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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第193期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第193期海南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8月10
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
分在三沙卫视，8月16日16时20
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脱贫攻坚路上，一群心系家乡
的年轻人从繁华都市回到家乡，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乡亲们脱贫
致富，助力家乡发展。乐东黎族自
治县佛罗镇白井村返乡创业的大
学生林日云，通过种植哈密瓜、成
立乐东白井绿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等方式，使白井村人均收入翻了三
番，本期夜校邀请他作为嘉宾，和
大家分享他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
故事。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收看本期节目。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80年前，海南岛美合地区隐藏着
一个“红色世界”，一批怀抱理想的革
命者在这里劈山开荒，建起合作社、医
院、军械厂，用山林间壮大的抗日武装
力量，点燃星星之火，照亮黎明前的黑
暗，也照亮了海南岛。

1940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琼
崖抗日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在冯白驹率
领下，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行军，来到澄
迈、临高、琼山（六区）交界的美合地
区，准备停歇几天再向西南山区前

进。计划不如变化，当大家进入美合
地区时，日军占领那大镇，附近地区又
被日伪军控制。经多方权衡，琼崖特
委决定就地建设美合革命根据地，伺
机向五指山推进。

“美合地区最大的优势是粮食丰
富，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组织基础和群
众基础较好。”澄迈县党史办原主任孙
中积说，重峦叠嶂的山林让侵华日军
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大炮坦克犯了难，
也让琼崖独立总队的战士们多了道天
然屏障。

在确定建立美合根据地后，中共

琼崖特委从东线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
组成若干工作队，深入美合村及其周
围地区发动群众清匪除霸，安定民
心。特委把美合作为一个特区，成立
美合特别区委员会，在美合内外各地
建立起 12 个党支部，发展 35 名党
员。此外，100多名青年村民主动报
名加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并成立了

“农救会”“青抗会”“妇救会”。
美合村西边的苦香岭，则成了当

时琼崖特委与党中央沟通的基地。
琼崖特委在此设置电台，实现了与远
在延安的党中央通过无线电直接联
络，使琼崖能够及时地听到中央指
示，保证了琼崖抗战沿着中央指引的
航向前进。

琼崖特委在根据地里开展一系列
发展生产行动，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
在山林里开荒种地，建立医院、报社、
学校、机械厂，整个根据地的大生产运
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随着抗战步入相持阶段，美合根
据地承担的责任也多了起来。1940
年7月，在根据地内，琼崖特委创办了
以延安“抗大”为楷模的琼崖抗日公
学，由冯白驹亲任校长，吸引了来自各
市县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教育工作
者以及部队一些优秀战士入学。在艰
苦条件下，抗日公学开办两期，课程设
置有政治、军事、文化等，培训了600
多名学生。

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琼崖

当局置抗日大局、民族大义于不顾，纠
集3000余人的兵力向美合村猖狂进
攻，企图消灭琼崖人民抗日武装，破坏
琼崖抗日统一战线——史称“美合事
变”，美合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毁。

美合根据地尽管只存在短短一年，
但其为中共琼崖力量向西线迁徙提供
了基础。时过境迁，美合革命根据地很
多原址都掩埋在丛林中。为追记历
史，孙中积曾带队探寻革命根据地原
址，寻访老革命战士，记录革命先辈当
年在美合根据地经历的峥嵘岁月。

1999年，澄迈县委、县政府在美
合村附近建起美合革命根据地纪念
碑，缅怀先辈们的斗争故事。

（本报金江8月9日电）

弘扬抗战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西迁，建立美合革命根据地

抗日星火照亮海南岛

走向我们的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村里通了公交车，送小孩上学
方便多了。”8月7日一早，在琼海市
大路镇美容村等公交的村民李志东
说，最近村里通了公交车，孩子去嘉
积镇上学方便了不少。

李志东说，过去村民出行主要依
赖摩托车，送孩子到嘉积镇上学有一
定的危险。现在开通了“微公交”，不
仅舒适便利，且安全性高。“更重要的
是，车票只要两块钱，便宜！”

李志东口中的“微公交”，是琼海

市今年7月开通的微型公交车，一辆
辆舒适度高的新能源汽车，穿梭于乡
镇镇墟和各个行政村之间，成为琼海
乡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会山镇溪仔村是琼海市最为偏
远的乡村之一，与琼中、屯昌两地交
界，山路弯曲。此次“微公交”的通车，
也为溪仔村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没想到我们村也通了公交车！”
村民马学昌说，前些年，溪仔村村民
靠种植橡胶过上了好日子。但近几
年，随着橡胶价格低迷，村里人大多
选择外出打工。但因交通不便，外出

打工之路也并不便利。
车通财通，“微公交”的开通打破

了溪仔村公共交通向外界的“壁垒”，
村民能够直接从镇上搭乘公交回家，
可谓是暖了村民的心。

不仅如此，村民自家种植的槟榔
等农产品向外运输也方便了许多。

“坐着公交车去卖东西，卖完再坐公
交车回来，钱挣到手，致富又多了一
条路。”马学昌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琼海首批
投入运营的24辆“微公交”均为新能
源汽车，惠及嘉积镇等10个镇。这

些“微公交”分别往返于77个建制村
和当地镇墟之间，实现所有建制村
100%通客车，四通八达的交通正成
为琼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琼海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微公交”的开通运营，在琼海形成
以市区为中心、乡镇为支撑、行政村为
节点，反射和循环互补的区域农村客
运网络，有效地解决了乡村百姓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真正让百姓感受
到交通发展带来生活的便捷和品质的
提升，成为村民通往小康路上的重要
工具。 （本报嘉积8月9日电）

琼海“微公交”解决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公交直接进村 百姓抬脚进城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通讯员 李思瑾

退休后，你想做什么？每个人的
答案不尽相同，但想必大部分人会选
择在花甲之年享受悠闲、富足的生活，
而不是过上卖房、负债、起早摸黑创业
的苦日子。

但海口市退休干部王其甫偏偏就
这么干了。

8月6日上午，在海口市琼山区
云龙镇云岭村卜典村民小组，王其
甫退休后创办的云龙食用菌生产研
发基地生机盎然，又有一批小姬菇
快要长成。“蘑菇长起来，一天一个
样！”工人眼里闲不下来的老王，正
穿着双旧凉鞋，在基地的各间厂房
里来回巡查。

2016年，从原海口市地税局退休
的老王总想着干点啥，“想继续为社会
做点贡献，多实现一些自我价值。”

经过多方考察，老王发现海口每

天的食用菌消耗量约为8吨到10吨，
大部分靠内地供应，本地的食用菌生
产企业规模较小，很难填补海口的市
场。思来想去，老王默默攥紧拳头：

“食用菌行业，值得一试！”
退休仅仅几个月，老王又忙了起

来，创办了一家食用菌种植企业。
入行之初，农业“门外汉”老王先

是循着同行的老路子，尝试传统种植
方法：在树林里建大棚、在大棚里搭木
架、在木架上放菌包，等着菌包发菌
丝、出菇。但选择种植的小姬菇不耐
高温，大棚无法控温，菌包只有半年能
长菇。一进入高温季节，老王天天只
有望“阳”兴叹。辛苦干了近两年的老
王，钱没赚到，反而搭进积蓄亏了近百
万元。

不破不立！2018年10月，老王
不顾家人反对，拿出拆迁款、卖掉家中
房、贷款200万元，筹建起云龙食用菌
生产研发基地，引进可智能调控温度、
湿度、光照、风量的设备，采用现代化
技术手段种植菌菇。

今年6月，基地正式投产，目前菌
菇日产量达500斤至 600斤。前阵

子，受台风“森拉克”影响，外地菌菇无
法进入海南市场，本地菌菇批发商纷
纷找老王要货。“王氏”小姬菇供不应
求，迅速打开了市场。

在基地冷库里海南日报记者看
到，工人们正在修剪刚摘下来的小姬
菇。他们是老王特意从周边村庄招来
的，工资按天结算。

剪菇的工人里，陈荣燕明显动作
更娴熟些。今年4月来到基地工作的
她，随着小姬菇产量越来越高，几乎没
有工作“空窗期”。“之前在附近打零
工，收入有一天没一天的。在这里几
乎天天有活干，收入稳定！”陈荣燕笑
着说。

“剩下的菇头注意收好。”老王细
心叮嘱着一名新来的工人。原来，剪
菇剩下的菇头蛋白质含量高，老王打
算免费送给附近的果农作绿肥。

巡完了自己的基地，老王又来
到位于云岭村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查看菌菇种植大棚建设进度，提出
规划建议。

2019年，云岭村和海口市龙华区
新坡镇仁南村的村干部找上门来，希

望与老王合作，共同发展菌菇产业，
老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不但按
成本价给对方提供菌包，还免费传
授菌菇种植技术。“基地建设过程

中，政府给予了很多支持，现在基地
发展有起色，当然也要回馈社会。”
老王这样说。

（本报海口8月9日讯）

退休老王要当“菌王” 海南野生动植物园与
高校开展合作
涉及科研、协同育人等方面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李
冬林）8月8日，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
护地学院与海南热带野生动物植物园在海口市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促进开展科研与教学实
习、协同育人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达成共识。

据了解，此次签约双方将在人才培养、动物科
普、动物保护、动物科研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海
南热带野生动物植物园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地学院学
生提供科研、实习机会，东北林业大学也将为海南
热带野生动物植物园积极输送高素质优秀人才，
开展员工培训，共同推动双方在人才培养、基地共
建、课题申报、科研攻关等方面的发展。

合作签约揭牌仪式上，与会嘉宾还为“东北林
业大学野生动植物科研教学协同育人中心”揭
牌。该中心将以动植物园为依托，以东北林业大
学的师资力量为支撑，培养理论结合实践的专业
人才，促进科研课题攻关，最终为海南乃至全国的
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驯养繁育、疫病防治等
提供服务。

琼海举办
爱心消费扶贫活动

本报嘉积8月9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吴育妹）8月9日上午，
琼海市龙江镇政府联合琼海市供销
社举办“抗疫情，品农味，促消费，保
增收”主题爱心消费扶贫大集市活
动，汇聚社会多方力量拉动消费，促
进贫困户增收脱贫致富，助力琼海
脱贫攻坚。

集市上，60多种特色扶贫农产
品在展位上整齐摆放，帮扶干部和
贫困户变身售货员，热情推销农产
品。不少帮扶干部、群众纷纷踊跃
自掏腰包，以实际行动助力消费扶
贫。龙江镇蒙养村脱贫户王兰花
说，她今天宰杀4只黑山羊足足有
120斤，活动开始不到一个小时就
被抢购一空，收入7200多元。

活动现场，琼海市中医院等4
家单位企业还在集市上为当地群众
免费提供义诊、就业招聘、通讯业务
咨询办理等多项贴心服务。截至当
天下午4时，龙江镇爱心大集市活
动销售收入共3.97万元，该镇9个
村46户脱贫户直接受益。

8月6日，王其甫在冷库里打包新摘的小姬菇。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摄

省慈善总会上半年支出
款物6200多万元
疫情防控项目获“中华慈善品牌项目”奖

本报讯（记者刘操 实习生林郅奕）海南日报
记者日前从省慈善总会获悉，今年上半年，省慈善
总会款物收入5638.5万元，同比增长31.7%；款物
支出6223.8万元，同比增长50.9%。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慈善总会时刻确
保捐赠与交付渠道的畅通，以“善款不留存，物资
零库存”的运行标准，加快工作节奏，实现计划目
标。据统计，疫情期间，省慈善总会支出款物总计
2344万元。近日，省慈善总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项目荣获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中华慈善品牌项
目”奖。

在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省慈善总
会确保常规性品牌救助项目良性运转，努力推进
慈善精准扶贫工作，在助医、助学、助困、助老和其
他公益项目等5个方面实施了25个项目。今年
上半年，助医系列项目共计支出1641.7万元，惠
及1423人次。

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省慈善
总会将全力推动专家志愿团活动落实，将组织医
疗专家志愿团开展义诊；组织文艺专家志愿团开
展文化扶贫下乡活动。

文昌查获8起涉嫌违法
捕捞行为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目前
正值伏季休渔期，为加强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切实
巩固违规渔具清理整治成果，日前，文昌市人民检
察院与文昌多家涉海单位以及琼海市综合执法
局，在文昌与琼海交界（冯家湾）海域联合开展海
上渔业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利用违规渔具（定
置网）违法捕捞的行为，共查获涉嫌利用违规渔具
进行违法捕捞的行为8起。

文昌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休渔以来，
仍有部分渔民违反休渔期相关规定私自出海进行
捕捞作业。为此，该检察院联合多家涉海单位集
中开展海上渔业执法工作，严厉打击利用违规渔
具（定置网）违法捕捞的行为。此次专项执法行动
共查获利用违规渔具（定置网）进行违法捕捞行为
8起，违规渔具（定置网）8张，违法捕捞嫌疑人3
人。目前，执法部门正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今年自休渔期以来，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已联
合海洋执法大队开展违规渔具清理整治行动6
次，共出动执法船（艇）8艘次、租用专业机械船12
艘次、执法人员66人次、专业船工71人次，发现
利用违规渔具违法捕捞行为30起，查获违规渔具
30张（定置网），违法捕捞嫌疑人3人。

日前，在屯昌县新兴镇新兴农庄，工人正在管护椰苗。
据了解，屯昌县金椰子旅游文化综合项目总体规划面积4000亩，预计总投资8.5亿元，计划种植新品种椰子“文椰

2号”“文椰3号”共计5万株，带动当地农户增收。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林小丹 图/文
金椰生金

“纪念苏东坡北归中原920周年
专题学术报告会”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李
世禹）8月9日，农历六月二十日。920年前的这
一天，苏东坡在海南写下最后一首诗《六月二十日
夜渡海》，随即登船北归中原。920年后的今天，
一场特别的专题学术报告会在海南大学举行，来
自海南省高校、专业研究组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
的专家学者，从苏东坡北归行迹与作品等史料中
赏析、研判，论证苏东坡文化功业对海南的影响。

东坡贬谪海南，是中原文化深度拓荒海南第
一站。东坡离琼北归，是东坡文化反哺中原新起
点。然而，东坡当年贬琼在何地登陆？告别海南
时在何地上船？近年来争议不止，多种观点各有
所据。

报告会上，以《苏东坡琼州往返遗踪考论——
兼及东坡文化的澄迈意义》为题的报告通过大量史
料引领与印证，回答了“东坡所说‘只从石排或澄迈
渡海’的‘石排’究竟在何地？”“东坡为何已决定澄
迈渡海，而又前往琼山逗留数日？”等一系列近年来
苏学研究领域存疑、质疑的问题。与会专家学者针
对这一报告展开热烈讨论，充分肯定了报告的基本
材料、主要观点、论证方法和主体结论。

据悉，这是我国首次举办苏东坡北归中原的
纪念活动。当天，来自海南省委党校、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以及历史、文学等专业学术团体、社科
组织的专家学者，省旅文厅、文联、社科联等单位
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