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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初，盘踞于乐东县城的400余
名国民党守军，几乎日日将心提在嗓子眼。

10多天前，琼崖纵队用一招“围点打援”给
予国民党援军重创，致使龟缩城内的残敌成为

“瓮中之鳖”。因粮食日趋吃紧，走投无路之下
的国民党军队于6月6日清晨出城抢粮保命，
不料遭遇琼崖纵队的多重夹击，战事最终以琼
崖纵队占领乐东县城而告终。

这一天，乐东县全境宣告解放，至此白沙、
保亭、乐东连成一片，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正式
形成。

而此时，距离“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这
一问题的酝酿与提出，已经过去整整8年。

1940年，庄田、李明从延安返回琼崖时，周
恩来曾指示：“必须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逐步
把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好，这是由战争的长
期性与残酷性决定的。”同年11月7日，中央书
记处又提出“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
抗战的可靠根据地”，要求琼崖“把山区作为我
军巩固的后方”。

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一事，为何频频得
到中央关切？

“此前琼崖共产党在六连岭、母瑞山、琼文
等地创建的多个根据地，或临近沿海国民党和
日军重兵布防区域，或处于丘陵平原地带，没有

山区作屏障，不利于与敌人周旋，难以持久地支
持革命战争。”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讲解员
杨俊玲介绍，而五指山区怀抱的白沙、保亭、乐
东三县物产丰富、资源充足，特殊的自然地理环
境又造就了易守难攻的作战优势，是成为创建
革命根据地的绝佳选择。

尽管“地利”明显，但根据地的创建却迟迟
缺乏“天时”与“人和”。

返琼后曾任琼崖纵队领导人之一的庄田在
回忆录《琼岛烽烟》中回忆：“当时，琼崖正处在
国民党制造反共内战的前夕，为了粉碎国民党
掀起的反共高潮，我军被迫集中主要兵力打退
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接着，我军又投入
严酷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还来不及腾出
手来开辟山区工作……”

直到1943年“白沙起义”一声枪响，起义队
伍主动寻找共产党，这才完全改变五指山地区
的形势。

1946年12月，中共琼崖特委作出关于建立
以白沙、保亭、乐东为中心的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的决定。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军以已有一定革
命根基的白沙作为突破口，逐步打通进入五指山
区的通道，让保亭、乐东解放的捷报接连传来。

至此，方圆1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0余
万的五指山区，革命之火已是越烧越旺。

从白沙起义、挺进毛贵再到三大攻势，循
着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历史陈列馆内的游
览路线一路往前，琼崖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犹
如一曲荡气回肠的交响乐，但其中也不乏一些
浸满悲恸的音符。

1948年9月，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在
指挥攻打万宁牛漏敌人据点时，不幸中弹英勇
牺牲。战士们强忍悲痛，抬着灵柩蹚过水深流
急的万泉河与昌化江，翻过直插云霄的五指
山，跋涉200余公里将其送回毛贵。

“得知这一噩耗后，成百上千的毛贵群众
自发前来送行，冯白驹等多位党政军领导同志
为其抬棺。”陈列馆内一组雕像还原了当时的
情景，杨俊玲介绍，李振亚于这一年10月初被
安葬在毛贵，而他并不是唯一安息于此的琼崖
革命先烈。

王和新还记得，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于
1950年初撤出毛贵后，村庄附近留下不少无名
英雄坟头，遗憾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它们早已
变得无迹可寻。

直到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项目于

2001年立项筹建，纪念碑及浮雕、纪念园广场、
烈士陵园和历史陈列馆等相继在毛贵村落成，
前来瞻仰先烈、接受红色教育的党员群众有了
新去处。

纪念园广场正中央，一面五星红旗迎风招
展。百余名小学生整齐列队，围聚在旗杆下庄严
敬礼。杨俊玲说，孩子们所站立的地方，据考证
正是当年海南岛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越过红旗再往上看，23米高的纪念碑威严
矗立，碑前一组琼崖革命人物群像雕塑昂首挺
胸、目光坚毅。

而当他们的目光掠过今天的毛贵山谷
时，会发现昔日落后之地已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

从搬出茅草房到住进宽敞的平房，从下河
抓鱼到“多条腿走路”发展绿色特色种养产
业，再到发展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乡村旅
游……几十年来，这片革命热土将红色基因
转化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续写
着不畏艰难、勇闯新路的故事新篇。

（本报五指山4月1日电）

自五指山北麓奔涌而下，滔滔昌化江在高山
与河谷间冲刷出一片开阔盆地。彼时，坐落于此
的毛贵乡看似闭塞，翻开老地图，却发现它地处原
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处，顺着江滩便能通达
四方。正是看中这一区位优势，中共琼崖区委、琼
崖临时民主政府、琼崖纵队司令部领导机关于
1948年纷纷迁驻于此。

得知琼崖共产党人来，毛贵黎寨传出久违
的欢笑。

“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黎族人压迫、剥
削，是共产党人给我们分土地、减租减息，这日子
才好起来。”年过八旬的五指山市毛阳镇毛贵村
村民王和新还记得，琼崖党政军三大领导机关进
驻后，村里办起海南最早的供销合作社，酱料厂、
米粉厂、医院、学校也陆续建了起来，“供销社里
的东西卖得便宜，黎族小孩去上学还不用花钱，
我们黎族人真是头一回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

“好待遇”不仅体现于此。1948年底，白
沙、保亭、乐东、琼中四县正式划为琼崖少数民
族自治区，自治区行政委员会于次年3月设在
原毛贵乡，先后举办3期民族干部训练班，培养
150名黎族苗族青年干部，他们成为各级政权

的骨干。
政治上的翻身和经济上的获益，让黎族苗

族百姓欢欣鼓舞，黎村苗寨也掀起一波波参军
支前的高潮。

胸戴大红花的兄弟俩参军入伍，一家老小纷
纷赶来送行……位于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历
史陈列馆内的一组雕塑群像，还原的正是当年的
情形。仅1948年，白、保、乐三个县就有2000多
名黎族苗族青年参加琼崖纵队，大批青年参加地
方武装和保乡队、保家队、保田队等民兵组织，王
和新也是其中一员。

至这一年年底，琼崖民兵已发展到1.8万
人。民心所向，让琼崖战场上的主动权逐渐交
还到共产党人手中。

1948年9月至1949年7月，冯白驹领导的
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在毛贵先后发动、策划
和指挥了大规模的秋、春、夏季三大军事攻势，
将长期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琼崖革命武装斗争
以及解放战争引向战略进攻，进一步扩大和巩
固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琼崖解放区，也为夺取
琼崖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
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岛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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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琼崖革命从此有了牢固的
大后方——

五指山上红旗展 敢叫日月换新天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五指山麓，昌化江畔，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下，男女老少前前后后挨挤着，目光紧紧
注视那一抹鲜艳的红，先是屏息凝视，继而一片欢腾。

这一天是1949年10月1日，聚集于此的1000余名琼崖党政军干部和各族群众，
刚刚见证海南岛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

目光越过山岗，聚集于百余公里外的10余万国民党军虎视眈眈，此时却是鞭长
莫及。

以红旗升起的地方——白沙县毛贵乡（今五指山市毛阳镇）向四周辐射，白沙、保
亭、乐东、儋县、琼山、定安等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琼崖纵队和民主政权控制、活动的区
域占全岛土地面积五分之四，区域内人口占全琼总人口五分之三，琼崖大地早已换了
天地。而促使敌我力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关键一步，正是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全面
建立。

百
年

百年瞰变迁百年风云录

海南日报、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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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课

发扬艰苦奋斗作风
坚定砥砺奋进决心
时间：3月30日
地点：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主讲人：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讲解员
杨俊玲

作为琼崖革命23年武装斗争中的
最后一个根据地，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可谓竖起了琼崖革命走向胜利的一块
里程碑。正如冯白驹后来所说：“根据
地的建立，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支持与
发展后期海南人民革命战争上是有重
大作用的。”

从召开全琼土改会议到成立琼崖
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从开展
整党整军运动到先后发起秋、春、夏季
三大军事攻势，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琼
崖共产党人面临政权建设、经济建设
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
了艰辛探索和大胆创造，也孕育形成
了新的革命精神。

这一时期，是琼崖共产党人秉持为
民宗旨，出色解决“靠谁执政”“为谁执
政”“怎样执政”这一根本问题的时期；
是处于胜利前夕不骄不躁，铸就理想信
念、忠诚品格的时期；也是深怀忧患意
识，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时期。

70 余年风雨兼程，琼州大地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
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
史使命，需要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保持不进则退的
忧患意识，继续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
以坚强的战略定力排除各种干扰，奋发
有为解难题、攻堡垒、闯新路，争当新时
代的奋斗者、开拓者、奉献者。

（整理/本报记者 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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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融媒体中心

苏燕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作为琼崖革命
23年武装斗争中重要的根据地，曾经涌
现出许许多多人民解放事业的先驱，也
留下了不少动人心魄的革命故事，在这
里出现了李振亚、刘秋菊等坚定的革命
者。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抛头
颅、洒热血。

自从第一次深入地了解琼崖革命的
故事，便觉得在这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
中，红色信仰在五指山闪闪发光，到今天
这红色记忆也从未褪色，依然教育着我
们，滋养着我们。

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红色的记忆
却历久弥新。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我一
定会传承弘扬好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
旗不倒”精神，扎扎实实学党史，悟思想，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在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征程
上勇于担当、不懈奋进，展现作为，忠诚
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

海南大学本科生

李文旭

五指山位于海南岛的中部，峰峦
起伏成锯齿状，形似五指，故得名。
1946年，琼崖特委作出集中力量开辟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策。在
黎族苗族人民的支持配合下，1948年
成功创建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结束
了长期无稳固后方基地的历史，为坚
持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夺
取海南解放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眼观山上云雾，感怀先烈英魂。五
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碑、英雄烈士陵园、
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这一切都在触动
着我的内心，既有对先烈的缅怀与感恩，
也有奋进新时代的激越与自豪感。站在
时代的潮头，我们要坚定不移跟党走，牢
记党的使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
斗，在世界发展大潮中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抛洒青春、贡献终生。

扫二维码，看《五指山上红旗展
敢叫日月换新天》相关视频报道。

编导/出镜 邱肖帅
拍摄/剪辑 韦茂金

一桌一床，见证军民鱼水情
百年文物鉴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逼仄简陋的泥墙茅草房里，几名琼崖纵队
指战员围聚在一幅作战地图前，正热切地讨论
着……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历史陈列馆第
三展厅内，经过复原仿建的琼崖纵队司令部一
角，吸引不少游览者的目光。70多年前，一道
道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战令正是从这里发出，为
琼崖革命后期的武装斗争指明方向。

在这间几平方米的会议室内，仅有的两
件“家当”是一张木制的褐色长桌和一张木
板拼成的简易床，均为冯白驹当年使用过的
原件。而关于这一桌一床，还引出我党我军
与人民群众的一段鱼水情。

1948年，琼崖党政军三大领导机关进驻
毛贵后，积极发动群众，推选当地会说海南话
的黎族人为村代表，负责征兵、征粮等日常工

作。“黎族村民王老轮就是其中之一。”五指山
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讲解员杨俊玲介绍，王老
轮由于积极配合党的工作，得到琼崖领导人
的肯定与信任，也因为工作原因与冯白驹时
有往来，两人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琼崖党政军机
关迁至海口办公。临行前，冯白驹将他的办
公桌和卧床留给王老轮作为纪念。此后，这
两件承载着冯白驹将军深厚情谊的物件，便
被王老轮视若珍宝，悉心保管，直至他去世
后，转由其侄子王老积保管。

2018年，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历史陈
列馆开馆，政府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这一时期的
党史档案资料、革命文物及社会发展见证物。
得知这一消息后，王老积主动送来这一桌一
床，才让这段革命往事以鲜活的形态再次展现
在世人面前。 （本报五指山4月1日电）

航拍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3月30日，五指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在纪念园开展
“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之“清明祭英烈 共筑中华魂”研学活动。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讲解员杨俊玲（左）给到访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和海
南日报报道组一行介绍琼崖革命历史。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韦茂金 摄

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历史陈列馆内复原仿建的琼崖纵队司令部一角。其中的褐色长
桌和简易床均为冯白驹当年使用过的原件。

曙光初现 白沙起义改变五指山地区形势

红霞漫天 琼崖解放区进一步巩固扩大

续写新篇 巍巍青山回荡“红色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