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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邢
斌）日前，海南省地税局组织召开全省地税系统严
重违纪案件警示教育大会，针对4月28日省纪委
通报的海口市地税局纳税服务管理局原班子成员
王永茂等四人严重违纪事件进行通报和警示教
育。会议对违纪事件及处理结果进行了通报，当
事人及责任领导进行了深刻检讨，对事件处理和
后续整改工作进行了部署。

省地税局局长麦正华表示，在中央八项规定
出台之后，居然还出现这样的问题，教训极为深
刻。我们不但坚决依法处理违规人员，也对当时
负有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同志一并进行了问
责，明确了省局党组对违纪问题的不包庇、不姑
息和“零容忍”的鲜明态度。

对于后续整改工作，省地税部门将正视问
题，引以为戒，马上自查，立行立改，落实责任，
严肃问责，不让责任追究制度成为“纸老虎”和

“稻草人”。

省地税局召开严重违纪案件
警示教育大会，表示要严肃问责

不让责任追究制度
成为“纸老虎”和“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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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战友们的纪念
碑，我就安心了”

敬香、鞠躬、祭酒、献花、鸣炮、赠书。
郑老特意穿上多年未穿的军装，佩

戴勋章，携儿子、儿媳、孙子、重孙，与老战
士后代和乡亲们一起，伫立在英雄纪念
碑前，虔诚地完成祭奠英烈的每个环节。

需使用助听器的郑老一遍遍地慷
慨讲述记忆里的战斗细节、一圈圈地环
顾村庄四周、一趟趟地踱步在纪念广场
上、一次次地抚摸刻印在雕像和墓碑上
的红字……

“以前条件太艰苦了，四周都是荒
地、灌木丛，指挥所也是临时搭建的小
房子。”郑老回忆道。现在村子里种起
了大榕树，建起了水泥路、纪念广场、纪
念碑、雕像，修葺了指挥所……

从渡海先锋营纪念广场，到指挥
所，到文化室，再到烈士墓碑前，郑老来
来回回地走。

历经枪林弹雨幸存至今的郑老，与
烈士们阴阳相隔。看到昔日的战友长眠
于此，郑老的眼眶红了数次，眉宇间难掩
傲气的他强忍泪水，缓缓走到墓碑前，轻
轻念道：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公元二零零

四年，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人民政府。
“好，好，好啊，看到战友们的纪念

碑，我就安心了。”郑老看到政府建起了
墓碑，得知常有村民自发前来打扫墓
碑，他便明白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七名烈
士，连说了几个“好”字。

“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把仗打好”

1950年3月10日，奉命解放海南岛
的解放军第43军128师渡海先锋营在
文昌县赤水港一带成功登陆后，机动到
洽教村设立指挥部，在潭门、湖仔等地
与琼崖纵队独立团协同作战。

战火纷飞的年代，郑老永远记得解
放海南岛战役的胜利是用解放军战士
的鲜血、海南人民的支持、琼崖纵队的

配合换来的。
为了把渡海时被海水浸泡的饼干

烤干，郑老把向村民借来的瓷锅盖打碎
了，但老乡不愿收下郑老的钱，可他认
为这是铁的纪律，执意给了老乡一块钢
洋作为赔偿。解放军部队在前线打仗，
村民们就挑着菜和肉紧紧跟随，战士担
心老百姓安全，劝他们回去，老百姓却
说：解放军都不怕，我们怕什么！

海南人民的每一份支持鼓舞着战士
们：海南人民这么好，我们一定把仗打好。

3月14日，郑老趴在灌木丛里，瞄
准、射击！60迫击炮一炮击中敌军火力
点，二炮手配合往炮膛里装炮弹，郑老
连打三炮消灭了敌军火力点。先锋营
步兵冲锋，炮兵掩护，全歼敌军一个营，
击溃敌军两个营，敌军第37团团长当场
被击毙，俘敌副营长以下90余人，缴获

轻、重机枪各5挺，其他武器装备一批。
郑老回忆，战斗结束，副教导员王佩

琚牺牲，但当时部队谨记上级命令：不能
打硬仗、要保存实力，接应大部队。为防
止敌军突袭，简单安葬烈士后，部队迅速
撤离洽教村，三天后才又回来。

“由于战乱，我并不知道其他6名战
友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的，也不知
道他们的名字。”郑老很是遗憾。

一次故地重访了却众
人心愿

海南解放已65周年，这次重访旧
地，郑老盼了65年，百转千回，终于寻到
了这块红色遗址。

“郑老是渡海先锋营第一位重回洽
教村的老战士。”渡海先锋营后代马海

南说。已经60多岁的马海南退休后致
力于研究解放海南史料，几经他的寻访
和协调，此次祭奠顺利完成，了却了不
少人的心愿。

这次祭奠也带给刘国庆很大的触
动，他的父亲刘长久曾在渡海先锋营中
担任机炮连副连长，与郑福关系甚好，
遗憾的是，刘长久已于去年离世。

刘国庆常听父亲提起王佩琚和郑
福，王佩琚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他牺
牲时，刘长久悲痛欲绝。“今天我代父亲
来洽教村祭奠烈士，也算是完成了他老
人家的遗愿。”

郑宇是郑福的孙子，他看到爷爷和
几位老战士后代来到当年打仗的地方，
想到爷爷在战火硝烟中幸存至今，几次
落泪：“常听爷爷讲起这场战斗，他想来
却一直没机会，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一见到郑老，就想到当年的战争，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老战士，除了感谢
就是感动。”冯所恒、冯尔昌、冯学仁、黄
阿婆等不少老人都已八十多岁，65年
前，他们亲历了战斗，今天又等到了当
年拼死保卫他们的战士。

老战士再回首、老人们再相遇，他
们对岁月和战争的记忆仿佛在此刻定
格。 （本报海口5月4日讯）

渡海先锋营老战士及后代到海口洽教村祭奠烈士

用65年时间，等这一次故地重访

回首历史：
勤劳人民英勇忠贞

4月30日上午10时，记者走进塔昌
村看到，挂满果实的菠萝蜜树环绕着红
墙别墅，硬化的水泥路面将村庄分割得规
规整整，路边有节能路灯，路的尽头有设
施齐全的健身娱乐设施和文化休闲广场，
只是几乎看不到人。

“每天这个时间，农民都外出打工或
到地里干活了！勤劳是塔昌人的特点。”
说话的是树德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占道全。

史料记载，上世纪20年代初，塔昌村
共有约30户150多人。可是历经抗日战
争，塔昌村民的生产生活遭到极大破坏，
大量村民或流离失所，或被杀害，抗日战
争结束后，全村只有9人幸存。

今年81岁的陈明民是当年的幸存
者，也是目前唯一在世的。在一棵蓬盖
如茵的大榕树下，记者采访了这位老人：
当年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为躲避
日军的搜山，他跟着村民四处逃命，可是
不幸被日军开枪打中左臂，骨头被打断，
只剩下皮肉相连，剧痛让他晕倒在地，所
幸由于年龄太小，并没有引起日军的注
意，后来苏醒的他几经辗转重新回到村
里，可是父母都已经让日本人杀害了，村
里房屋倒塌、狼藉满地。

然而，回首那段残酷而艰辛的革命
岁月，让塔昌人感到自豪的是：无论境遇
如何，塔昌村始终没有一人投敌或叛变，
更没有人当汉奸。

今年55岁的王绥山是地道的塔昌
村人，他专程花费两年多时间搜集整理
塔昌村的相关史料，并写成文章《红色塔
昌》。王绥山说，塔昌村共有4处革命旧
址，分别为中共琼定县委成立旧址、中共
琼文印刷局旧址、琼崖华侨回乡抗日服
务总团旧址、中共琼崖特委第四届第九
次执委扩大会议旧址，革命战争年代，冯
白驹、李明、王白伦等琼崖革命领导人，
在塔昌村民的掩护下，曾多次在此办公
和秘密聚会。

奋发崛起：
美丽乡村雏形初现

虽九死不悔红心不变，但千疮百孔
的村庄也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据陈明民回忆，当年幸存回到村里的九
个人中，有三个是残疾人，三个是孩子，
大家没吃没穿没住，就自己动手搭建遮
风挡雨的窝棚，渴了就喝椰子水，饿了就
摘树上的芒果、木瓜等充饥，这样的“原
始人”般日子差不多熬了一年。

海南岛解放后，1951年，冯白驹亲
自写信推荐中央老区慰问团到塔昌村慰
问，慰问团成员在塔昌村和老党员、群众亲
切交谈，并盛赞塔昌不愧为“红色村庄”。
同年9月，村民傅楫经作为代表赴京参加
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
席指示地方政府为老区办了一所学校
（现改名为东昌农场小学），同时还表示，
党和政府将继续扶持塔昌老区的建设。

拂去岁月的尘埃，来自党中央的关
怀令老区群众格外振奋，大家齐心协力，

决心重建美好家园。
1964年，陈明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

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由于积
极参加农业生产表现突出，他当选为树德
大队（现在的树德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并
且一干就是15年，直到1993年退休。

“在我当选书记后没多久，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就召开了，之后农村的变化
可谓翻天覆地。”陈明民说，他按照上级
指示，首先带领农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部分有头脑又勤快的人率先发家致富。

2007年，塔昌村民积极响应省政府
的号召，开始自发创建文明生态村，成为
海口市最早一批创建文明生态村的村庄
之一。村民每人每年缴纳8元至村民小
组作为集体建设资金，并自觉投工投劳，

拆除破旧房屋、牛栏猪圈，清除村里的垃
圾，美化村容环境，硬化环村路面等，美
丽乡村的雏形初现。

争当范例：
建城乡统筹示范村

“老区的建设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
持，如今的塔昌美如世外桃源。”亲历了
塔昌村发展的各个时期，陈明民老人不
禁感慨。

大坡镇镇委书记杜梅英介绍，
2009年，政府对创建文明生态村的支
持，让塔昌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庄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2013年，塔
昌村又被省扶贫办列为海南老区第一
个美丽乡村项目，随后，又被确定为省
级城乡统筹示范村，并被作为海口市、
琼山区的重点项目推进。截至目前，塔
昌全村累计投入近千万元，除完成了
24栋别墅的修建，还规划建设了红色
文化公园、农家乐生态长廊、休闲农业
观光园等产业片区。

如今的塔昌早已不见当年凋敝的景
象，一栋栋规划有序的红墙别墅拔地而
起，150多亩胡椒林、300多亩橡胶林将
村庄围绕，村内还零散种植着槟榔、酸
桔、柠檬、红心蜜柚等，全村又恢复至30
户约135人，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0元，
在海口市农村地区处于领先水平。

“塔昌村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生态
环境优越，适合走一条以经济发展为基
础、有特色产业主要是旅游业与现代化
农业为支撑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对此，
琼山区区长田丽霞表示，琼山区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革命老区的建设，今后的塔
昌还将采取政府引导、依靠群众、鼓励
社会参与的模式，遵循规划先行、高起
点、高标准的原则，深入挖掘革命历史
题材，争取早日打造成集“红色文化、休
闲养生、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城乡统筹
示范村。 （本报海口5月4日讯）

历经战火考验的“红色村庄”，如今建成了生态良好、产业发展的文明生态村

塔昌村“红”与“绿”的交响

本报那大5月 4日电 （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黄洋 陆胜）为迎接传统节日
端午节，儋州正紧锣密鼓筹备粽子文化
推广季活动。

儋州粽子历史源远流长。北宋大
文豪苏东坡谪居儋耳时，创制的“东坡
粽”品种丰富，包括豆子粽、干鱼粽、虾
仁粽、鸭蛋粽等。

近年来，为了让传承千年的儋州粽

子落落大方地走出去，该市不但从生产
原料、生产标准等方面着力推进，而且
相继举办粽子文化节，不断打响品牌。
儋州市长张耕提出，要争取国家质检总
局通过儋州粽子地理标志认证审查，在
海口、三亚、儋州等地开展推介和产销
对接活动，利用网络推销。

儋州市商务局局长吴三敏告诉记
者，今年5月18日至6月20日，将开展

以“品味儋州香粽，感受东坡文化”为主
题的粽子文化推广季活动。推广路径
为“政府主导+协会主推+产业主唱+企
业主体+产品主打+媒体推介”。其中，
在“协会主推”方面，由儋州市餐饮协
会、市粽子行业协会等组织发动，激活
儋州美食、旅游资源；在“企业主体”方
面，将组建“儋州美食品牌联盟”，促进
美食产业自身规范化、标准化；在“产品

主打”方面，培育多个对接海口、三亚市
场的营销伙伴，打造海南首家美食“线
上销售+线下体验”的新营销模式。

据儋州市政府汇总资料显示，儋州
粽子产业规模与年俱增：2013年，儋州
粽子产量超过600万个，实现产值6000
多万元。2014年，由于推出“品香粽、摘
黄皮、游儋州”活动，端午节期间共卖出
儋州粽子 750多万个、销售收入超过

9000万元，并接待游客2.1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1449万元。

在2015年儋州粽子文化推广季来
临之前，该市30多家具备常年生产能力
的粽子厂家正在加紧准备。儋州市粽
子行业协会理事长田传明说，在保持既
有品种和规模的基础上，该市今年还推
出“水晶粽子”等新品种，相信品牌知名
度和市场销量会更上一层楼。

儋州紧锣密鼓筹备粽子文化推广季活动

品味儋州香粽 品读东坡诗意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一笑

从海口府城出发，沿着海榆东线一路向南，行驶约50公里路程，成片碧绿的胡椒林跃入视野，如
画的田园提醒我们，这就是率先全省实现文明生态村100%覆盖的大坡镇了。

过了大坡镇墟再往白石溪的方向行驶约7公里，我们到达了树德村委会下辖的塔昌村，石刻的村
牌立于村口醒目的位置，周围古树成林，红色崭新的农家别墅掩映于苍翠的林木间，犹如世外桃源。

“塔昌地处偏远，但曾经三面环山，植被茂密，非常适合革命党人秘密聚会和藏身，所以在琼崖革命
23年红旗不倒的岁月里，这里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洗礼和重重考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革
命的一个缩影，是曾获中央老区慰问团盛赞的‘红色村庄’。”大坡镇镇委书记杜梅英自豪地介绍道。

| 王会生 |
掩护冯白驹宁死不屈

王会生是塔昌村早期党员，曾任树德乡农民赤卫
队总指挥，为掩护冯白驹挺身而出，最后英勇牺牲。

当年，在母瑞山坚持艰苦卓绝斗争的冯白驹、
符明经、王业熹等同志为摆脱越来越险恶的困境，
突围敌人封锁线成功下山，与琼文县委胜利会合，
并在琼文县委的安排下潜回塔昌村一带开展活
动。一次，冯白驹在塔昌村的行踪被敌人察觉，几
十个国民党兵冲进村里搜捕。就在敌人逼近千钧
一发之际，王会生急中生智，佯装冯白驹往树林深
处跑去，敌人见状，误以为就是冯白驹，于是一窝
蜂地围追过去，冯白驹临危脱险，但王会生不幸被
捕，遭受了敌人各种严刑拷打与折磨，双手双脚被
砍断，但他坚强不屈，就是不吐露共产党人的半点
踪迹，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 傅楫海 |
全家为革命献身

在英勇就义的烈士中，据说傅楫海是当时家
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可称得上当时的富裕人家，
但为支持革命，他慷慨无私。

在冯白驹同志带领琼崖特委同志回到塔昌村
时，傅楫海主动把冯白驹等同志带到自己家中住
宿。当时琼崖特委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他便主动
拿出资金，全力支持琼崖特委开展革命活动，短短
几年里，他先后把胞兄遗留下的两间店铺卖掉，款
项全部用于支持革命事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
反动乡团怀疑傅楫海通共，将他暗害。随后，他一
家6口人全部为革命献身。 （李佳飞 整理）

说不尽的红色故事

在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岁月里，
小小塔昌村先后有50多名共产党员、90
多名群众为琼崖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
血红的土地上，有说不完的红色故事——

5月1日上午9点多，海口美兰区大致坡镇洽教村渡海先锋营广场旁，三五老者坐在树下石凳上，殷切等
待一位故人。“来了，来了，老战士到了！”话音未落，一位白发苍苍、身着军装的老者下车，他稍稍愣神了数秒
后，便紧紧握住迎面而来的乡亲们的手。老人叫郑福，解放海南岛时，他是第43军128师383团加强营机炮
连战士，当年他24岁，曾连打三炮击退湖仔村敌军，人称“神炮手”。

2015年5月1日是解放海南岛65周年，今年老人89岁高龄。时隔65年，因种种原因，郑老是第一次回到
洽教村祭奠战友，此次与郑老祖孙四代同行的还有先锋营战士刘长久后代刘国庆，以及43军128师一位警卫
员的后代马海南。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美丽富裕的塔昌村。 特约记者 黄一笑 摄

“老革命”陈明民。 特约记者 黄一笑 摄

开栏的话：
海南解放65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年为琼崖革命事
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老区，其巨变是海
南经济社会巨变的一个最集中的缩影、最
具有意义的样本。海南日报今起推出“纪
念海南解放65周年特别策划——回望老
区的炊烟”，从老区之变看海南之变。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林嫩青）今天是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
是法院立案登记制实行的第一个工作日。记者了
解到，海南法院立案工作整体平稳有序，全省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当天共接待339人次，其中当场登
记立案196件，接收立案材料待处理的142件，不
予登记立案1件。

据介绍，自5月1日起，人民法院全面实行立
案登记制，当事人来到法院立案与之前有所不
同。法院通过健全相关的配套机制，使立案工作
更加公开、透明，人民群众来法院立案更方便、更
高效，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诉讼服务。

记者了解到，根据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人
民法院登记立案的范围是，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
起的民事、行政起诉和刑事自诉，初次提出的强制
执行和国家赔偿申请。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登记立案若
干问题的规定》，分别从制度上和法律上对登记立
案工作提出了要求。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
诉，将当场予以登记立案。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起诉、自诉，将予以释明。对于材料不符合形式
要件的，应当及时释明，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应
当补正的材料和期限。

实行立案登记制第一个工作日

全省法院
当场登记立案196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