和赤卫队，建
立了琼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
立师。特委任命梁秉枢为师
长，杨学哲为政治委员。由于
杨学哲在海口开展兵运工作不
幸被捕，未能到任。因此，琼崖
特委决定派陈振亚接任政治委
员。

在中共琼崖特委和红军第
二独立师党委的领导下，红军
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得
到进一步的加强。琼崖红军
师、团两级成立党委会，营级成
立特别支部，14个连队成立了
党支部，连队还建有共青团组
织，全师党团员约占45%。

1931年5月，陈振亚等根
据琼崖特委的意见和琼崖第三
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定，在
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组
建女子军特务连。1932年春，
又组建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
娘子军活跃在苏区，除了在乡
村中做宣传工作，看守犯人，帮
助农民耕种外，还配合红军主
力作战，被誉为“红色娘子军”。

陈振亚强调要对红军家属
优待，这样不仅发展和壮大红
军队伍，而且使苏区得到进一
步发展，苏区人民的革命积极
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
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
召，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参军
作战，保卫胜利果实。

1932年3月，正当陈振亚
在第二师中把政治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琼崖特委
开展“肃反”运动。陈振亚不
幸被错杀，时年27岁。1957
年海南行政公署追认他为革
命烈士。

（本报嘉积4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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