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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1926年，他自沪返琼，毅然投身革命事业；1929年，中共琼崖特委机关两次遭敌破坏，特委主要领导人被捕牺牲，他挺身而出；1932年，他
率百余人在山上度过了艰苦卓绝的8个多月，革命火种得以延续；1950年，他领导全琼党政军民配合解放军渡海登陆作战，解放了海南岛……
他是冯白驹，是周恩来总理眼中“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背依山丘，面俯绿野，冯白驹故居就坐落在此。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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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不是山藏人，而是
人藏人。”冯白驹将军这
句朴素的话实则道明了
琼崖革命取得胜利的重
要因素。

海南岛远离大陆，
孤岛奋战，可想其斗争
之艰苦、复杂、曲折。在
这个外援难以企及的岛
屿上，如果没有广大民
群的支持，光凭革命队
伍，恐怕难以书写“琼崖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
传奇。

冯白驹的长女冯尔
超 回 忆 父 亲 时 曾 说 ：

“人民群众是琼崖革命
真正的靠山。”她说，历
史告诉我们，只有得到
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
护，我们党的事业才能
不断前进。

“求木之长必固其
本 ，欲 流 之 远 必 浚 其
源。”人民群众是党的执
政之基、血脉之本、力量
之源。现在，海南正在
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
坚持走群众路线依然是
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
需知，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一切为了群
众”的价值观不能忘，

“一切依靠群众”的方法
论不能丢。我们务必当
好人民的“贴心人”，团
结群众，凝聚群众，形成
更强战斗力、更大生产
力，共同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

海南解放英烈谱

王海萍：
驰骋沙场显英豪

1926年，冯白驹自沪返琼，毅然投身革命事业，逐渐成长为中共
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领导人，带领琼崖人民救亡图存谋解放——

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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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解放军第40军118师、119师和第43军128师在琼崖纵队部队配合下围
歼溃退榆林、三亚集结的敌军残部，俘2000余人，击沉敌舰一艘。余敌仓皇从榆林港
登舰溃逃台湾。国民党崖县县长黄自强等弃城逃走，崖县全境解放。

崖县全境解放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王海萍原名朝鸾，字翔林，
1904年出生于海南琼山县那流
市（今海口市长流镇）堂善村的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少年时，王海萍就有“那流
才子”之称，后来考入大学，开始
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王海萍与福建渊源颇深。
他曾受党中央的派遣前往福建，
任中共闽南特委委员，深入漳
州、厦门一带工厂、农村、学校，
联络各地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
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恢复和发
展党的组织，重建工会、农协，发
动和组织工农运动。

在福建省委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王海萍又当选为省委常委
兼宣传部长，此后赴永定与张鼎
丞、邓子恢等成立闽西特委，率
领永定、龙岩、上杭三县的农民
武装攻打龙岩城。后来王海萍
将农民武装转移到龙岩白土集
中整编，正式成立3个团，成立闽
西暴动总指挥部，以永定溪南为
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在闽西，王海萍在厦门、福
州秘密建立了工人自卫队和赤
卫队，对党员加强军事化训练，
输送优秀工人到革命根据地参
加红军，并在永春县、安溪县、同
安县等县建立农民武装，开展游
击战争。至1929年底，福建全
省已有 20 多个县建立起党组
织，党员达3000名。1930年，王
海萍将闽西各县的农民赤卫军6
个团3000多人，组编为工农红
军第十二军，直接归中共中央和
红军前委领导。5月25日，由罗
明、王海萍、谢景德、王德和陶铸
等5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厦门
组织武装劫狱，营救出被捕的40
多位同志。

1931年，王海萍接任福建省
委书记。在以他为首的福建省
委领导下，各地的农民武装斗争
此起彼伏，不断发展。党的组织
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后，王海萍
立即与邓子恢、蔡协民等一起建
立省委办事机构，继续领导革命
斗争。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成立
后，王海萍任市委书记兼军事部
长，继续领导厦门、漳州、泉州的
革命斗争。

1932年4月，王海萍会同陶
铸、邓子恢、蔡协民等领导地方
党组织配合毛泽东、聂荣臻等率
领的东路军（红军）解放了漳州
城。由于王海萍在漳州的公开
活动中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特
务识破并秘密跟踪。6月，由于
叛徒出卖，王海萍在秘密接头地
点厦门中山公园被捕，不久惨遭
杀害，时年28岁。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孤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
年红旗不倒”。进入故居，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聂荣臻元帅所题字的石
碑，石碑的左后方，立着一尊冯白驹
的半身铜像。

“受父亲的影响，革命的种子早
就在年幼的冯白驹心里埋下了。”故
居讲解员冯所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冯白驹的父亲是一名石匠，也是清末
反抗封建压迫的民间组织“三点会”

的成员。读中学时，冯白驹就曾参与
抵制日货斗争运动，以及驱逐“八股
教师”的学潮运动。

1925年，冯白驹考入上海大夏
大学预科。后来由于家中经济紧
张，冯白驹不得不辍学。1926年初，
冯白驹返回琼崖。经过广州时，冯
白驹找到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
车队队长徐成章，表示希望入读黄
埔军校。徐成章却为冯白驹指了另

一条路：“琼崖现在迫切需要到农村
开展农民运动的人，你回去后可以
去找李爱春，他会告诉你该怎么
做。”

冯白驹依照徐成章的建议回到
海南，并经李爱春介绍，进入海口市
郊区农民协会办事处担任主任，从此
踏上了革命之路。

虽然年轻，冯白驹却十分有谋
略胆识。他一心扑在农运工作上，

不辞劳苦，奔走乡村，走家串户，宣
传和鼓动农民参加农会，发展乡、
村农民协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府海郊区相当部分村庄建立了农
会，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
年9月，冯白驹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在实践中，冯白驹不断得到磨
砺，逐渐成长为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
纵队领导人，带领琼崖人民救亡图存
谋解放。

“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这
是冯白驹在革命实践中坚持走群众
路线总结出来的名言。

从母瑞山突围后，冯白驹长期在
琼山、文昌地区活动。正是在许多堡
垒户的帮助下，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
才得以度过了这一艰险时期。

不仅如此，土地革命时期，国民
党反动派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惨绝人寰
的残杀，在六连岭的一个山洞里，被敌
人围困的100多名群众宁可集体饿
死、困死，也没有一个人投降说出红军
的踪迹；1949年底，党中央发出了解

放海南岛的命令，在接应配合野战军
渡海作战中，琼崖各族人民大力筹款
筹粮，开展“一元钱、一斗米”运动（即
每户捐光洋一元，捐米一斗），短短一
个月时间，全琼就筹集粮食5万多石，
组织起有6万多人的支前队伍，包括
救护队、运输队、妇女缝洗衣队等。

“长泰村原先有40多户人家，在
战争中，村民惨遭日军和国民党杀
害，只剩了3户，海南解放后，才陆续
有人迁了过来。”冯所孙说，在冯白驹
的影响下，其亲属先后有20人投身
革命，有12位亲人英勇牺牲。据说

有一年冯白驹回到故乡，哽咽道：“整
个村子的人跟我干革命，几乎都被杀
了，但人民不会忘记。”

在琼山，冯白驹与失散的同志逐
渐恢复联系。他们扎根农村，依靠民
众，逐渐壮大革命队伍。1950年，冯
白驹率部接应渡海解放军，摧毁了敌
人精心构筑的“伯陵防线”，赢得了海
南解放战役的伟大胜利。

将军已逝，将军的故事却在琼崖
世代流传。“我爷爷是冯白驹的堂兄
弟，因此，我从小就常常听到冯白驹
将军的故事。”冯所孙说，冯白驹故居

建好后，爷爷和大伯都曾在这里当过
讲解员，如今，他又从长辈手中接过
了这一棒，“我要守好这个地方，用冯
白驹将军的故事教育后人，传承艰苦
奋斗的革命精神。”

后人没有忘记。在长泰村，许多
民居外墙上都喷涂着“英雄史诗热血
铸，革命精神永流传”等革命标语，村
民们靠着种植散尾葵，日子也如同芝
麻开花节节高，“只要每一代人都能
够传承革命精神，我相信我们的生活
会比现在更好、更幸福。”冯所孙说。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全琼处处都有冯白驹革命的身
影，其中，定安县母瑞山是极为重要
的一处。”冯所孙介绍道。

原来，1932年，琼崖红军反“围
剿”失败，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军趁
机“围剿”我军，妄图就此扑灭琼崖革
命烈焰。冯白驹率党政机关干部及
红军战士共100多人，在定安县母瑞
山密林深处坚持斗争。

那段岁月极其艰苦。冯白驹在
《红旗不倒》一文中提道：“大部分人
的肩膀露在外面，有的光着屁股。个
个身上冻得发青发紫，有什么办法
呀！只有像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样，

摘树叶剥树皮，连在一起，披在身
上。男同志披的树皮像古代骑士的
盔甲；女同志穿起名副其实的‘百叶
裙’。大家走动起来，好像是一群穿
山甲。”

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冯白驹作
为当时的特委书记，从来不搞特殊
化。每当分粥时，冯白驹总是确保每
个战士都分到一碗后，自己才会吃，
如果食物不够，他就将自己的那一份
分给别人，自己再煮野菜吃。

外有敌军不断来犯，内有饥寒
交迫的折磨，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
下，到1932年底，原先百余人的队

伍只剩下26人。然而，纵是如此，
冯白驹也依然对革命事业充满希
望。他曾回忆道：“我们坚决相信，
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只要我们坚
持下去，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有一
天要到来的。”

8个多月的时间里，队伍数次尝
试下山，均以失败告终。1933年 4
月，在冯白驹带领下，队伍终于成功
突围。

下山后的一天夜里，冯白驹率人
摸黑回到长泰村的家中，看见母亲，
冯白驹连叫两声“妈”，激动地扑了过
去，但由于冯白驹此时形容枯槁，母

亲一时没有认出，被吓得连连后退。
母子相认后，心疼不已的母亲点火开
灶，为大伙儿做了一顿饭。冯白驹后
来提起此事，感慨万千地说：“这一
夜，我们吃了一年来的第一顿饱饭，
我们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们又
回到了大地的怀抱了！”

“琼崖红旗 23年不倒，离不开
冯白驹等人在母瑞山那8个多月艰
苦卓绝的斗争。”冯所孙说，那8个
多月的抗争，保存了琼崖特委领导
核心，使得革命火种得以延续，最
终重整旗鼓，打开了革命事业的新
局面。

石匠儿子投身革命

“山不藏人人藏人”

母瑞山保存革命火种

冯白驹塑像。 位于海口市云龙镇长泰村的冯白驹故居。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