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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景水）9月28日
晚，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乌烈村的
村委会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十里八村的人们纷纷赶来，观看由海
南惠农慈善基金会主办的献礼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文化惠农巡演。当
晚，歌舞、琼剧、魔术、杂技等精彩节
目轮番上演，为村民们献上了一场丰
盛的文化大餐。

据介绍，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讴歌美好新时代，丰富农村居
民的文化生活，同时让广大农民朋友
感受到节日的喜庆氛围，海南惠农慈
善基金会精心准备了10场文化惠农
巡演，于国庆节前后在昌江、乐东、琼

中、五指山、保亭、琼海、陵水、白沙、
临高、东方等10个市县上演。

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乌烈村
是此次文化惠农巡演的第一站。当
晚7时许，晚会在气势磅礴的开场
舞蹈《龙鼓庆盛世》中拉开序幕。耳
熟能详的红歌联唱《映山红》《我的
中国心》，让大家回到燃情岁月。接
下来的琼剧选段《刁蛮公主》、全息
魔术《魔幻世界》、创意杂技《丝绸之
路》等十几个节目也精彩纷呈，让村
民们大呼过瘾，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发朋友圈。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晚会最后，《歌唱祖

国》引起全场大合唱，悠扬的歌声响
彻夜空。受现场气氛感染，不少观众
湿了眼眶。“正因为祖国繁荣昌盛，我
们才能有幸福安定的好日子。”乌烈
村村民说，近几年，在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大力帮扶下，乌烈村脱贫致富的
步伐不断加快，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扶贫不仅要扶物质，也要扶精
神、扶智力、扶文化。”昌江县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惠农慈善基金
会此次文化惠农巡演是文化扶贫的实
际行动，对于提振农村居民的精气神、
助力脱贫攻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据介绍，海南惠农慈善基金会于

2013年经海南省民政厅批准设立，
是一家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助力三农健康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建
设的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自成立
以来，该基金会共开展公益项目30
余项，涉及扶贫、支教、医疗、救灾、

“一带一路”建设等多个领域，公益性
捐赠累计超过1亿元。

“农字为本，慈心惠民。”海南惠
农慈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基金
会将继续坚持“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助力三农健康发展、促进地
方经济建设”的设立宗旨，切实履行
慈善组织的社会职责，勇于担当，助
力海南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振兴。

海南惠农慈善基金会10场下乡巡演启动

惠农迎国庆 文艺进乡村

海南政法系统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举行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金昌波）9月27
日晚，海南政法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特别节目在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举行。

特别节目分为“不忘初心”“使命担当”“无限
忠诚”三个篇章，包括综述短片、现场访谈、情景演
唱、小品、音乐快板、歌舞、朗诵等丰富多彩的形
式。其中，综述短片《海南政法向祖国报告》回顾
了海南政法系统法治建设的主要成果；综述短片
《扫黑除恶进行时》展示了海南把开展专项斗争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的坚定决心和切实行动。

特别节目还设置了三个致敬环节，其中《致前
辈》致敬前辈，《传家风》致敬家属，《铸金杯》致敬
英模，均以短片介绍和现场采访相结合的形式，致
敬海南政法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动人情怀。

《琼崖红色故事·海口卷》
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近日，中共海南省委党
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中共党
史学会联合海南出版社组织编写的《琼崖红色故
事·海口卷》由海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是

“琼崖红色故事”系列出版的第一卷。
《琼崖红色故事·海口卷》选取了15个海口

较有影响的红色故事，如《琼崖党旗从海口竹林
村升起》《刘秋菊智取潭牛敌炮楼》等，按照时间
顺序编排。

据介绍，“琼崖红色故事”主要由海南省各市
县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故事”组成，编写组从多处
革命斗争遗址遗迹以及诸多概况记载中深入挖
掘，从群众的口口相传中寻找写作依据，积极探索
新时代党史研究、存史、宣传、教育的新途径，通过
精选收录一系列琼崖革命故事，真实展现了琼崖
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勇往
直前的斗争品格，折射出了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在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
所进行的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琼崖红色故事”由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中共党史学会组
织各市县党史办按分册编写，包括海口卷、儋州
卷、琼海卷、定安卷、文昌卷、临高卷、陵水卷、万宁
卷、澄迈卷共9卷，以引导青少年知党性、跟党走、
颂党恩，增强红色文化的延续力为目的，按照权威
性、可读性、趣味性与新颖性的原则编写，教育意
义鲜明，通俗易懂，可读性强。

据介绍，其余8卷将于10月后陆续出版。海
南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书的出版，对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传播海南文化具
有重要意义。

海垦举行职工文艺汇演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李骁可）9月28日下午，海垦控股集团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祝
福祖国 筑梦农垦”职工文艺汇演在桂林洋国家热
带农业公园举行。

当天演出共分为“不忘初心”“筑梦农垦”和
“祝福祖国”三个篇章，包含歌舞、乐器演奏、魔术、
小品等多个节目形式，所有节目都由海垦职工自
编自导自演而成。舞蹈《胶林晨曲》生动形象地再
现了老一辈农垦人在琼开荒种植橡胶的场景，来
自海垦设计院等7家单位的102名职工联袂献上
歌舞《共圆中国梦》……整场演出展现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海垦取得的辉煌成就，反映农垦人奋勇
拼搏、艰苦奋斗的农垦精神和农垦文化。

此次活动由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主办，集团工
会、集团党委宣传部联合承办，来自垦区各级单位
共计20支队伍310名职工参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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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上午，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举
行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总结大
会，1850名新生接受军训检阅。一个又
一个方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喊着整齐
响亮的口号，以自信挺拔的姿态和昂扬的
斗志走过主席台，充分展示了海政学子军
训成果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据了解，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历来非
常重视大学生军训工作，始终把军训作
为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培养集体
意识和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手段。近年
来，学校一直紧紧围绕该院人才培养目
标，实施“小教官”制度，提倡快乐军训，
增强大学生国防意识，为实施警务化管
理、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打下坚实基础。

“小教官”大作用
九月的海南依旧是炎炎烈日。9月

3日至20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迎来了
新一季的军训季。每一天，喊“到”声整
齐洪亮，响彻校园；军训场上，海政学子
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铿锵有力；每一
句、每一步，都展示着海政学子青春的热
情和坚毅。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是我省唯一一所
专业设置涵盖公安、司法、法律类专业的
公办高等政法类职业学院。“自2010年
起，我院就开始挖掘特色、发挥优势，从
学生中培养‘小教官’，也就是军训助理
教官。”该院学生处副处长、学院人民武
装部部长傅清学介绍，这样一方面可以
减轻部队向高校提供军训教官的压力，
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发掘学生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的潜能，为向社会输送“政法铁
军”夯实基础。

每年4月份开始，该校就会启动为

期3个月的“小教官”选拔，在即将升为
大二的学生中，根据品德修养、学业成绩
和警务素质等各方面情况，优中选优组
建一支约80人的集训队伍。在暑期由
学院全体军事教官带领学生助理教官队
伍自我组训，并为各项考核通过的学生
颁发《助理教官执教资格证》。

公共安全技术系信息安全与管理专
业的大二学生董寒冰是“小教官”里为数
不多的女生之一。今年暑假期间，她和
同学们一起接受军事技能、战术技能、体
能训练等各项训练，通过考核。并在开
学军训时圆满完成了各项训练任务。

“通过‘小教官’角色的工作，磨炼了
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耐心，各项技能也
得到了很大提升，受益匪浅。”董寒冰说，
她会继续带着军训时的冲劲干劲，投入
更广阔的学习天地。

快乐军训寓教于乐

初进大学校门，有的学生或许是第
一次远离亲人，孤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城
市。在这里，他们会思念家乡和亲人。
军训是大学的开始，在军训中，他们学会
了坚强，变得更加独立。

为了给大一新生们提供更好的军训
服务，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和适应大学生
活，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秉承“无文体，不
海政”的育人理念，实施快乐军训，军训
期间利用休息时间让文体活动融入训练
场，寓教于乐，愉悦学生心情。

学院军事教官在开展严肃的军事技
能教育的同时，教唱校歌、革命歌曲，进行
拓展训练，组织开展篮球赛、拔河赛等体
育活动。辅导员老师们也会时时深入军
训场，随时关注新生动向，谈心谈话。学

院团委还组织文艺轻骑兵深入训练场，利
用休息时间与新生一起开展文艺活动。

“军训不仅仅是对我们身体的考验
和意志的磨炼，更是一场人生的蜕
变。”2019级应用法律系新生郑丽珊
说，师长的陪伴与关心支持，是她强有
力的支撑。

军训期间，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还安
排2019级新生国防教育、国家安全专题

讲座，进一步加强该院学生的党史、新中
国史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国防
意识，进一步增强了学生们的历史责任
感和使命感。同时，精心策划开展了校
史和“讲卫生·爱校园”专题报告会，进一
步增强新生爱国爱校爱家的归属感、荣
誉感和幸福感。

（策划/张晓敏 撰文/李金波 图片由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提供）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新生军训圆满结束

雏鹰初试翼 振翅新征程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军训总结大会现场。

祖国
在我心中

儋州开展“净化村庄
喜迎国庆”集中大整治

本报那大9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9月28日是休
息日，但儋州全市干部群众都没有休
息，全民行动，广泛开展农村环境大扫
除，以干净整洁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当天一早，结合脱贫攻坚定点帮
扶工作、村庄清洁行动秋冬战役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儋州市
领导以上率下，纷纷赶到联系点，深入
人居环境重点整治村庄，拿起扫帚与
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清扫村路两旁的树
叶垃圾、清理村水沟卫生死角……

儋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挥部
有关负责人说，全民行动集中大整治，
清理了重点整治村庄的环境卫生死角，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以更洁净、更美丽、更有品质的
城乡环境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随着国庆节
的临近，海口处
处洋溢着喜庆祥
和的气氛。图为
在海南省博物
馆，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主
题展台吸引市民
留影。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祝福祖国，壮丽航程七十载；豪情
满怀，奋斗海南新时代。

9 月 28 日晚 8 时，“祝福祖国”
海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文艺晚会在省歌舞剧院隆重
启幕。

这台精心创排的大型主题歌舞晚
会分为《红色记忆》《奋斗征程》《逐梦
远航》三个篇章，艺术化地再现了海南
在琼崖革命、解放海南、改革开放、建
省办经济特区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等时
期的发展变化，展现了海南儿女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雨兼程、砥砺前
行的铿锵步伐，表达了海南900多万
各族儿女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诚
挚祝福。

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不少观
众感叹，这不仅是一场制作精良的晚
会，更是一堂极具艺术美感的爱国主
义教育课堂、党史教育课堂，激发出
了大家誓要为家乡建设发展贡献力
量的万丈豪情。

丛丛苍翠椰林的掩映下，是琼崖
共产党人冲锋的身影。《椰林第一枪》
情景双人舞刚一亮相，就给“第七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省委直属
机关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勇留下了深
刻印象，“熟悉海南历史的人都知道，
这个节目讲述的是椰子寨战斗，它开

启了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
旗不倒’的伟大征程。”

“缅怀革命先烈，回顾红色历史，
是为了让我们的思想再次受到深刻洗
礼。”孙勇说，晚会的第一篇章也契合
了我省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他认为，艺术表演让主
题教育能带动更多人在各自领域建功
立业。

晚会用三张《海南日报》串起了三
个篇章，这一创意十足的设计给不少
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一张1950
年4月17日海南解放时的老报纸《新
海南报》登上大屏幕时，全国劳模、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省锅炉压力容器与
特种设备检验所安全部件检验员李志
军立刻来了精神。

“特别是《胶园春曲》这个节
目，一下就让我想到了曾在农场种
橡胶的父母。”身为农场职工子女，
李志军能深深体会到无数农场职
工为祖国橡胶事业发展所作的贡
献，“特别是看到当下我们的国家
繁荣昌盛，家乡越来越好，便能更
懂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意义所
在。”他感慨说。

晚会期间，看到一张1988年4月
的《海南日报》登上大屏幕，以及1988
年“宝岛一号”靠岸的场景，作为一名

“新海南人”，省税务局党务工作者袁
霄飞也很激动，“当我看到无数青年跨
海而来时，我就联想到自己。我也要
像他们一样，豪情万丈，为海南建设发
展贡献力量。”袁霄飞说。

当大屏幕上出现刊载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发表“4·13”
重要讲话报道的《海南日报》时，不少
观众激动地鼓起了掌。“无论是改革
开放时期的海南，还是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海
南，我们都要像节目中演绎的那样

‘乘风破浪’，赋予‘劳模精神’更多新
时代精神。”李志军说，不管时代怎么
变，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
位、建功立业。

“就像歌曲《最美的担当》所唱的
那样，不管环境多么艰难，都要坚定理
想信念，以强有力的紧迫感和敢为人
先的使命感，为建设美好新海南尽微
薄之力。”孙勇说。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

晚会上，三张《海南日报》翻开海南历史，回顾70年来海南巨变

天涯共欢歌 祝福我的国

海口市纪委监委
举办吟诵演唱晚会

本报讯（见习记者习霁鸿 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蔡佳栩）9月26日晚，
由海口市纪委监委举办的“壮丽70
年、奋进中国梦”吟诵演唱晚会在海口
市民游客中心举行。

晚会以“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
赞美海南”为主题，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由海口市纪检监察
干部自编、自导、自演，通过演绎具有
纪检监察工作特色的节目，歌颂对祖
国的美好祝福，讴歌纪检监察干部在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的先进事迹和良好精神风貌。

海口市纪委监委各党支部的同志
带来了《我爱你中国》《肩负使命再出
发》《党旗下的纪检监察干部》等精彩
节目。其中，由海口市纪委机关党委
拍摄制作的《扶贫路上 初心不改 使
命必达》短片，真实记录了海口市纪委
监委8名帮扶责任人如何在扶贫工作
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一版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