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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清晨，阳光刺透万泉河面上氤氲着的薄雾，两岸的绿
植更显葱郁翠绿。

万泉河的清清之水自五指山来，九曲碧波，奔腾入海。这
条河，生态美、青常在，亦因扛枪为人民的红色娘子军而名扬
海内外。

说起红色娘子军，她们成长在万泉河、战斗在万泉河，她
们的青春、热血洒在万泉河。她们的英雄事迹与万泉河一样，
波澜壮阔，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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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了战火纷飞的红色娘子军，在鲜花簇拥下，
她们是英雄，但褪去英雄的光环后，她们也是普通的
农民，是妻子、是母亲。和平年代里，她们耕田持家，
一辈子辛勤劳作，兢兢业业地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奉
献着。

海南解放后，红色娘子军卢业香当上了琼海市中
原镇排田村的妇女主任，她是村民公认的热心肠。

村民翁祚兴早年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飘零
无依，卢业香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照顾，为他生火做饭、
缝补浆洗，坚持了几十年。

一个夏天，翁祚兴突发急病，病倒在床。卢业香
不顾自己年老，每天给他洗脸擦背、熬煮稀粥，还为他
请医买药。翁祚兴病愈后，翻身下床，跪在卢业香的
面前，动情地叫了一声：“妈！”

“阿婆喜欢给人做媒，村里好多夫妻都是她撮合
的。”卢业香的儿子翁祚雄随口就说出了一长串名字：
翁文球、王光琼、冯世安……卢业香为村里的单身男
女们不知牵了多少条红线。

村里有个叫赵明的小伙子，老实勤快，由于家庭
困难，27岁了还没娶到媳妇。卢业香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邻村有个叫李丽的姑娘，长得标致，年龄相当，
卢业香张罗着撮合他们。在她的帮助下，两人情投意
合，组成了家庭。婚后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每
年春节都带着孩子给卢业香拜年。

红色娘子军中，还有聪慧过人的王时香。“当年的
指导员王时香，是一位有文化、很会讲话的红军女干
部。”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对记者介绍，
其实，这位娘子军指导员当红军前只上过三个月的夜
校，但凭着聪明和勤奋，很快便能读书、看报，给战士
补文化。

战斗中的王时香聪颖机智，带领着娘子军战士打
了一个又一个胜仗。“阿妈对我讲过战斗的故事。躲
开敌人追踪的时候，在山路上，一定要注意观察蜘蛛
网。如果路上有蜘蛛网，那就是没人经过，可以放心
大胆地通行。”王时香的儿子刘其泽说起当年红色娘
子军的侦察方法，头头是道。

这位有智慧、有悟性的女性在改革开放后敢闯
敢干，打开了致富的新路子。“阿妈出主意，让我和大
哥学做粉条，说肯定能赚钱。”1989年，刘其泽与大哥
在母亲的指导下，做起了粉条加工生意，发家致富，在
镇墟上盖起了楼房，与母亲一起过上了平静而幸福的
生活。

初心不改，娘子军老战士晚年讲述红色故事

我们永远跟党走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卢业香、王运梅和潘先英等几
位红色娘子军曾共同生活过的红色
娘子军纪念园，是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之一，也是国家国防教
育示范基地、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你看这个娘子军的芭蕾舞造
型多美，凡是来园区参观的人几乎
都要在这里留个影。”在纪念园大门
区，园区有关负责人说起这尊雕像
时夸赞着说：“这是园区的门面。”

从大门进入就看到和平广场上
的解放雕像，上面有象征着旧社会
人民苦难的锁链，有追求解放的号
角，还有象征当年红色娘子军浴血
奋战的斗笠以及象征今天美好生活
的和平鸽。

走到纪念馆广场前，有一尊高
10 米、宽 4.5 米的红色娘子军雕
像。这座雕像是采用琼海市多异岭
上优质的花岗岩石雕刻的，雕像头
戴八角军帽，背斗笠，肩扛钢枪，赤
着脚，两眼炯炯向前，形象逼真。

据了解，“红色娘子军纪念馆目
前正在闭馆改造，里面陈列着珍贵
的相片文物资料，还有娘子军当年
用过的枪炮、服装和用具等展品，待
改造后将重新向游客开放。”

再往里走就能看到具有海南民
居特色的一院房子——椰林寨，院
门上方写着“南府”二字。“这是根据
电影《红色娘子军》里恶霸南霸天的
住所南府而仿造的，能让游人有身
临其境的感受。”园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院里右侧是红色娘子军陈列
馆，陈列了大量的实物和图片，生动
地反映出红色娘子军不平凡的战斗
足迹。

在浮雕墙前，一幅幅生动的画
面记载着红色娘子军不平凡的战斗
历程。浮雕分别呈献真理的召唤、
扛枪求解放、沙帽岭战斗、火烧文市
炮楼、活捉冯朝天等场景。

纪念园相关负责人介绍，红色
娘子军纪念园生动地再现了红色
娘子军们令人震撼的芳华。如今，
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历经九十年的
岁月洗礼，依然闪耀着昂扬奋进、
敢于担当、勇往直前、不畏艰险，不
怕牺牲的精神之光，鼓舞和影响了
几代人。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再现红色娘子军
战斗足迹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站在鲜红的党旗前，胸前挂满军功
章，102岁的王运梅老人举起右手，神情
严肃，目光中透着坚毅……这是一张记
录王运梅入党宣誓的照片。2012年7
月6日，是一个晴朗的天气，王运梅等这
一天等了许久。透过照片，我们仿佛能
听到那一天，王运梅坚定的声音响起：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天阿婆特别高兴，入党宣誓结束

时，她用海南话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名
字：‘宣誓人：王运梅’。”王运梅的外孙女
马世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盼望了许
久，她终于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那
天她的心情特别好。”

以102岁高龄入党，创下党史上年
纪最大新党员的纪录，这对王运梅来说，
是一份特殊的荣耀。

1931年5月，她光荣地成为“中国
工农红军女子军特务连”的一名战士。
此后无论时势如何变化，她都一心向

党。即便已是百岁高龄，她仍发挥余热，
在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担任红色教
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召后辈。

“阿婆经常说，她是一个穷苦出身的
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以前总认为参加了
革命便是加入了共产党。”马世菊介绍，
王运梅生前经常说，她以前并不是不想
入党，而是不了解入党的规定和程序。

2010年3月的一天，一位好奇的游
客问起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那天
晚上，马世菊接到王运梅的电话：“为什
么从来没有人叫我交党费呀？”

马世菊回忆，当王运梅明白自己还
不是一名党员时，她感到非常难过。

“我要入党！”第一次听到王运梅的
这一要求时，马世菊并没有放在心上，

“那么大年纪了，我以为她只是说说而
已。”但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听到外祖母提
起入党的事，马世菊决定帮助她了却这
桩心愿。

2010年6月30日，一封由马世菊代
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阳江镇岭下村党
支部。因为申请人身份的特殊，王运梅
的入党志愿先后引起了阳江镇委、琼海
市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的关注。该不
该特批尽快解决老人的入党问题，还曾
在省市组织部门引发讨论。最终，经慎
重考虑，组织部门决定按正常入党程序
对王运梅进行考察。

在《入党培养对象考察写实簿》《入党
志愿书》这两本入党材料上，详细记录了
两年来王运梅接受组织培养、考察、审查
等过程。2011年6月，王运梅被确定为入
党培养对象；2012年6月，她被确定为入
党发展对象。2012年7月4日，阳江镇党
委研究决定，接受她为中共预备党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王
运梅生前曾坚定地说，“我永远跟党走，
直到最后一口气。”

这是红色娘子军们的心声。

头戴八角军帽，背斗笠，肩扛钢枪，
赤着脚，两眼炯炯向前……站在红色娘
子军纪念园广场前的解说员，正诉说着
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和英勇战斗的光辉历
程。

2000年5月1日，琼海红色娘子军
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

在对外正式开放的同时，这里也迎
来了几位红色讲解员——卢业香、王运
梅、王先梅、黄墩英、欧花和潘先英等红
色娘子军。几位老人一同住进琼海红色
娘子军纪念园，向人们讲述当年的斗争
故事，宣传红色娘子军精神。

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位背着
孩子行军打仗的女战士给人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这个人物的原型，正是红色娘
子军战士王运梅。

“她们讲起自己和战友的故事，经常
会情绪很激动，甚至会流下泪水。因为战
火和苦难，在她们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印
记。”王运梅的外孙媳妇符彩虹说，王运梅
是有着强烈革命热情的海南妇女，虽然结
了婚，后来也毅然参加了娘子军。

1932年8月1日，国民党陈汉光部
队向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琼东县

第四区进攻，我方突围向母瑞山转移。
王运梅的孩子分娩于向母瑞山转移途
中。到达母瑞山后，敌人集结重兵将母
瑞山重重包围。由于条件异常恶劣，缺
乏营养，王运梅的孩子出生后还未满月
就不幸夭折。可怜的小生命只来到世间
短短20余天。这成为王运梅心中长久
的伤痛，老人一生都难以释怀。

“阿婆年轻时胆子很大的，那时候
大家都说我是个不怕死的倔丫头！”
2013年 9月16日，当时身体还硬朗的
潘先英在谈起那段光辉岁月时自豪地
说，参军时她还不到 16岁，部队不要
她，但是看到她强烈要求参军，部队就
收留了她。参加娘子军后，潘先英和
姐妹们一起穿上了统一制作的娘子军
军装。

虽然参军时年纪最小，但潘先英机
警过人。有一次，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
她们在深山密林中和敌人激战一天后将
敌人击退了，正当极度困乏的战士们想
休息的时候，树林中突然传来一阵呼喊
声：“女子军（即娘子军）们，敌人已经撤
退了，你们出来集合下山吧！”

听声音，战士们都觉得很像大部

队的一个领导，大家都觉得很兴奋，很
多人迫不及待地想拿起枪准备集合下
山去。但是，看着黑黑的树林，潘先英
多了个心眼——“只听到声音看不到
人，这会不会是敌人的诡计，假装自己
人骗我们出去啊？”想到这，潘先英让
姐妹们先不要轻易出去，先观察观察
再说。果然，没过多久，敌人对着树林
开枪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老人生前一直喜欢
讲述的。当年阳江地区的战斗很多，娘
子军和红军战士们一起，终日在大山里
行军，和敌人周旋。下大雨的时候是最
惨的，战士们的手脚被蚊虫叮咬，皮肤
溃烂又缺医少药，只能忍着。这个时候
找吃的就更难了，战士们经常断粮。有
一次，在战士们饥肠辘辘匍匐步进的时
候，突然发现一头野猪跑了过来，趴在
潘先英身边的一位小战士惊喜万分：

“快，快抓住那头野猪，我们就有肉吃
了。”说着，情不自禁地想站起来冲出去
抓那头野猪，但很快就被眼疾手快的潘
先英拦下了：“你不要命了？这时候还想
着抓野猪。”小战士这才发现，敌人的子
弹从他头顶擦过。

战火之后的普通人生活

晚年宣传红色娘子军精神

王运梅10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里展示的红
色娘子军用过的武器。

李幸璜 摄

晚年仍然英姿飒爽的红色娘子军（右起：欧花、卢业香、王运梅、王先梅）。 （资料图）

2012年7月6日，琼海市阳江镇的红色娘子军塑像前，红色娘
子军连战士王运梅老人庄严宣誓、光荣入党。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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