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儋州建设美丽乡村开发红色旅游景点，吸引全
国众多游客，推动全域旅游建设。村民吃上“旅游
饭”，多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歃血结盟后，黎族、苗族同胞在党的领导下，
为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日，在位于儋
州和庆镇木排村的歃血结盟纪念园，纪念园相关

负责人正向前来参观、游学的游客讲歃血结盟的
故事。歃血结盟纪念园于今年2月开建，纪念园
整合了木排革命根据地区域的革命遗址，包含了
歃血结盟五人雕塑像、临儋联县委县政府纪念碑、
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纪念碑、第一次会面旧址纪念
碑、五角纪念亭、红军长廊、红军井等部分。其中，
纪念园内一座《歃血结盟 永跟党走》纪念雕塑，是

由我省著名雕塑家陈学博创作。他通过深入的历
史考证和调研，生动刻画了马白山等2位党代表
和3位黎族代表，手捧着鸡血酒宣誓结盟的庄严
场景。

石屋村则全面建设美丽乡村。2016 年，在
石屋村党支部的带领下，该村建设中国村官精
神馆，大力弘扬“信念坚定、艰苦创业、科学求

实、敢于担当、为民奉献，清正廉洁”的胡松精
神，打造基层党建示范村和基层党或干部教育
基地。据了解，中国村官精神馆建成了中国
村官精神馆综合馆、胡松纪念馆、吴仁宝纪念
馆，海南十大最美村官馆、中国村官精神艺术
馆、红色民宿、田园休闲小站、公社食堂等 8 个
区域。该村推动“互联网”电子商务进农村，不

断丰富和拓展红色教育与乡村休闲游等融合
发展。

如今，中国村官精神馆成为儋州市乃至海南省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基地，更成为省内外游客向往的
旅游景点，开馆3年多来，共接待参观学习的党员和
游客达10万人次。

（本报那大11月3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当时，胡松书记就说了一句话，要让小村变美，
让乡亲们变富。”近日，在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的胡松
纪念馆里，馆长李秋锦正在为前来学习的单位人员讲
解石屋村原党支部书记胡松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建设
美丽乡村的先进事迹。目前，除了胡松纪念馆，儋州
市还有南丰镇琼崖纵队总部旧址、和庆镇木排村结盟
园、白马井渡海先锋营登陆点、光村镇泊潮村黄金容
革命烈士纪念碑等多处重点红色遗址。这些重要的
遗址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前来参观，更成了党员
干部和群众接受红色教育的基地。

“儋州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红色文化。”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表示，省委赋予
儋州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重大职责使命，刘赐贵
书记多次要求，儋州要不断加快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发
展，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全市干部群众始终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真抓实干，以“一天当作三天
用”的干劲，全力加快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迈出建
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美好新儋州的坚实步伐。

据介绍，早在1923年，就已有儋州籍学生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4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儋州大地传
播。1926年光村镇泊潮村成立了儋州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第一个农民协会和第一支农民自卫军。1927年
发生的新州暴动，是琼崖革命史上武装夺取政权的最
早尝试。1945年，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总部进驻
儋州领导琼崖革命，红色基因、红色血脉传承至今。

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精
神以及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团结
奋斗，千年古郡儋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承红色
基因，坚守初心，牢记使命。”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
洪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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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郡传承红色基因，迈出建设美好新儋州坚实步伐

弘扬红色文化 推动乡村振兴

儋州的红色文化非常丰富，红色文化内涵催人
奋进。”儋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唐卓昌说，说
起儋州的红色文化故事，他能讲上一整天，“1926年
11月，黄金容等人在泊潮村关帝庙创建儋县第一个
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27年7
月，中共儋县县委在泊潮村黄金容家正式成立。随
后，县委又在泊潮村成立了光村乡苏维埃政府。而
黄金容于1940年4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享年38
岁。”儋州光村镇泊潮村是一个著名的革命老区，是
儋州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是儋州革命的“火种”村，也
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带入儋州的革命先驱黄金容

的故乡。如今，黄金容革命烈士纪念碑就矗立在泊
潮村里，他的“不怕牺牲，敢为人先”的精神一直广为
流传。

革命老区儋州和庆镇木排村曾为夺取琼崖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木排抗日根据
地是中共琼崖特委在琼西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也是琼西坚持到抗战胜利和海南解放的主要根据地，
是海南岛西北部的重要战略要地。1940年冬，经过
一年多的创建，琼崖特委开辟了以木排为核心的大南
区抗日根据地。1943年8月12日，王国兴组织和领导
了全国闻名的白沙起义，起义在取得初步胜利后受到

挫折。王国兴等决定去找共产党，终于找到冯白驹任
总队长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党的代表马白山、符英
华与黎族代表吉有理、王高定、王文聪在此山坡上按
照黎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举行歃血结盟的仪式。“这是
团结抗日的生动体现，能激发中华各民族团结奋进的
斗志。”唐卓昌说。

南丰镇琼崖纵队总部旧址位于儋州市南丰镇镇
南路，是一座颇具南洋风格的骑楼。1945年中共琼
崖特委与琼崖纵队总部曾在此办公，半年时间里，与
日军斗智和周璇，进行了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为
琼崖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伟大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全

面胜利作出了贡献，是琼崖红军“23年红旗不倒”的
重要见证。如今，在这座骑楼里，通过文字、图片展
示着琼崖红军的发展历程、当年的革命活动等内容，
以及部分实物，激励人们发奋图强。

白马井镇超头海滩，是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海
南岛的第一个登陆点。69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野战军40军118师352团加强营的799名战士，
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这里勇敢登陆，实施解放海
南岛的第一次武装偷渡。

那大镇石屋村，在该村原党支部书记胡松的带
领下，村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山河”的

精神，从1959年至1966年，相继开辟了117座山
头，开荒造田6500多亩，全村耕种面积扩展到1.6万
多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石屋村延续“23年红旗
不倒”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核，“老先进”焕
发新魅力，让红色精神历久弥新。经过多年发展，石
屋村先后荣获“中国特色村”“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
作先进村镇”等荣誉称号。

目前，光村镇、和庆镇、南丰镇、白马井镇、那大
镇是儋州的五大重点红色镇域。这些镇所含有的实
物遗址让人睹物思义，其中蕴含的红色精神，早已深
入儋州人民的血脉之中，催人奋进。

展望未来，把握当下。在这些革命老区，人们正以
新的精神面貌加快发展步伐，奋力拼搏，追求美好明天。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养殖水律蛇，现在越
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其中了。”儋州宝发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小宝说，该合作社成立于2013
年，是专门从事水律蛇养殖、孵化销售蛇苗、养殖技

术推广、疫情预防服务、商品蛇收购加工一体化的农
业产业，“从合作社成立之初开始，我们全力扶持贫
困户脱贫致富，给养殖户送技术，帮助其解决销路问
题。”目前，南丰镇有十几种特色产业，有养殖孔雀、
养殖水律蛇、果子狸以及种植蜜柚等，不少乡亲因特
色产业脱贫奔小康，南丰镇因此入选海南百个“特色

产业小镇”。
在白马井镇的滨海新区，一幢幢高楼拔地而

起。经过多年的建设，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
滨海新城正在崛起。2011年以来，通过整合各方面
发展资金，白马井地区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
度，着力完善路网、管网、电力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以全面提升白马井镇城市产业发展的活力、承载力
和竞争力。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不断深入，洋浦
大桥、南连接线、滨海大道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相继建
成，一座滨海风情小镇新城雏形已现。

提起泊潮村，其得天独厚的沿海风光和鲜美的
海味，是村民们发展产业的先天资源，“在海洋产业

方面，村里淘汰高污染的养虾项目，利用泊潮海滩涂
发展光村沙虫的养殖及贝类养殖，市场前景十分广
阔。”泊潮村驻村第一书记吴斌说。

“之前，我们靠海吃海，根本不懂什么养殖技
术。”村民林琼花说，为了发展生产、致富奔小康，现
在，村民也开始发展起了水产养殖。

红色文化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老区群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红色教育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儋州那大镇石屋村原名五岭
角，曾经是一个村破人穷的小山
沟，在石屋村原党支部书记胡松
的带领下，村民一把山刀一把锄
头，餐风露宿，开垦荒山，发展经
济。从1959年至1966年，相继开
辟了117座山头，开荒造田6500
多亩，全村耕种面积扩展到1.6万
多亩，大面积种上橡胶、水果等高
效经济作物，在石屋最辉煌的上
世纪七十年代，村大队集体存款
达到了100万元，存粮100万斤。

如今，“石屋精神”仍在延
续。“2016年1月，我们开始筹备
建设胡松纪念馆等，希望让更多
人了解胡松的先进事迹，学习胡
松精神，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展馆于当年4月就建成开放了。”
石屋村党支部书记范国文介绍，

石屋村党支部以党建为抓手，大
力弘扬胡松精神，先后建成中国
村官精神馆综合馆、胡松纪念
馆、吴仁宝纪念馆、海南十大最
美村官馆、中国村官精神艺术
馆、红色民宿、田园休闲小站、人
民公社食堂等，着力把石屋村打
造成基层党建示范村和基层党
员干部教育基地。目前，该地成
为儋州市乃至海南省党员干部
学习教育基地，更成为省内外游
客向往的旅游景点，开馆3年多
来，共接待参观学习的党和游客
达10万人次。

范国文说，石屋村除依托党
建挖掘旅游潜力外，未来将重点
发展特色绿色产业，提高农业科
技创新和转化能力，走生态休闲
农业新路，早日把石屋建成“经
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
民幸福”的美丽乡村。

（本报那大11月3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儋
州市白马井镇，宽敞的道路两旁，
一栋栋富有现代建筑气息的高楼
林立，独具一格的建筑风貌让人
耳目一新。在白马井镇的滨海新
区，一处处工地塔吊林立、人机欢
腾，来往的车辆穿梭其间，呈现出
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儋州市白马井镇超头海滩，
是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
第一个登陆点。渡海先锋营登陆
点烈士墓就位于白马井镇超头

村。69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野战军40军118师352团加强
营的799名战士，冒着敌人的枪
林弹雨在这里登陆，实施解放海
南岛的第一次武装偷渡。

“革命先烈的精神一直影响
着白马井镇群众，当前，我们努
力发展，加快建设步伐，建设更
加繁荣、美好的白马井。”白马井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随着洋浦大桥建成通车、西
部高铁开通运营、高楼拔地而
起，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
滨海新城正在崛起。

（本报那大11月3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在儋州市南丰镇革命老区，
村民们在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正
以一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踏步
前进，大力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以实际成效缅怀先烈。

“每亩种植70株香莲，每天
可采摘40多朵鲜花。”近日，在南
丰镇和疋村，村民陈志贤正在自
家稻田改造的水塘里采摘台湾
九品香水莲花，“干品、鲜花全部
销往上海、北京等地，每月收入
千元，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南丰镇位于松涛水库边，处
于海南核心生态保护区，在这里
集中居住的黎族苗族同胞，发展
多种特色产业，打造出另一种风
情的特色小镇。和疋村引进海
南九品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成功
试种九品香水莲。该村主要通
过“公司+农户”模式，促农增收
致富，10多户农民加入莲花种植
基地。目前，村民每天可采1000
多朵莲花，鲜花既可出售到上
海、北京等大城市，也可以烘干
加工制成香莲茶出售，每户收入
每年增加1万多元。

（本报那大11月3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
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日
前，在位于儋州和庆镇木排村的歃
血结盟纪念园，来自海口的王先
生，在单位组织下，面对马白山、符
英华等5位革命烈士的塑像，重温
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

和庆镇木排村为夺取琼崖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
大贡献。这里是琼西第一块抗日
根据地——木排抗日根据地遗址，
黎族苗族同胞与共产党员歃血为盟
从此翻身得解放的发生地，琼崖抗日
独立总队第四支队驻地旧址，临儋联
县县委县政府旧址。岁月无声，这些
红色遗迹默默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铭记这段

红色历史，儋州市建设“歃血结盟
纪念园”，纪念园整合了木排革命
根据地区域的革命遗址，包含了歃
血结盟5人塑像、临儋联县县委县
政府纪念碑、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纪
念碑、第一次会面旧址纪念碑、五
角纪念亭、红军长廊、红军井等部
分。纪念园内坐落着一坐《歃血结
盟 永跟党走》纪念雕塑，由我省著
名雕塑家陈学博创作。

“在纪念园的前期征地过程
中，村民非常配合，特别支持这项
工作，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能
让更多的人了解木排村的红色历
史，弘扬其蕴含的精神。”和庆镇水
利站站长周礼字说，“目前，纪念园
主体工程基本建成，还未全面开
放，但是，从今年‘七一’开始，就有
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或单位组织成
员前来缅怀革命先烈。”

（本报那大11月3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李珂

“这里的海鲜基本都是野生
的，特别新鲜、肥美。”近日，来自海
口的游客王女士说，在儋州市光村
镇泊潮村泊爱农家乐，她点了一份
生蚝煎蛋，“野生的小生蚝鲜嫩可
口，让人回味无穷。”

泊潮村村民林琼玲于2018年
办起这家农家乐，提供野生小生
蚝、沙虫、各种螺类等特色海鲜。

“目前，每月接待上百名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月收入有2万多元。”
林琼玲说，“由于离海岸近，我们坚
持现捕现做，保证食材的新鲜度。”
现在，该农家乐还拓展了赶海、探
寻红树林等户外体验式活动，还引
导游客参观泊潮村农会旧址等红
色遗址。

光村镇泊潮村是儋州农民运
动的发源地，是儋州革命的“火种
村”，也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带
入儋州的革命先驱黄金容的故
乡。1926年11月，黄金容等人在
光村乡泊潮村关帝庙创建儋县第
一个农民协会。农会成立后，提出

“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领导农
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现在，泊潮村还大力发展渔
村风情的乡村游及红色旅游，引导
游客游览红色景点，为游客提供住
宿、品尝海鲜服务。”泊潮村驻村第
一书记吴斌说。村里还有支由70
余人组成的调声队，村民以捕鱼为
生，因为喜爱调声，他们便动手搭
建了一座面朝大海的调声场。泊
潮村的村民靠海吃海，开起农家
乐，走上致富的道路。

（本报那大11月3日电）

构筑基层党建“精神高地”

宜居宜业宜游新城崛起

九品香水莲助力脱贫

让红色基因“活”起来

农家乐奏响渔村致富曲

石屋村

白马井

南丰镇

木排村

泊潮村

儋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唐卓昌讲述琼崖纵队革命故事。

儋州市那大镇石
屋村中国村官精
神馆。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11 月 1 日，在
儋州市那大镇石屋
村中国村官精神馆
前，一株木棉花开
得正艳。

儋州市和庆镇木排村
结盟园园内一景。

儋州市白马井渡海
先锋营登陆点。 儋州市和庆镇木排

村结盟园。

儋州市南丰镇中
共琼崖特委与琼
崖纵队总部旧址。

媒体编辑、记者们参观儋州市光村镇泊潮村黄金容革命烈士纪念碑。

儋州市南丰镇中共
琼崖特委与琼崖纵
队总部旧址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