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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也没觉
得过去的生活艰苦，能来海南执行国
家战略性任务是件很光荣的事情，非
常了不得。”现年90岁、曾就读于中山
大学的梁继兴笑着说。

1952年，梁继兴度过了在海南的
第一个春节。如今，在海南扎根多年
的他，与张义俊、高明环、葛其挣等一
共5名南下大学生，相约每年一起庆

祝生日。
梁继兴最初是以实习的名义参加

了华南垦区第一阶段的勘测工作，与
其他师生一同用半年的时间完成海
南、高雷（湛江）、广西垦区橡胶宜林地
勘测设计总面积825万亩。1952年
回到中山大学办理毕业手续时，学校
老师曾对梁继兴提出挽留。“在此之前
已率先答应回到海南继续投身橡胶事

业，便放弃了留在广州的机会。”梁继
兴回忆道。

在后来的工作中，梁继兴全程参
与了华南垦区橡胶宜林地勘测工作，
并与同样是把青春献给祖国橡胶科教
事业的海南文昌人张少若结为夫妻，
两人相伴一生。有缘的是，张义俊、高
明环、于纪元等科技工作者的另一半
也都是南下大学生。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60多
年过去，有的南下大学生已离开人
世，那些还健在的南下大学生也已步
入耄耋之年。时至今日，那段远离家
乡一路向南的日子似乎已被人们淡
忘，但在当事人心里依旧清晰。南下
大学生心中的自豪感以及对祖国的
热忱依然由内而外地涌现出来……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欧
英才）4月21日，海南橡胶历史文化
丛书见面暨创作分享会在海南省图
书馆报告厅举行。该丛书由海南农
垦资深新闻工作者、“垦三代”陈勇
采写创作，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暨“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
敬献的文化厚礼。

据悉，作者以报告文学的纪实
写作手法，真实记录建垦初期创业
者顽强拼搏的创业故事。该丛书由
《胶魂·海垦老兵》《胶园·海垦经典》

《漂洋过海来种胶》《苏联专家在海
南农垦（1951——1959）》《南下学
子在行动——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赴海垦参加橡胶事业建设纪事》一
套五卷本组成。

“建垦之初，海垦大地汇聚了来
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他们怀揣着一个
共同的梦想——为了新中国的天然
橡胶事业。”当天，洋溢着浓浓书香气
息的海南省图书馆报告厅内，陈勇以

“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为题，选取典型
历史图片，与上百名读者一同分享解

读海南橡胶历史文化的故事。
从2010年至今，陈勇以“不忘来

时路，弘扬创业情，助力发展心”为采
写宗旨，以“故事打动人、精神感染
人”为采写基调，坚持挖掘采访、记录
海南农垦创业人的创业故事。

“先辈们天做帐、地为席，披星戴
月、披荆斩棘，以血汗乃至生命铸就
了祖国橡胶事业的‘万里长城’，他们
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现场读者、
海口市民夏贞吉深有感触地说。

多位专家学者还分别从不同角

度、不同层面分享个人对海南农垦创
业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向
读者弘扬建“垦一代”高度奉献的爱
国主义精神。

“从1951年参加援助华南热带
资源垦殖勘测工作开始，我一步步
见证海南农垦橡胶事业的蓬勃发
展。”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教授、中
山大学1952年本科毕业生梁继兴
说，海南农垦65年的奋斗历程，实
现了我国橡胶产业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的发展局面，铸就了“艰苦奋
斗、团结奋进、求实开拓、积极奉
献”的农垦精神。这是一段值得深
刻铭记的苦难辉煌史。

“海南橡胶历史文化丛书的出版
是海南农垦向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敬献的一份精神厚礼，同时也将为
不断前进的海南农垦留下一份宝贵
的精神遗产。”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宣
传部部长、海垦博物馆馆长张爱莉表
示，通过大力传承弘扬海南农垦第一
代创业人的创业故事及创业精神，不
但能烛照新时代新海垦的精神家园，
还会为当前正如火如荼推进改革发
展的海南农垦加油助力。

此次活动由海垦控股集团党委
宣传部、海南出版社主办，海南省图
书馆承办。

上世纪50年代初一批大学生来海南投身橡胶事业

“南下尖兵”与胶结缘的奉献人生

海南橡胶历史文化丛书创作分享会在海口举行

记录建垦精神 激发奋斗动力
第七届海南无我茶会举办

推广展示海南茶
品牌及文化魅力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海报集团全
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陆和）4月
20日，在海垦广场二层，由海南省茶叶学
会、海南省茶业协会、海垦茶业集团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2019年第十一届全民饮茶
日（海南区）暨第七届海南无我茶会开
幕。本地30家知名茶企携自家茶叶及茶
具供广大市民免费品尝，宣传推广海南
茶品牌，展示海南茶的文化魅力。

本届全民饮茶日活动以“茶为国饮
品味生活”为主题。活动现场设茶品展
示、免费品茶、茶艺演绎、茶文化交流会、
茶文化茶知识科普、茶知识有奖问答及
炒茶等互动活动。

海垦茶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蔡
锦源表示，近年来，在海南各级政府的指
导及广大茶友的大力支持下，白沙绿茶、
白马骏红、椰仙、水满润红、五里路等一
批海南本土茶企和茶叶品牌崭露头角，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提升海南茶叶知
名度，也加快了海南茶产业的发展。如
今，茶友可在海南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茗茶，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据了解，全民饮茶日活动是一项具
有全国性、普及性、公益性的科普活
动。旨在普及茶知识，弘扬茶文化，倡
导全民饮茶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人
们生活品质，通过促进消费来带动茶
业发展。

搭建电商平台实行全员营销

海垦荣光力促芒果走俏
本报抱由4月22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王秋英）全体职工化身“微商”，在朋友圈为芒果打
广告，这是海垦荣光农场公司这一个多月以来的
常态。

海南日报记者4月22日从荣光农场公司获
悉，该公司旗下的线上水果电商平台——荣光农
享自2月运营以来，农场公司实行“全民营销”，深
受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青睐，截至目前已销售近2.7
万斤芒果。

“农场公司号召5个基地分公司的职工积极
参与，每个人有固定任务，还有一定的奖励。”荣光
农场公司规划部部长、海垦荣光农场公司旗下乐
东乐福热带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黄少文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农场公司鼓励员工化身推销员，利用社
交媒体等工具大力推介公司的电商平台，通过实
行“全员营销”，不断提升平台的知名度，进一步扩
大销量，带动职工增收，产业增效。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荣光农享还推出团购
优惠，比如台农小果88元/箱（8斤装）2人拼团价
只需49.99元、台农中果（8斤装）原价98元拼团
价只需68元。据悉，团购优惠截至“五一”前，想
要品尝荣光芒果的市民可不要错过了。

记者了解到，荣光农享线上水果电商平台由
荣光农场公司荣乐聚福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运营。线下方面，荣光农场公司与南金农场公
司旗下的海南农垦南绿果食品有限公司合作，积
极与采购商对接，拓宽芒果的销路。

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的荣光农场公司的芒果
种植区土地肥沃、光照充足、受台风天气影响小，产
出的芒果具有皮薄肉厚、鲜嫩多汁、甜度高等特点。

海垦开展家风家教主题
宣传月活动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欧英才）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垦控股集团工会获悉，以“弘扬家国
情，礼赞新时代”为主题的海南农垦2019年家风
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近日启动。活动将通过讲好
家风故事，书写家国情怀，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垦区家庭落地生根。

据了解，此次活动内容形式丰富，包括组织垦
区家庭观看《家风传万家》专题节目以及开展“给妈
妈写一封信”主题活动、“我家最美一瞬间”短视频
征集活动、“最美家庭”评选、“绿色家庭”活动等。

海垦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将着力宣传展示新中国
成立以来农垦人家庭生活的新变化和新时代家庭
的良好风貌，激发垦区家庭的家国情怀。

桂林洋农业公园
研学游火爆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邢增慧）桂林洋国家热
带农业公园（以下简称“桂林洋农业
公园”）日益受学生青睐。海南日报
记者从该园管理部门获悉，3月至今，
先后有来自文昌中学、海口景山学校
等47所学校约1.7万名中小学生在桂
林洋农业公园开展研学旅行。

桂林洋农业公园以热带农业高
新科技种植、农耕体验、田园乐趣为
基础，通过开发内容丰富又有趣的研
学课程，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在该园，学生们或参观温室无土栽
培，或走进共享菜园体验农耕生活，或
来到生态热带果园了解新奇水果……
不少师生与家长纷纷点赞：课程内容设
置丰富，有较强的趣味性与知识性。

“公园以求知、学习、探索、体验
为主旋律，倾力为学生打造丰富多彩
的研学旅行。”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
公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能义表示，研
学游已成为旅游市场新宠，下一步，
景区将深挖更丰富的资源，根据学校
制定的研学旅行方案与课程设计，开
发具有针对性的研学课程，共同推动
研学旅行的深入开展。

4月20日，2019海垦广场涂鸦艺术节在海
口举行，活动当天，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海垦广
场一同体验涂鸦乐趣。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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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组织学生到桂林洋农业公园参观玉米种植等项目，学习农作物知识。 通讯员 陈莹 摄

在海垦博物馆内，陈列
着高明环的大学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的中间印着一行
字：为人民服务。1952年，
24岁的高明环从南京大学
农学院林业专修科毕业。一
年后，高明环便一路向南，进
入华南垦殖局垦殖工作队
（一队），与“胶”结缘。

据《南下学子在行动》一
书记载，国家于1951年11月
和 1952年 3月先后两次组
织了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
汉大学等全国10多所高校
师生和科研院所专家近600
人，投身华南垦区橡胶宜林
地勘测工作。

他们有一个光荣的称
号，叫做“南下尖兵”。作为
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这群
南下大学生比中国人民解
放军林业工程第一师、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更早参与
到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的
建设中。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通讯员 王智

解放初期，我国的橡胶科技领
域几乎空白，且当时我国高等农业
院校在校大学生的数量，远远不足
以支撑发展橡胶事业所需的大批量
科技人才。

在中央决定要建设发展新中国
天然橡胶事业后，许多院校开设林
业专修科，计划用两年时间进行科
技人才的“速效培养”，以解决我国

发展橡胶事业的燃眉之急，打破国
外橡胶封锁；与此同时，1951 年 11
月，中共中央组建华南垦殖局，不久
后便下设海南、高雷（湛江）、广西三
个垦殖分局。

然而，当时正就读于林业专修科
的学子们并不知情。“1952年开学后
不久，农学院的同学接到学校通知，要
响应祖国号召去广东执行任务。”高明

环回忆称，不知道具体需要做些什么，
也不能告诉家人，但听闻这是祖国的
号召都非常兴奋，大家很快便准备好
行李乘火车出发了。

他们来到广东省，彼时兼任华
南垦殖局局长的叶剑英，在赴海南
垦区勘测工作誓师大会上作动员报
告，欢送参加橡胶宜林地勘测工作
的南下大学生，并谆谆教导他们如

何冲凉、防蚊虫等。
1953年，随着橡胶事业发展重心

南移，华南垦殖局组建3个工作队，其
中垦殖工作队（一队）的30名大学生
则要调往我国最适宜种橡胶的海南
岛。在踏上刚解放不久的海南之前，
一队全体学生合影留念。照片里的他
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心里满是为祖
国效力的热血和梦想。

在胶园开发建设的过程中，胶园
除茅草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
茅草喜阳光、繁殖能力极强，一旦侵
入便很难根除，成了橡胶的天敌。

“上世纪50年代的海南胶园一
直以人工除茅为主。”当年前来海南
的张义俊回忆，每年的除茅大会战
都要历经几十天，人们吃在山上，住

在山上，头顶烈日，挥舞锄头，不少
人的双手磨出了血泡。

曾就读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
学）的张义俊与高明环是南京老乡，
1953年到海南从事橡胶事业，在基层
摸索多年，与其他科研工作者一同研
究、试验草甘膦的推广应用，用喷洒
药剂代替人工除茅，扭转以往胶园除

茅的被动局面。
使用草甘膦之后，茅草的生长

得到有效遏制，不仅减少了胶园茅
草与胶树的水肥竞争，同时还减轻
了除茅的劳动强度和人工成本。

1975年-1980年，“草甘膦在橡
胶等热带作物园中的应用研究”课题
获农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85年，

“草甘膦在胶园灭茅推广应用”获国
家科委的科技进步三等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群南下
大学生经过多年的一线奋战，在勘
测规划、橡胶栽培、育种育苗、化学
除茅、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技术和科
技领域方面，为海南橡胶事业作出
较大贡献。

南下为我国橡胶事业拓荒

科研突破解决产业难题

家国情重 海南情深

海垦首家郑商所白糖期货
指定交割仓库投入使用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袁宇君 通讯员谷家福）近日，伴着白糖输
送流水线机械阵阵轰鸣，海垦首家郑州商品交易
所（简称“郑商所”）白糖期货指定交割仓库、海南
橡胶云南陆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郑商所白糖期货
指定交割仓库开始运营。该仓库与国内白糖加工
贸易行业领军企业展开合作，成功注册和预报仓
单总量达1.38万吨。这标志着海南橡胶在仓储物
流等增量业务方面实现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