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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苏小婷

从白沙县城牙叉镇沿310省道往南
10公里，就是元门乡向民村，蕴含着“民
心所向”之深意。72年前，饱受国民党当
局压迫的白沙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
在这里打响了白沙起义第一枪。

静静流淌的元门河，蜿蜒穿行在这
片红色的土地上，最终汇入松涛水库。
这条山间清流，千百年来默默滋养着一
方百姓，也见证着这里的沧桑巨变。手
捧史册踏上这片土地，历史的浪花瞬间
在眼前闪现。

跨过清澈见底、满地卵石的元门河，
就进入了向民村。“曾经的穷乡僻壤，如
今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美丽乡村。”来到一
排新建的楼房前，元门乡文化站站长李
清感慨无比。

| 抗争 |
打响白沙起义第一枪

据1983年出版的《琼岛星火12：白沙
起义专辑》记载：1939年，日军侵琼，琼崖
国民党当局逃到五指山区，鱼肉黎民百
姓。为反压迫求解放，白沙起义的组织者
和领导者王国兴召开了白沙县一、二区首
领会议，商定1943年农历七月十七日举
行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1943年农历七月初，国民党白沙县长
曾祥训召集一区的乡、保长和各村头人开
会，强令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前交齐各种钱
粮，以及抽壮丁等。与会的乡、保、村长强烈
不满，会后集中到村民王亚福家里商定对
策：钱粮不交，壮丁不送，提前起义。

1943 年 8月 12 日（农历七月十二
日），白沙、元门、牙叉等乡四千多名起义
群众，在王亚福、符尤相等率领下，半夜
到预定地点埋伏。鸡鸣第二遍，起义军
持粉枪、弓箭、大刀、木棒，向驻扎在向民
村和印妹村的国民党白沙县政府发起进

攻，打响了白沙起义的第一枪。
战斗打响后，国民党白沙县政府人员

仓皇向南开乡南兰村逃跑，被起义群众截
击，打死2人，到南开村时，又被击毙3人，
敌人丢下5具尸体逃往二区的毛栈乡。

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符亚张老人，
见证了向民村近百年来发展的历史。在
那个热血沸腾的夜晚，当时已经26岁的
符亚张也端着粉枪随大部队参加了战
斗。老人回忆说：“那时候打仗都是光着
脚，没有饭吃，也没有衣服穿，现在老百
姓的生活太幸福了！”尽管已近百岁高
龄，符亚张老人身子骨依然硬朗，他还是
喜欢光着脚走路。

86岁的符细开老人在白沙起义那年
才14岁。她告诉记者，当地百姓为了支
援前线，她曾和村里的妇女趁着夜色行

动，步行数十里给细水的起义群众送水
送粮。“解放以后，我们翻身做了主人，分
到了田地，日子越过越好。”符细开说。

| 巨变 |
美丽乡村初长成

交通不便，耕地面积少，一直制约着向
民村经济的发展。2012年以前，全村240
多户仅3户村民盖起了平房，其余多为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土坯房，经过数十年
风雨，许多已成危房。但在白沙“美丽乡
村”计划的推动下，向民村这个曾经“一穷
二白”的革命老区村庄，已经改变了模样。

在向民三组、四组，“美丽乡村”已基
本成形，水泥铺就的村道宽阔平坦，干净
整洁，现代化的路灯矗立路旁与自然风

光互补，一栋栋红瓦白墙的新楼房分列
两旁，家家户户都有种满花木的私家小
花园。而在向民一组、二组以及向民老
村、向民新村等4个村组，一栋栋楼房已
见雏形，施工现场一片热火。

向民村党支部书记符建章介绍，为
改善向民村民的住房条件，白沙县政府
将向民村委会的6个自然村全部纳入“美
丽乡村”计划，从2012年开始逐步着手
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向民是全县唯一
一个全部自然村均纳入‘美丽乡村’计划
的村，足见政府对向民村的重视。”符建
章说。

2012年，向民三组、四组率先启动建
设，政府除出资承担挡土墙、排水沟、村
道硬化、净化、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
设外，还对每户村民补贴“美丽乡村”、危

房改造两项资金共3万多元。
得益于“美丽乡村”建设，向民三组

村民符明基家已经盖起了120平方米
的平房，新房贴着铮亮的地板砖，冰箱、
彩电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房前屋后
种上了玫瑰、石榴、黄皮等花木，将新房
装点得格外漂亮。“如果不是政府大力
帮扶，大家都鼓不起勇气盖新房。”符明
基说，他建这栋新房，政府补贴了3.5万
元，大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 展望 |
种下希望收获幸福

安居乐业，“居”和“业”缺一不可。符
建章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向民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发扬革命
老区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不断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调整产
业结构，山区农村经济有长足发展。2014
年，村民年人均纯收入6795元。

尽管有了可喜的变化，但老区群众
离致富还有距离。如何培育和发展新产
业，促进老区群众增收致富呢？元门乡
党委书记刘海强说：将进一步调优产业
结构，引导农民发展绿茶、生姜等高效农
业。

刘海强说，今年县政府计划将元门
河畔的什列轻田洋规划成绿茶产业推广
示范基地，按高标准种植绿茶400亩，发
展绿茶产业。此外，还计划将什龙田洋
现有的大棚蔬菜基地改造成生姜种植基
地，通过“政府+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
展生姜400亩。

“我们还计划利用向民村良好的生
态环境，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红色文
化，依托元门河和即将建设的绿茶推广
示范基地，发展观光旅游业，实现农业和
旅游业的融合，使老百姓在家门口也有
机会吃上‘旅游饭’。”刘海强说。

（本报牙叉5月12日电）

72年前白沙起义在这里打响，如今老区走上致富路

白沙向民村：红绿相映 美丽蝶变

当时驻扎在向民村的敌人有国民党白沙
县游击大队陈文才部一个中队六十余人，配
备七九、三八式步枪和大批手榴弹。但平时
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官兵，在起义军的进攻面
前乱作一团。国民党白沙县长曾祥训做梦也
没有想到黎族、苗族群众这么快就组织起来
造他的反，他惊慌不已，狼狈不堪。

起义军首领之一的符尤相在《回忆白沙
一区的抗暴反顽斗争》一文中回忆：后来一位
在县府里打杂的群众说，起义打响时，曾祥训
害怕得很，七月天本不冷，但他身子不停地颤
抖，牙齿磕得格格响。他急忙派心腹组成督
战队，到村外强迫士兵顶住攻势。贪生怕死
的国民党兵，猫着腰在战壕里开枪，打出的枪
和抛出的手榴弹都没有目标，有些手榴弹抛
到自己的阵地前爆炸，还以为是起义军的粉
枪、大炮。

由于双方距离太远，起义军的粉枪和弓
箭很难击中守在战壕里的国民党兵，国民党
士兵的乱枪乱弹也打不中起义军，战斗从天
亮一直持续到上午 10 点多仍无进展。这时，
什奋村首领王文光带领30多名起义群众奋不
顾身冲入向民村，打死敌人数名。

曾祥训见大批起义军步步逼近，唯恐被
擒，这才下令撤退，他边跑边组织兵力抵抗，
并在路边挂起草帽制造假象。由于起义军
没有经验，误认为敌人还在负隅顽抗，猛打
了几阵枪后不见还击，才知道曾祥训已经带
着他的人向南开乡逃跑了。

（徐一豪 陈志强 整理）

起义群众用血肉之躯
打开前进道路

故事革命

1943年8月12日，白沙起义如
一声惊雷，在白沙一区打响。4000
多名起义群众分头攻打驻扎在向民
村和印妹村的国民党白沙县政府，以
及驻扎在什空村（苗村）的国民党白
沙县中队。

向民村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 特约记者 陈志强 摄

在传统的观念里，乙肝传染性强，得
了乙肝后不容易治疗，往往会导致肝硬
化，并转化成肝癌。随着医学的进步，这
已经是应该被摒弃的错误观念，乙肝的
传染性不仅可以解决，还可以有效治疗，
只要防治正确，就不会因此而威胁患者
和他人的健康。而且近10多年来，我国
乙肝防治水平和防治能力不断提高，乙
肝感染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庄辉教
授曾说过，正是由于对乙肝认知的缺乏，
导致了一些患者极度乐观或极度悲观，
并且忽略了正确的初始治病策略，而部
分公众又对传染病患者盲目恐惧和歧
视。因此，乙肝知识的教育普及仍需大
力加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为读者答
疑。

接触乙肝病毒携带者都
会被感染吗？

病毒性肝炎分为五型，即甲型、乙
型、丙型、丁型及戊型。其中甲型、戊型
肝炎是经肠道传染、肝炎病毒随病人或
健康带毒者的粪便排出，当人们饮用或
食用肝炎病毒污染的饮水或食物后，即
可导致人体发病。目前的医学发现，通
常能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疾病是乙肝和

丙肝。
近十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乙肝

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加
大了乙肝的防治力度。2005年国务院
颁布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对全国所有新生儿免费进行乙肝
疫苗接种，现在6岁以下儿童乙肝感染
率已降至1%以下；2006年全国乙肝流
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我国1-59岁普
通人群的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从
9.75%降至 7.18%，我国从乙肝感染高
流行区转变为中度流行区，经过多年
努力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今后，随着
乙肝疫苗接种的普及推广，乙肝发病
率还将逐年下降。因此，目前全球通
过注射乙肝疫苗就可以有效防止乙肝
的传染和传播。所以，对乙肝不要盲
目恐慌，更不要歧视乙肝患者。

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有母婴
传播、血液传播和性接触传播三种，它
不经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对乙肝病

毒没有免疫力的人，如果皮肤或黏膜
接触到乙肝感染者的血液或其它体液
（如精液和阴道分泌物），就可能被感
染。但是，与乙肝患者同住宿舍、同一
餐厅用餐、共用厕所、同一办公室工
作、共用电脑等办公用品；握手、拥抱
一般不会传染乙肝病毒；咳嗽和打喷
嚏、飞沫也不会传染乙肝病毒。目前，
也没发现乙肝病毒能通过蚊子等吸血
昆虫传播。所以，和乙肝患者日常工
作、生活的接触是不会感染乙肝病毒
的。

乙肝可预防吗？

乙肝虽具有传染性，但它可有效预
防，而且乙肝疫苗已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婴儿在出生
后尽快接种乙肝疫苗（最好是在24小时
内），我国乙肝疫苗接种程序是在0、1、6
月龄各接种一剂。按时完成疫苗接种程

序后，95%的婴儿可以产生保护性抗体
水平。

成人接种乙肝疫苗也是3剂次：接种
第一剂4周后接种第二剂，接种第二剂5
个月后接种第三剂。如果你没接种过乙
肝疫苗，在接种乙肝疫苗前需要先到医
院进行血清学筛查，检查乙肝病毒阴性，
就可以去接种。乙肝疫苗接种是安全
的，接种乙肝疫苗后人体产生乙肝表面
抗体，即表明对乙肝病毒具有抵抗力，不
会患乙肝。

除此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
个人卫生；注意身体破损皮肤、伤口的防
护；不与他人共用剃刀、文身、修脚等，以
及不去一些不正规的医疗诊所拔牙；医
院等医疗机构把好输血、血液制品质量
关等，就可以有效拒绝乙肝的传染。

需要提醒母亲们注意的是，儿童
乙肝感染9成是母婴传播。如果孕妇
乙肝检测呈阳性，其新生儿除接种乙
肝疫苗外，还必须在出生后12小时内

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就可以有效预
防新生儿感染乙肝病毒。母乳喂养并
不会增加婴儿感染乙肝风险，所以，采
取上述规范预防措施后，不管孕妇
HBeAg阳性还是阴性，其新生儿都可
以母乳喂养，无需检测乳汁中有无乙
肝病毒DNA，只需身患乙肝的母亲不
要嘴对嘴地给孩子喂食即可。

如何有效治疗慢性乙肝？

当前慢性乙肝患者在专科医师指导
下系统抗病毒治疗可有效控制其病情，
阻断病情向肝硬化及肝癌发展，改善患
者长期生存质量。

世届卫生组织推荐口服替诺福韦
或恩替卡韦作为一线抗乙肝病毒治疗
药，因为它们具有高效抗乙肝病毒的作
用，而且很少导致耐药性，副作用少。
另外还有拉米夫定、阿德福韦、替比夫
定等药可以帮助对抗病毒和减缓病毒
对肝脏的损害，请到医院感染科或肝病
科咨询，并在专科医师指导下规范抗病
毒治疗。

乙肝患者应该到正规医院接受规范
治疗，不要相信一些所谓的“秘方”或“偏
方”。

（作者系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
任医师、教授，海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分会
主任委员）

新知·探索
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乙肝防治：还应加大科普力度

根据地震的形成原因，地震可以分为构造
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和诱发地震等，其中
前三种为自然地震，诱发地震属于人为性地
震。我国地震的研究进展快速，已处于和国际
接轨的阶段。

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毛伟
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40年地震波的基
础应用已经从一维升级到近两年的三维，这将大
大加快人类认识地球内部的步伐，通过三维弹性
波的研究，人类可以更加精准给地球“做CT”。

弹性波是地震波在弹性介质中传播的波，
而三维弹性波则需要更加复杂的数学计算和
尽可能多的监测数据，这也是最接近地震波实
际传播机制的数学模型。

不同的物质，波的传播速度不同，三维弹性
波更加真实接近波在地球内部的传播过程，因
此对于寻找石油、天然气、页岩气以及矿产都大
有裨益，可以提高找矿的精确度。此外，三维弹
性波还有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地震发生机制。

目前，三维弹性波的研究已经进入应用领
域，因为计算技术和地震台网的建设，中国已
经一改过去理论先进的局面，在三维弹性波的
应用上也与国际接轨，且已经处于边研究边应
用的阶段。

用三维弹性波给地球做“CT”
——我国地震研究进展加快

今年4月，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吴昕怡义务献血时被查出系乙肝病毒携带者，因被学校安排独住，

加上同学的不理解与对乙肝的恐惧，最后自杀。这一完全应该避免的悲剧令人扼腕叹息。

医学科学发展到今天，乙肝已是一种可防可治的传染病，并不可怕，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害怕乙肝，对乙肝病毒携

带者仍然有歧视心理呢？主要还是广大民众对乙肝防治知识缺乏了解和认识，乙肝防治知识科学普及程度不够。海南

地处热带，气候炎热高湿，有利于病菌孳生，乙肝在海南发病率较高，公众应重视乙肝的防治。本期“新知·探索”特邀我

省传染病学专家撰文，为读者普及乙肝防治的科学知识。

编者按：5月12日是“中国防灾减灾日”，今
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科学减灾，依法应
对”。中国是地震多发国家，7年前的汶川大地
震依然是我们心头不能承受之痛。那么，我国地
震预测研究进展如何？本期“新知·探索”摘选中
国科普博览一篇科普文章，一一为读者解答。

◀上接A01版
首批18家初创企业上月起陆续入驻办公
运营。

这里是海南生态软件园。自2009
年开工以来，软件园入驻企业400多家，
从业人员超过5000人，去年实现营业收
入115亿元，贡献了全省信息产业36%
的产值。

生态软件园是海南互联网产业集群
异军突起的缩影。

在琼北，海南生态软件园和海口美安
生态科技新城逐渐勃发；在琼南，三亚创
意产业园、陵水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蓄
势待发。四大产业园区互为犄角，成为海
南集中布局发展互联网产业的重镇。

互联网产业集群雏形初具，得益于
海南的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及政策优势
等。起个大早却赶个晚集的海南互联
网产业，近几年奋起直追，集中布局发

展的产业集群异军突起。
“继2011年和2012年海南信息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连续首超百亿及两百亿元
关口后，2013年全省规模以上信息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突破350亿元，比2009年
增长近3倍。”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说：

“特别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连续保持高
速增长，从2009年16亿元增长到2014
年的180亿元，增长约10倍，成为海南互
联网产业发展的最大亮点。”

海南互联网产业集群勃兴的背后，是
惠普、微软、腾讯、阿里巴巴、新浪、中兴通
讯、东软、用友等一批知名网企竞相落户。

“腾讯将整合公司开放平台最优势
资源，与海南省政府携手开展多领域的

深度合作，把海南岛建设成为智慧岛，建
设成互联网经济的国际旅游岛。”腾讯公
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表示。

“互联网+”打开产业
想象空间

今年1月20日，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京敲响上市之钟，成为我省首家

“新三板”挂牌的高科技企业。这家涉及
智慧科技解决方案、云计算与IT服务的
海南行业龙头，对“互联网+”模式尤为推
崇，其开发的免税易购平台于2014年6
月正式对外运营，上线不到半年交易额达
900万元，首年访问量（PV）近5000万。

80后河南小伙王海峰是海南酷秀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大学毕业后，他
自主创业在网上售卖电影票、景区票、演
出票等，仅用3年多的时间便实现年销售
收入超2亿元，预计今年将突破10亿元。

“因为有了‘互联网+’，公司的业务短
短几年就得以迅速拓展至四川、河南、深
圳、北京、山东、广西等地，加上我们最近
获得了香港一家公司数千万元的风投资
金，业务拓展将进一步提速。”王海峰说。

这是海南把“互联网+”融入建设生
态岛、长寿岛、智慧岛、众创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推动旅游、医疗、金融、农
产品等领域电商以及相配套的软件、游
戏、动漫、创意产业发展，不断创新新业
态、新产品、新市场，以形成我省新的经

济增长点的写照。
“‘互联网+’无所不在，要紧紧围

绕国际旅游岛建设目标，重点在三个
方面推进‘互联网+’建设。”韩勇认为，
一是以互联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
高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网
络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发展新态势；二
是以互联网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互联网+”新
生态；三是推动互联网与教育、医疗等
深度融合，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社
会管理和民生保障水平。重点在智慧
旅游、网上离岛免税购物、互联网竞猜
型体育彩票销售、农产品电子商务等领
域积极探索，实现“互联网+”的新突破。

“互联网+”的模式正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打开很多产业的想象空间。假以时
日，“智慧岛”将崛起于南海之滨。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

我省下调公积金
存贷款利率

◀上接A01版
同时，在以上市县购买二手房的职工，夫

妻双方均在我省缴交住房公积金6个月以上
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30万元调整
至50万元。

在其他市县购买商品房的职工，夫妻双
方均在我省缴交住房公积金6个月以上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30万元调整至
50万元；购买二手房按原标准执行。

此外，建造自住住房的职工，夫妻双方
均在我省缴交住房公积金6个月以上的，住
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10万元调整至30
万元。

■ 林锋

“互联网+”加速智慧岛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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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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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