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色娘子军成立

日 星期五
30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陈振梅（ 1914-2010)

王天骏（1905-1931)

卢业香（ 1914-2014)

颜道熙（ 1911-2004)

庞学莲（ 1912-1999)

王文宇（1899-1933)

王运梅（ 1910-2013)

欧花（ 1915-2006)

2005 年 11 月 24 日下午，著名导演谢晋和著名演员祝希娟与红色娘子军
新老战士欢聚一堂。
陈德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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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邱江华

王文明（1894-1930)

欧育英（ 1910-2004)

陈月花（ 1913-1986)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红色娘子军背后的
“洪常青”们

蔡业浓（ 1909-2002)

李仕花（ 1911-2002)

黄墩英（ 1914-2001)
吴祝兰（ 191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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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增敏（ 1912-1971)

2009 年 9 月 30 日，
娘子军老战士手捧国旗向新一代讲述革命故事。

王开媛（ 1914-2005)

王时香（ 1911-1998)

陈宗琪（ 1914-2010)

庞琼花（ 1911-1942)

符月雅（ 19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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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梅（ 1910-2002)

“当讲到娘子军的英勇战斗时,她手
舞足蹈,慷慨激昂;讲到女兵连姐妹壮烈
牺牲时,她沉痛地流下了热泪。我深深地
被女兵连的英雄事迹所感动所鼓舞。”这
是刘文韶回忆第一次采访冯增敏时的场
景。虽然那时，女子军的故事已尘封 20
多年，但说起当年的故事，冯增敏还是激
动不已。
在坐牢的红色娘子军战士中,要数冯
增敏的年龄最小。虽然受了国民党在狱
中的多年“感化”，但出狱不久,她还是坚
定地选择跟党走，还嫁给一名红军战士。
怀孕后,丈夫在战斗中牺牲, 她把“遗腹
女”抚养到几岁后,狠下心把女儿送了人,
又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义无返
顾地投身于抗日斗争。
后来冯增敏相继任乐会县三区中和
乡妇女委员、主任,至海南解放后,冯增敏
才把女儿认领回来。短暂的母女团聚后,
由于要下乡蹲点开展土改工作,冯增敏又
把女儿委托给别人抚养……直至女儿上
小学后,母女才又团聚在一起。这体现出
冯增敏始终坚定跟党走的信仰，背后是对
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出身穷苦的红色娘子军战士颜东自
小生长在革命老区,当过儿童团员,16 岁
时便上了琼崖红军夜校,并接受了军事训
练。1932 年 10 月,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时
期,娘子军接到了上级“化整为零,疏散各
地隐蔽,保存实力”的命令,颜东只得与战
友一样,依依不舍地回到娘家。
因当时风声很紧,为不连累家人,没
多久,颜东便又奉“父母之命”远嫁他乡。
为躲避国民党的疯狂抓捕,她与丈夫一同
去了马来西亚,与许多背井离乡的人不太
一样的是,颜东漂洋过海并非为了发财,
娘子军身上特有的抗争精神与对党的信
仰，使得她又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她
和丈夫用自己所办的小食店作掩护,积极
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949 年,当地政府对华裔共产党员
进行了大规模的驱逐,颜东夫妇不得不带
着 3 个孩子回到家乡,后来颜东还当上了
县委妇联委员。
红色娘子军战士王运梅一直认为自
己跟着共产党一辈子闹革命，理所当然就
是共产党员，直到 2010 年 3 月一位游客
问她党费多少钱时，她才知道自己还不是
党员。同年 6 月 30 日，100 岁的王运梅让
外孙女马世菊代笔写了入党申请书。
2012 年 7 月 6 日，102 岁的王运梅终于如
愿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了却了一个世纪的
执着，这也体现了她坚定的理想，更是信
仰的力量。

陈莲茹（ 1912-1999)

王先梅（ 1911-2008)

潘先英（ 1915-2014)

不朽信仰 一生追寻

“红色娘子军勇于砸碎旧社会
的枷锁，参军后敢为人先、不怕牺
牲的精神，广为传颂。但是，她们
被捕后用生命保守党的秘密、永不
叛党的忠诚，也是红色娘子军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琼海市阳江镇
文化站原站长庞启江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过
程却可能有难以料到的曲折。
1932 年，琼崖革命开始陷入低潮，
红色娘子军命运也来到更危急的
时刻，对其中的一些战士而言，她
们不仅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也面临
能否守住信仰的严峻考验。
1932 年底至 1933 年秋,国民
党陈汉光部队采取陆空军联合、步
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对琼崖革命队
伍进行灭绝人性的“围剿”
，琼崖党
政军领导机关被围困在母瑞山 8
个月之久。
是殊死坚持拼光革命的火种，
还是避其锋芒等待革命的转折？
最后，琼崖特委决定化整为零,让
部队突围出去转入地下斗争，这样
才能保守琼崖革命的有生力量，将
革命的火种洒向各地。
女子军两个连疏散后，大部分
战士都化名隐蔽于群众之中,部分
离开家乡到南洋谋生,有些不甘心
屈服于地主恶霸复辟势力的欺压，
选择了自杀来抗争。但也有些人
不便隐蔽，庞琼花、冯增敏、黄墩
英、王时香、庞学莲都是这两个连
的骨干，她们与敌斗争时间久，名
气大，不便隐蔽,最后在敌人严格
清查追捕下,先后被捕入狱。
1932 年冬，陈汉光旅部驻琼
东县（今琼海）大路墟时，女子军
连干部及其他一些妇女干部被押
解到这里。此时，琼崖特委领导
人冯白驹、符明经等人正在不远
处的母瑞山上苦苦坚持。女子军
连干部也得知了这个情况，她们
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保守党的
这一核心机密，捍卫了琼崖党政
机关的安全。
庞琼花等人在海口、广州的国
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五年，敌人对
她们施以封官许愿、金钱引诱、毒
刑拷打等手段软硬兼施,逼她们交
代组织情况和同志的姓名,但她们
除了承认自己的身份外其余守口
如瓶。敌人感到“女共军”确实难
对付,最后只好草草定刑监禁,送
进广州“感化院”
,企图“感化”
她们
的革命信念。然而敌人这一招也
没有奏效。
在敌人监牢中,她们均表现出
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互相关怀、
互相鼓励,一起渡过漫长的 5 年铁
窗生涯。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舆论要求释放政治犯，国
民党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
妥协释放了她们。

龚金英（ 1913-2008)

红色信仰 一生追寻

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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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贞不屈 保守秘密

敢为人先 英勇奋战

“工农受苦深,都来干革命,工
人 有 工 作, 农 民 有 田 耕, 革 命 才 完
成。”这首当年颇为流行的民歌,一
下将人带入了那段血与火凝成的岁
月。在那个年代，广大的琼崖妇女
没有名字，更没有受教育权和婚姻
自主权，参军闹革命这样的事情，无
疑是破天荒的。
如今我们纪念红色娘子军成立
90 周年,便是要发扬娘子军敢为人
先的精神。在当时的旧社会，红色
娘子军是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
新生事物。她得风气之先,首开我
国正规妇女武装队伍的先河,是我
党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女红军。
她们诞生和战斗的历程,是创新精
神书写出来的传奇故事。
从沙帽岭上一战成名，到火攻
文市炮楼、文魁岭保卫战，红色娘子
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拔除了乐会、
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县的多个
敌据点，女战士们在作战中不惧牺
牲，英勇战斗。琼崖革命领导人冯
白驹 1968 年曾回忆说：
“有一次娘子
军参加主力作战，打败敌军后，以连
为单位计算缴获，女子军还占第一
位。”
马鞍岭十勇士仍在海南岛上流
传，而这“十勇士”却全是女红军战
士。1932 年 8 月，琼崖红军部队遭
到国民党大部队的“围剿”，两军在
马鞍岭交战，因敌众我寡，为掩护部
队后撤，红色娘子军一连奉命留下
与红军一营在马鞍岭进行阻击。这
是一场惨烈的阻击战，娘子军和红
军战士一直坚持到最后，弹尽粮绝，
仍用石头与敌人展开搏斗，女子军
一个班 10 人断后，最后全部壮烈牺
牲。
在电影《红色娘子军》里，有这
样一个场景，一位女战士背着孩子
赴战场，而这位女战士的人物原型
就是红色娘子军中曾担任排长的王
运梅。那是 1932 年 8 月，为躲避国
民党军的再次“围剿”，琼崖红军决
定向母瑞山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怀孕的王运梅在跟随大队行至母瑞
山附近时分娩，在用树叶临时搭起
的产棚里产下一名男婴。
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们都
是勇敢地选择跟党走。为逃避敌兵
追击，王运梅第二天就抱着孩子和
战友继续前进。行军途中环境恶
劣 ，每 个 人 都 是 衣 衫 褴 褛、食 不 果
腹，又哪里有乳汁喂养孩子，因缺乏
营养，王运梅的孩子出生没多久，就
在她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她们这群女兵英勇地同不知
比她们强大多少倍的敌人作战，并
且取得了胜利。英勇无畏是我们红
军、人民解放军的特色。”报告文学
《红色娘子军》的作者刘文韶曾撰文
感慨红色娘子军的英勇。
红色娘子军虽然仅仅存在了不
到 500 天，却参加了 50 多场战斗，为
琼崖革命斗争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其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鼓
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毛泽东、
周恩来对红色娘子军做出高度评
价，称之为
“世界革命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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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前，正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万泉河畔是一片火红的土地，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琼崖红军师部就驻扎在今天的
琼海境内。后来举世闻名的红色娘子军，
琼崖特委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也诞生于此。
“紧跟党走、坚贞不屈、敢为人先、英勇奋战，这是红色娘子军精神的内涵。”站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的巨大雕塑下，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原主任陈锦爱说道，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历史机遇，
我们更要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守初心、担使命，
做勇于创新、艰苦创业的建设者。
无论是在革命高潮中拿起长枪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还是在被捕后坚贞不屈保守党的秘密，都体现出每一位红色娘子军战士的革命理
想，那是一种超越个人生死的信仰，是一种必胜的信念。今天，这样的精神依然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闪耀光芒，激励着我们不低头、向前进，为
人民和国家的发展而继续奋斗。

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原站长庞启江，多年专注于红色娘子军研究。目前，他正
在为 100 位有遗像的红色娘子军镌刻人物印章。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90 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
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在今琼海市阳
江镇成立，百位海南姑娘，在花一样的
青春年华，扛起猎猎红旗，毅然投身革
命，奏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史上一段动人乐章，铸就了一部
威震琼崖、闻名海内外的巾帼史诗。
以这些女孩的故事为原型，电影、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一经创作出来就
名声大噪，风靡全国，成为艺术作品中
的经典。电影中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
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军队进攻海南
岛的红军，娘子军撤离椰林寨，作为党
代表洪常青率领娘子军执行阻击任
务 ，他 为 掩 护 娘 子 军 撤 退 负 重 伤 被
捕。在敌人面前，洪常青大义凛然，在
自首书上写下，
“ 砍头不要紧，为了主
义真，
杀死洪常青，还有后来人。”
然而，我们知道女子军特务连成
立时全连编制共 100 人，其中除了庶务
员、挑夫和号兵 3 人为男同志外，剩下
的均为女性。那么，电影和芭蕾舞《红
色娘子军》中的男主角、娘子军连指导
员洪常青，历史中是否有其人？如果
有，他的原型又是谁？
1962 年，电影《红色娘子军》获得
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后，编剧
梁信曾在报端撰文谈其创作之信守：
“主人公不求一人自传体，不采自一
人，而是由几位人物‘合成’的”。琼海
市党史办原主任陈锦爱的研究也给出
了类似的答案，洪常青这一人物是艺
术典型，但其历史原型却是有据可查
的。
陈锦爱认为，洪常青的事迹归纳
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指路”，洪常青
引导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妇女走上
彻底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道路，吴琼
花就是在他的指引下投奔苏区参加革
命的；二是“哺育英雄”，洪常青具体负
责组建娘子军工作，并带领其在战斗
中茁壮成长；三是“英勇就义”，洪常青
在指挥娘子军战斗时被捕，坚贞不屈，
英勇就义。—个洪常青牺牲了，鼓舞
着千万个妇女站起来。
“指路”的洪常青，其历史原型是
对红色娘子军连长冯增敏影响颇深的
王文明。王文明经常对妇女们说“男
女要平等。妇女要从十八层地狱里解
放出来，就要和男子一样拿起枪，打倒
国民党反动派。”后来成为娘子军骨干
的青年妇女绝大多数都是此时经王文
明的“指路”而走上革命征途的。娘子
军第一任连长庞琼花在 1928 年就参加
了共青团，并在团乐会县委工作；第二
任连长冯增敏也是在 1928 年参加共青
团，而且任乐会县委妇女干事；第一连
指导员王时香 1928 年就在琼崖妇女委
员会工作。王文明是她们参加革命的
“领路人”。
“哺育英雄”的洪常青，历史原型
是女子军特务连隶属的红三团团长兼
党委书记王天骏。王天骏是女子军特
务连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他亲自负责批
准娘子军战士入伍、编队和配备连排两
级干部工作。女子军特务连参加的伏
击沙帽岭、火烧文市炮楼等几次影响较
大的战斗，
均由王天骏直接指挥。在王
天骏等红三团领导哺育下，
娘子军逐渐
成长为红军二师的主力连队。
而“英勇就义”的洪常青，历史原
型则来自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师长王
文宇。冯增敏清楚记得，女子军特务
连成立时，就是由王文宇代表师部为
女子军特务连授连旗。1932 年春末，
女子军特务连扩建第二连后，第一连
则归王文宇直接指挥。而在女子军特
务连被迫化整为零疏散时，王文宇也
被捕入狱，
英勇不屈，最终壮烈牺牲。
在陈锦爱看来，梁信深谙琼崖革
命斗争史，十分熟悉王文明、王天骏、
王文宇等琼崖红军将领的传奇故事。
他将“三王”的素材加以集中概括，源
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出了光照日
月、气壮山河的艺术形象——洪常青。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