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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张仁圣

在洒满热血的琼西抗战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忘却，他就是一生充满传奇的开国将军马白山。4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位于
澄迈县老城镇马村的马白山将军纪念园，寻访马白山将军那戎马一生的风云故事。

据了解，马白山将军纪念园建成于1997年，园内建有马白山将军铜像和陈列馆、纪念亭，收藏着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史料，记录着马白山将军
的生平事迹和丰功伟绩，供后人瞻仰、纪念。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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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马白山将军纪念园的
陈列馆展台上，摆放着一个
厚厚的黑色笔记本。翻开
笔记本，里面写满了来访人
员的名字和留言。“我们永
远怀念马白山将军”“光辉
事迹流芳百世，革命精神永
垂不朽”“我们将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一句句留
言，表达着后人对马白山将
军的追思，见证着革命精神
的传承。

“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
人了解将军的事迹，将他的
革命精神一直传承下去。”4
月 25 日，马白山将军的侄
儿、70岁的马白山将军纪念
园管理员马传花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根据他在此工作
15年来的观察，每年自发前
来缅怀将军、了解将军的事
迹的参观者中最多的是青
年学生，这让他备受感动。

天地有正气，凛然尚英
雄。回顾历史是为了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从而增强开拓前行的勇气
和力量，更好地面向未来。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我们要发扬革命先烈敢
闯敢拼、无私奉献等优良传
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
奋斗姿态，在浩浩荡荡的时
代潮流中，做坚定者、奋进
者、搏击者，继续把革命前
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
进，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海南解放英烈谱

郭天亭：
能谋善战
屡克强敌

1997年建成的马白山将军纪念园，记录着开国将军戎马一生的风云
故事——

金戈铁马铸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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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门前的台阶拾级而上，马
白山将军纪念园全貌映入眼帘，园
中央竖立着马白山将军的半身铜
像，静静凝视前方。铜像基座正面
镌刻着杨成武将军题写的“马白山
将军”字样，背面刻有马白山的生平
事迹。

马白山原名马家声，1907年3
月出生于澄迈县老城镇马村。出生
于贫农家庭的他从小成绩优异，
1925年春，马白山高小毕业后考入

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就读。时值
国共第一次合作，革命形势迅速发
展，马白山深受革命思想熏陶。同
年，他怀着对国民革命的热情加入
中国国民党。

然而，1927年，琼崖“四·二二”
反革命事变发生后，马白山感到万
分失望。1927年9月，经地下共产
党员李兴佑介绍，马白山加入中国
共产党。同年冬，党组织派初中毕
业的马白山回故乡开展革命活动。

马白山先在村小学任教，并兴
办农民夜校，一边教文化，一边进行
革命宣传，为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武
装做准备。1928年春，马白山发动
20名青年成立马村农民协会。随
后又历经5个多月的努力，在澄迈
第四区的马村、盐丁、白莲等乡村建
立起5个中共党支部，并在此基础
上成立了中共澄四区区委和区红军
分队，马白山任区委书记兼红军分
队长。

1929年夏，党组织决定让马白
山去江西苏区学习。他到上海后，
因江西的交通线被敌人封锁，遂由
上海党组织改派去南京中央军官学
校进行军事学习。1931年底，在中
共沪西区委工作的马白山心里时刻
惦记着琼崖的革命斗争，于是，
1932年8月，经组织批准，他取道
广州返回海南昌江第二小学（现东
方县墩头小学），以教师职业作掩
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在马白山将军纪念园陈列馆正
中央，一幅黑白题字十分惹眼：“永
远怀念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马白
山同志。”这是原40军118师政治
部主任刘振华在马白山诞辰100周
年时的题词。

1950年3月26日晚，马白山和
刘振华率领1个加强团2900多人
乘81条木船从雷州半岛的灯楼角
启航，潜渡琼州海峡，向预定登陆点
临高角进发。

当晚，由于风向变化，又遭遇海
上大雾，船队迷失方向。次日7时，
大雾散去时，船只抵达澄迈县玉包

港海域，离临高角登陆点约30海
里，至少需要行船3个小时。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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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余人把守，
还有暗堡。时值天色大亮，部队船
只暴露无遗，顷刻间，对面岸上的敌
人用机枪向船队扫射过来，船队来
不及继续向临高方向前进，情况十
分危急。

危急关头，马白山紧急建议：部
队于对面海岸就近强行登陆。刘振
华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命令船队
在玉包港一带强行登陆。历经1小

时的激烈战斗，部队消灭了守敌，攻
占滩头阵地。

在当地党政干部和民兵接应
下，经几昼夜的转战，渡海部队安
全抵达澄迈县六芹山根据地美厚
解放区。1950年4月，马白山兼任
接应40军前线指挥部总指挥，率
部配合主力作战，为解放海南立下
不朽功勋。

后来，刘振华回忆玉包港登陆
战时感慨地说，“要不是有马副司令
员一起过海，后果很难想象。”

马白山 1992 年逝世后，澄迈
县人民政府为了纪念他，于1997

年建成马白山将军纪念园。马
白山将军纪念园内的陈列馆摆
满马白山将军的勋章和荣誉证
书：1955 年 9 月被授予少将军
衔，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
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3
年 离 休 ，享 受 正 兵 团 级 待 遇 ；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这些荣誉与证书背后，是马
白山将军赤胆忠心的见证。如
今，马白山将军纪念园成为海南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

（本报金江4月28日电）

1938 年 12月 5日，云龙改编
后，琼崖抗日独立队只有 3 个中
队300多人。3个月后，独立队扩
编为独立总队，马白山任独立总
队队附（副总队长）。为了扩充革
命武装，壮大抗日队伍，马白山主
动找队长冯白驹，提出：“琼崖西
区是开展山地游击战的理想地
方，是不是我到西区去，拉起一支
队伍来？”考虑到马白山是澄迈
人，曾在琼西一带工作过，对澄
迈、儋州、临高、昌感等地区比较

熟悉，而彼时，琼崖特委也有向西
部山区转移的设想，冯白驹和特
委同意了他的请求。

马白山曾在琼崖西部地区以教
学为掩护发展革命队伍，并在昌感
地区紧抓抗日自卫团军事训练，逐
渐积累起极高的个人声望和影响
力。他来到琼西后，依靠各县中共
党组织，深入各区、乡动员组织群
众，经过短短两个月的努力，一支
300多人的武装就组建起来，不久
编为琼崖独立总队第3大队。一年

后，第三大队扩充为第二支队，马白
山任支队长。

1942 年春，马白山奉命率领
第二支队从琼西到东线，协同第一
支队作战，取得琼文地区抗日反顽
斗争的胜利，使琼文革命根据地进
一步巩固。但此时的琼西地区，由
于第二支队东调，各县地方武装各
自为战，在军事上没有统一建制的
部队和领导机关，极不适应抗日斗
争形势的发展。马白山又一次主
动提出，到琼西建立一支新的支队

的建议，得到琼崖特委的采纳，并
委任其为第四支队队长兼政委，负
责组建工作。

没有军费、没有枪支、更没有兵
源，建立新的队伍谈何容易？马白
山来到西部几乎是“赤手空拳”。但
是不到一年时间，在马白山等人的
努力下，硬是组建出第四支队，这是
一支多达1500人的建制齐备、兵员
足额，且拥有4个大队、10个中队
和医疗队、军械厂等的铁军，威震琼
西、令敌胆寒。

锻造铁军 壮大队伍

投身革命 辗转多地

渡海作战 立下功勋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郭天亭，又名郭仁甫，1898年出生于
海南万宁县（今万宁市）龙滚镇军寮村一
个农民家庭。他10岁时，父母、兄妹离
世，郭天亭孑然一身，生活凄苦。结婚后，
郭天亭得岳母支持，读了几年私塾，于21
岁时被青山、芳园等村私塾聘教。1925
年，郭天亭进入龙滚陈烈卿民团做事。

1925年春，广东省农民运动特派员
杨树兴回到龙滚地区，先在民团里当教
官，并以此为掩护，在龙滚地区开展革命
活动。在杨树兴的影响下，郭天亭的思
想倾向革命，支持共产党，秘密配合杨树
兴工作。1926年4月下旬，杨树兴和郭
天亭策划夺取陈烈卿民团的枪支，由杨
树兴带领第四区（龙滚）农民武装包围民
团，在外围给民团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
郭天亭为内应。最后，陈烈卿被迫解除
了民团武装，杨树兴和郭天亭缴获长短
枪28支和一批弹药。这一革命行动的
胜利，对全县农民武装斗争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从此，郭天亭开始走上革命的
道路，积极参加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
会，斗地主、打土豪，很快成为农民运动
的领导骨干。

1926年秋，郭天亭加入中国共产
党。不久，郭天亭家乡军寮村成立了党
支部，他被选为支部书记。当时万宁县
各区乡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开展减
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为了维护农民的
根本利益，县成立农民自卫军，郭天亭
是县农民自卫军领导人之一。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国民
党反动派大力支持地方反动势力，陈烈
卿又重操旧业，组织民团，在短时间内，
一连杀害多名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革
命群众，还经常打村劫舍，残杀村民。
老百姓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消灭陈烈卿
民团，为民除害。一天，郭天亭带领农
民武装10多人埋伏在军寮岭，狠狠打
击了陈烈卿派来的民团。1927年5月
12日，分界墟叶肇部“围剿”六连岭，郭
天亭熟悉地形，带领农民武装在军寮岭
伏击来犯之敌，打退敌人的进攻。

1928年2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为
琼崖工农红军，郭天亭先后任第一营副
营长、营长等职。同年春，琼崖工农革命
军东路总指挥徐成章回万宁，配合红军
第一营进攻万宁县城。但是由于联络员
被捕，双方失去联系，徐成章按原计划率
先带领红军发起进攻。郭天亭听到攻城
枪声，马上带领红军赶到县城投入战
斗。由于配合不好，攻城没有取胜。

2月4日，徐成章奉命转战分界墟守
敌，按作战部署，由郭天亭率领一、二连
和第三排从南门进攻，但由于敌人早有
情报，便加固城门，重兵把守，难于攻
破。郭天亭放弃正门，采取旁攻。他身
先士卒，率领红军破墙而入，与敌人展开
了一场殊死的巷战，连续攻克了几个据
点，消灭了不少敌人。战斗中，徐成章不
幸中弹受伤，郭天亭马上引兵撤退，并把
徐成章抬回军寮村，安置在自己家里，请
来医生进行抢救，但由于徐成章伤势过
重，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徐成章的牺
牲，是琼崖红军的重大损失。由于条件
限制，郭天亭主持就地安葬徐成章。在
追悼会上，郭天亭勉励战士们要化悲痛
为力量，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为烈士报
仇，把革命进行到底。

1928年4月，国民党刘占雄率四个
连从乐会（今琼海市）中原奔赴万宁，郭
天亭率领红军第一营部分红军战士，在
龙滚河南岸伏击，消灭了首批登岸之
敌，来不及引渡的北岸敌军见势不妙，
仓皇逃跑。此役红军缴获了一批枪支
及弹药，还捕获了几个团兵。

1930年8月，郭天亭被任命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参谋长，不久又接
任三团团长职务，曾在多次战役中指挥
部队取胜，战功卓越。

1932年7月，国民党陈汉光部三个
团、一个特务营和空军一个分队共
3000余人，向琼崖苏区发动疯狂的反
革命“围剿”，并出数百光洋为赏金，捕
捉红军师长王文宇、参谋长郭天亭、政
委冯国卿。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同年10月，红
军主力向母瑞山转移，敌军又集中兵力
向母瑞山进攻。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
力、粉碎敌人对母瑞山根据地的包围，郭
天亭和王文宇等率领红军师部和一团，
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和包围圈，在回到白
水泉山区的途中，遭敌人伏击。郭天亭
身负重伤被捕，壮烈牺牲，时年34岁。

（本报万城4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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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白山将军纪念园的马白山将军铜像。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澄迈县老城镇，马白山将军纪念园内的马白山塑像（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