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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大军渡海作战
1949 年 10 月，华南大陆全部解放，但是海南岛仍
然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中。为了守住海南岛，蒋介石
专门派遣自己的嫡系将领薛岳，统领着海陆空三军，兵
力达 10 万之众，驻守海南。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如此
立体的防御体系与铁甲军舰，竟然会被
“木船”
所击溃。
当时我军还是只有陆军单一军种的部队。渡海作
战，不仅没有海、空军的配合，也没有海上作战的经
验。琼州海峡有数十公里宽，隔岸不能进行炮火支
援。渡海的工具又只有古老的木帆船，最先进的也只
是在木船上装上汽车发动机的机帆船。
经过三个月的政治动员和海上练兵，部队逐渐甩
掉了思想包袱，克服了不熟悉水性和晕船的困难，学会
了游泳、划桨、掌舵和识别风向等航海技术，从“陆地猛
虎”变为“海上蛟龙”，为接下来两批 4 次潜渡及我军主
力渡海登岛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 年 2 月，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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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会上认真研究了琼崖纵队
送来的很多情报。根据符振中提供的情报和琼崖纵队
的建议，会议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
相结合”
的渡海作战方针。
1950年3月5日下午7时，
首次渡海作战开始，
第四
野战军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799名指战员首渡
琼州海峡，
于6日下午直逼白马井超头海滩，
经过激战胜
利登岸，
与迎接先锋营的琼纵一总队胜利会师。在这次
登陆作战中，
伤亡指战员50余人。接应部队和先锋营指
战员汇合后，
进入白沙根据地一带休整待命。上级分别
发来嘉奖电，
使两支兄弟部队受到极大的鼓舞，
更加坚定
了迎接大军登陆、
坚决消灭敌人、
解放海南岛的决心。
根据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部署，人民解放军海战
部队共实施了两批 4 次成功的潜渡。解放军登岛部队
将近 8000 人，加上琼崖纵队和地方部队的 2 万人，对
岛内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内外夹击态势。大举登陆的
时机已经成熟。
1950 年 4 月 16 日 19 时 30 分，随着第四野战军 15
兵团指挥部“起航”一声令下，三颗红色信号弹同时升
空。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共 2 万余人，分乘 500 多
只战船，分成东路、西路两个编队同时起渡。40 军所
部 1.87 万人、43 军所部 6968 人自雷州半岛出发，在琼
崖纵队的接应下，成功地摧毁了国民党军精心构造的
海陆空立体防线，
于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线强行登陆。
4 月 17 日，野战军主力 8 个团，在琼崖纵队的有力
接应下，大举登陆。与接应部队共同歼灭海岸守敌后
胜利会合，接着向全琼各地纵深挺进。18 日，43 军
128 师在琼崖纵队第三总队的配合下攻占澄迈县福山
墟，直逼海口。15 兵团司令员邓华获悉薛岳调其战役
机动部队 5 个半师的兵力驰援澄迈的敌情后，决心组
织大规模的围歼战，于 19 日命令 40 军和 43 军迅速靠
拢，集中力量，并于 4 月 20 日上午与国民党军在澄迈
县的黄竹、美亭地区展开决战。
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全面崩溃。解
放军乘胜向东追击，4 月 23 日，琼崖纵队配合野战军，
兵分两路，于当日上午解放府城和海口。4 月 24 日，解
放军兵分东、中、西三路（东路由海口—文昌—清澜港；
中路由海口—嘉积—榆林港；西路由海口—那大—八
所港），快速追击国民党残军。4 月 30 日，榆林港和三
亚市得到解放。最后一仗于 5 月 1 日在八所地区全歼
了国民党军 286 师，
解放了海南全岛。
解放海南登陆战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它开创了我
军渡海作战胜利的先河，创造了用原始木帆船打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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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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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娘帮解放军舂米 。

白沙县人民欢迎渡海解放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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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齐心接应
天堑变通途

◀上接 C04 版
1949 年 12 月，琼崖纵队第三总队在定安县母瑞
山东北麓岭口墟周边发动了对国民党守军 765 团的一
系列伏击战，虽然付出了二团团长许会盛、二团政治部
主任周成三等 57 名指战员英勇牺牲的代价，却几乎全
歼国民党 765 团。这在琼崖纵队战史上首创歼敌近一
个团的战例，史称
“岭口之战”
。
岭口之战后，琼崖纵队作战能力大幅提升。三大
军事攻势的发动及其所取得的重大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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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改变了敌强我弱的总态势，起
到了推进和加速琼崖解放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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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
长约
80 公里，
平均宽度 29.5 公里，
横亘在对岸与海岛之
间，成为一道天堑。海南岛的成功解放，除了解放
军的英勇无畏，
还与海南岛上琼崖纵队与人民群众
的接应分不开，
军民齐心，
让天堑也变通途。

群众支前
为尽快解放海南岛，
第四野战军的第 40 军、第
43 军共 10 万兵力，在十五兵团的统一指挥下，于
1949 年 12 月 30 日先后进驻雷州半岛，
开始紧张地
作渡海作战的准备。当时的雷州半岛长期是贫瘠之
地，
经费和粮草都十分短缺。乘风破浪之时，
那道架
起的无形桥梁一头是人民，
一头是人民子弟兵。
在 1950 年 4 月 21 日的《长江日报》上有这样
一个故事：为了把粮食送到革命根据地的粮食供
应站，海南 57 岁的林长桂挑着五六十斤的稻谷跑
了 30 多里崎岖山路，混过了敌人的 3 次检查。
为了前线的胜利，海南人民组成了 6 万余人
的支前队伍，开赴沿海前线直接为渡海登陆部队
服务。他们通过肩挑、牛车拉、小船运，把粮食、肉
类、蔬菜、水果源源不断地送往渡海作战部队的登
陆点。越来越多的渔民将自家的渔船贡献出来当
解放军的“战舰”，渡海作战部队在哪里登陆，人民
群众就支援到哪里，成为解放大军夺取胜利坚强
的后盾。
在热火朝天的支前活动中，湛江人民也筑起
了支援前线的铜墙铁壁，特别是广大妇女发挥了
半边天作用。由于大量的船工、民兵、民工参加
了支前工作，繁重的生产担子便落在妇女们的身
上，除了担负繁重的家务外，她们还扛起犁耙搞
生产，并组织帮工队、支前后勤队，在支前工作中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少妇女把结婚时用的首
饰、金银戒指和耳环等珍贵纪念品，捐献出来以
表示支前的坚定心愿。

琼纵襄助

解放海南渡海作战，
解放军向敌人的前沿阵地发起冲锋。

1950 年春天，琼州海峡战云密布，一场大战
一触即发。此时冯白驹带领的队伍，已改编为人
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拥有十个团近两万人，为解放
大军顺利渡海、解放海南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950 年 3 月 5 日 19 时，第 40 军一个加强营的
799 名勇士从徐闻灯楼角出发，经过一夜的漂泊，
在预定登陆点强行抢滩，登陆成功，在琼崖纵队的
接应下，顺利进入五指山革命根据地。6 天后，第
43 军的 1007 名渡海先锋也在赤水港成功登陆，号
称“滴水不进，飞鸟不出”的伯陵防线，就这样被撕
开了缺口。
在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的领导下，解放军主
力共八个团，定于 4 月 16 日夜间在临高角一带海
岸登陆，面对国民党军的海陆空立体防线，需要琼
崖纵队的策应。琼纵五总队接到电报后，经过 4
个日夜的兼程行军，赶在了 15 日凌晨出现在儋州
王五、排浦一带沿海，并于当天下午与敌人展开激
战，连夜拿下了王五墟，使敌人形成错误判断，达
到了
“调虎离山”
的目的，掩护了主力部队的登陆。
与此同时，
琼崖纵队的其余力量也在执行着接
应任务，随后两天，在渡海部队和接应部队的沉重
打击下，
所谓固若金汤的
“伯陵防线”
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