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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海南登陆战为何会发生在临高角？这
不是偶然的。临高位于海南岛北部，濒临北部
湾，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临高角一带海域海
水较浅，退潮后滩涂宽广，便于登陆。中共临高
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壮省注意到，自1926
年5月中共临高县党支部成立后，临高的党组
织建设情况比较好，革命斗争经验丰富，有扎实
的群众基础。

1949 年 12月 18日，毛泽东主席向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出“以四十三军及
四十军准备攻琼崖”的命令。12月下旬，中
央军委给中共琼崖区委、琼崖纵队发出关于
接应野战军渡海登陆作战的命令。中共琼崖
区委发出了《关于配合大军渡海解放全琼的
紧急工作指示》。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临高县委于1949年
12月 28日在木排根据地成立了临高县支前
委员会，积极开展筹粮、筹款、筹船、支军和劳
军工作。

1950年2月1日至2日，十五兵团在广州
召开了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确定了渡海作战
采取“分批偷渡与积极准备大规模强渡，两者并
重进行”的战役指导方针。

1950年3月6日，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
二团1个加强营799人组成的渡海先锋营，冲

破了敌人主体海岸防线，在敌人防守相对薄弱
的儋县白马井登陆，与前来接应的琼崖纵队胜
利会师，打响了“琼崖解放的第一炮”。

3月26日傍晚，第四十军一一八师1个加
强团执行第二批潜渡，2900多名勇士，分乘81
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角向海南岛进发，预
定次日在临高角登陆。然而，渡海部队因当天
大雾偏离了方向，在澄迈玉包港强行登陆。

此时，琼西接应指挥部正按照原计划组织
兵力拔除临高角一带敌人据点、占领滩头阵地，
得知渡海部队在澄迈玉包港强行登陆后，指挥
部决定继续战斗，设法吸引牵制澄迈、临高敌军
主力部队。战斗十分激烈，接应部队付出了
200多人牺牲的代价。3月27日，接应部队赶
往澄迈同登陆的加强团胜利会师。

四十三军方面，3月11日，四十三军一二八
师第三八三团加强营在文昌赤水港长路地区海
岸登陆，与琼崖纵队独立团会师。4月1日，四
十三军一二七师加强团3700多名指战员也突
破敌军封锁，在琼山县塔市乡卜创港一带登陆。

2批4次偷渡成功，解放军登岛部队8000
多人，加上琼崖纵队和地方部队的2万余人，对
岛内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内外夹击态势。解放
军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认为大举登陆的时机已
经成熟。

登陆战役前夕 部队分批偷渡，琼崖组织接应

苍松肃立，海浪静哀。战斗的硝烟已经远
去，如今的临高角解放公园绿树婆娑，安静祥
和，为纪念临高角登陆战而修建的巨大花岗岩
战士雕像，像丰碑一样屹立着。

“你看，热血丰碑两个战士雕像，左边的代
表琼崖纵队战士，他穿着草鞋，背着斗笠，左手
高举着一面旗帜；右边的代表着解放军战士，
他穿着解放鞋，右手高高举起冲锋枪。两个战
士手拉着手，象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坚持武
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力量
胜利会师。如果没有琼崖儿女的支持，解放海
南不会那么顺利。”张壮省感慨地说。

热血丰碑雕像对面，是翠柏环绕的两座纪
念碑，碑正面军旗飘扬，两侧分别刻满了四十
军、四十三军在海南岛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名
单。1000多名烈士，他们的青春在这里定格，
他们的名字被后人铭记。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
据史载：解放海南登陆战是名副其实的战

争史上的奇迹，它开创了我军渡海作战胜利
的先河，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
的用原始木帆船打败了现代化铁甲兵舰的奇
迹，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
一页。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今年
36岁的临高县临城镇昌拱村村民王海星是一
名退伍军人，去年开始负责临高角解放公园的
安保工作。他说，最近两年，随着解放海南临
高角登陆纪念馆的建成，前来临高角参观和祭
奠革命先烈的游客越来越多。

“海南建设自贸港，理应弘扬革命先烈英
勇无畏的精神。无论工作在什么岗位上，我
们都要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王海星
说道。 （本报临城4月7日电）

谱写光辉历史 开创我军渡海作战胜利的先河

桅杆林立，千帆竞渡。1950年4月16日傍
晚，我解放大军横渡琼州海峡，直指海南岛。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为阻遏人民解放军
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国民党此时已派海陆空重
兵把守，当时驻守海南的“海南防卫总司令”薛
岳还制定了详细的防卫作战计划，设置环岛防
御，加强海防工事，依海据险，以海空配合，依靠
10万兵力、50多艘军舰、40多架飞机，构筑起
一道号称“固若金汤”的海、陆、空立体防线——

“伯陵防线”。
我解放军船队刚离岸8海里，便遭到敌巡

逻飞机的拦截。在照明弹的亮光下，敌机对我
船队猛烈轰炸、扫射，一时弹雨纷飞。高大的水
柱在船的四周溅起，打到船上撞倒了战士。

一些木船被打得起火了，漏水了。渡海勇
士们有的用机枪、步枪向俯冲扫射的飞机还击，
有的对船只进行灭火、堵漏、排水。由21艘“土
炮艇”组成的护航队也及时出击，对准飞机开
炮。所谓“土炮艇”，是用木船加上汽车引擎，配
备上武器改造而成的。可别小看这“木疙瘩”，
就在这样的海上遭遇战中，它曾创下了单挑并
打跑敌军舰的奇迹。

午夜时分，风停了，船速明显变慢。战士们
开始用力划船。此时，海面上出现了浓雾，10
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船队队形开始变乱，有

的船还失去了联系。但在各船船工和领航员的
引导下，船队继续前进。

激烈的抢滩之战发生于4月17日凌晨。3
时30分，四十军主力船队开始在临高角抢滩登
陆。这时，先锋船离岸还有五六十米，战士们便
迫不及待跳下齐胸深的海水，向陆地扑去。四
十军真不愧是支“旋风部队”，一登陆，犹如猛虎
下山，势不可挡。几十里海滩上，冲锋号、枪炮
声、呐喊声，震天动地！

敌在海岸设置的3层防线分别为铁丝网、
战壕和地堡。抢占滩头的战斗中，来不及剪断
铁丝网，勇士们就趴在上面，让战友踏着自己的
后背跳过。岸上的炮火像雨点般密集倾泻而
来，头上不时有敌机狂轰乱炸。

“战斗十分惨烈！”当年带领突击连的四十
军一一九师三五五团三营七连连长陈绍庭2009
年在北京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最后清点
人数，170多人的突击连，只剩下30多人。

17日 6时许，四十军 6个团 1.87 万余人
在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方的指挥下，于临高
角一带登陆。四十三军2个团在澄迈县的玉
包港一带登陆成功。拥有海空优势的国民党

“伯陵防线”，短时间内被我军冲破。大规模
渡海登陆的成功，为解放全海南岛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千帆渡海之夜 木船打跑军舰，冲破“伯陵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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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16日，渡海野战军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并于4月17日在
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线强行登陆，为解放海南奠定基础——

木船打跑军舰，琼崖走向胜利！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习霁鸿

人们说，临高角200多米长的天然礁石直插入海，就像是“仙人指路”。1950年4
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2.5万余名指战员，从雷
州半岛启渡，向着海南岛进发，成功冲破敌人构筑的“伯陵防线”，抢滩登陆，吹响了解
放海南岛的嘹亮号角。临高角就是当年四十军主力部队的登陆点。

岁月如歌。解放后的海南，临高角成为红色旅游景区的典型代表，为纪念解放海
南战役中付出血肉之躯的先烈，临高角解放公园在此设立，解放海南临高角登陆纪念
馆落成。清明节前夕，海南日报报道小组来到临高角解放公园，如潮的人流汇聚于解
放海南纪念雕像前，追寻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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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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党
课

传承“抢滩精神”
建好海南自贸港
时间：2021年3月28日
地点：临高角解放公园
微党课主讲人：

中共临高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
张壮省

临高角解放海南登陆战之所以
被称为“奇迹”，是因为敌强我弱，从
武器装备和兵力上来讲，我方都处于
劣势，但能很快“抢滩”成功，一个很
重要原因在于我解放军战士的英勇
无畏，以及琼崖军民的奋力支持、接
应和配合。

当时，在国民党“伯陵防线”强大的
宣传攻势下，面对敌军大炮、军舰、飞机
等武力威胁，面对琼州海峡不可预知的

“天险”，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勇敢偷渡，
进而全面进攻，体现出一种大无畏的

“抢滩精神”。这种精神，是不怕万难，
不畏惧牺牲，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
魄和担当。

“抢滩”的代价，战士们不是没有
想过，但胜利就在前头，纵然有千般困
难万般险阻，都要一往无前，不惜抛头
颅、洒热血。而革命之所以成功，海南
岛之所以胜利解放，也正是源于革命
者这种不怕牺牲、迎难而上的斗志，源
于解放军战士和琼崖人民团结一心，
奋力迎敌。

今天，历史已经翻开新的篇章，海
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琼崖海岛一片
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但历史不会被遗
忘，革命先烈的付出会永远被铭记，他
们曾经洒下的热血，将化为今天我们前
进的动力，激励我们追溯革命先烈的足
迹奋勇前行。

传承发扬革命先烈的“抢滩精神”，
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念，更加努力拼搏，
相信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整理/本报记者 李佳飞 习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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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研究生

李爱美

这次红色文化的追寻来到了临高角
解放公园，这里是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
海南岛的登陆点，对海南人民具有重要
意义。

解放海南登陆战中解放军以原始木
帆船来对抗国民党现代化的铁甲兵舰，
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成功冲破了国民党
军精心构造的海陆空立体防线，顺利登
岛，开创了解放军渡海作战胜利的先河，
被称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通过亲身感受、专家讲解，我对登陆
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感受到
了先辈们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革命精
神。这对我有所启发，在未来我们可能
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保持决
心、勇往直前，就能创造自己的奇迹。

海口经济学院本科生

王琦

用木船搏击铁甲兵舰，可谓“以卵击
石”，但最终却取得胜利，这是战场上的
奇迹。

为何会取得如此奇迹？是因为我
们的战士们即使面对巨大的困难和挑
战，仍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敢于走
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因为渡海大军通
过艰苦训练，掌握海战本领，由“陆地猛
虎”化身“海上蛟龙”。在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港的征程上，我们大学生更应继承
发扬革命精神，充分发挥创新精神，勇
于开拓实践。

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伟
大实践赋予了我们当代青年更大的使
命和责任。青年应在实践中磨砺成
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扫二维码，看解放海南岛相关
视频报道。

编导/出镜/配音 郭畅
拍摄/剪辑 周达延

“登陆先锋营”锦旗：

抢滩登陆 先锋无畏

百年文物鉴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李佳飞

在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纪念馆林林总
总的各类展示品里，一件大小仅为1米长、
0.72米宽的物品很有意义，它是“登陆先锋
营”锦旗。

在昏黄的灯光下，这面做旧的复制品锦
旗大体呈淡黄色，绿布镶边，一颗颗黑色纽
扣绕着锦旗缝了一圈，底部再以流苏点缀。
上面的字样显示，这是解放军第四十军司令
部、政治部于1950年赠予三五二团一营的
锦旗。原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共临高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壮
省说：“尽管这只是一面旗帜，但在当时的情
况下，它在三五二团一营将士们心中却有着
非同寻常的分量。”

他解释道：“渡海，对于长期在陆地作战
的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而
且敌军飞机在琼州海峡上空日夜巡逻，在琼
州海峡这头等待着解放军的，还有国民党反
动派构建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也就是

‘伯陵防线’。三五二团一营抢先渡海，先锋
登陆，可谓危机重重。”

三五二团一营的将士们没有畏惧，他们
模拟海上情形，训练自己不受海浪颠簸的影
响，苦练渡海技术与海上作战本领，最终成
功渡海。

“三五二团一营冲出了敌人的重重炮
火，打开了新局面，这需要多么过人的勇

气和坚定的信念。这一面‘登陆先锋营’
锦旗既是嘉奖，也是鞭策。在之后的战斗
中，三五二团一营同样用先锋精神和战斗
力为解放海南岛作出了巨大贡献。”张壮
省说道。 （本报临城4月7日电）

陈列在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纪念馆的
“登陆先锋营”锦旗（复制品）。

上图为临高角解放公园内的花岗岩战士雕像。下图为游客在四十军海南岛战役牺牲烈
士纪念碑前驻足缅怀，了解海南岛战役历史。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