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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南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
同胞逐步过上好日子

民族团结共发展 携手迈步新时代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苦工、出钱、出粮、做奴隶是‘够资格’的，但参与讨
论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但分给我们天地，同时也分给我们参与
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1949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海南黎族领袖王
国兴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发言台前，一字一顿，思绪万千。

从历代封建王朝到国民党反动派，过去千百年来黎族苗族同胞始终深受盘剥压
迫，而就在王国兴抵京赴会的半年多前，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正式成立，意味着曾经
“命如草芥”的他们终于翻身得以自己当家作主。

海南少数民族同胞命运的转折，始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一切权利，才会得到保障；

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王国兴在发言中说。而正如他说的，跟着共产党走的海
南少数民族同胞，后来的确走向了一个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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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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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时间：2021年3月30日
地点：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
公楼旧址
微党课主讲人：

五指山市史志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能

告别刀耕火种，走出原始山林，守
望传统文化，拥抱现代文明……自 20
世纪 50 年代海南建立民族区域自治
政权以来，共产党领导广大黎族苗族
同胞开展社会变革，进行民主改革和
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了社会历史
性大跨越。

海南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
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
化，而这一切幸福的根源，正是源于共
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民族观观
察和处理民族问题，始终高举民族平等
的旗帜。

早在 1947 年，琼崖区党委着手创
建白、保、乐中心根据地后，便实行“尊
重少数民族，尊重民众风俗习惯”的政
策；1949年成立的“琼崖少数民族自治
区行政委员会”也大力宣传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政策，保障黎族、苗族人民的
自治权利；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州）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关于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
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
规定，先后制定一系列条例和规定，依
法保障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

从民族解放、民主改革再到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回望过往，我们党
制定和完善一系列民族政策，无不验证
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许下的承诺：
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而历史和实践也昭示着我们，只有
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才能
以不断增强的民族团结进步伟力助推
中国梦的实现。

眼下，海南民族地区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
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新发展思想，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把民族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
聚起来，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为谱写海
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再立新功。

（整理/本报记者 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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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本科生

李文旭

漫步在五指山市区，我听到了摊贩
的叫卖声、看到了市民忙碌的身影、感受
到了河边的清风徐徐、体会到了充满烟
火气息的市井文化。山歌飘扬，酒香十
里，我知道，咱们少数民族同胞逐步过上
了好日子。

贫困，曾是扣在少数民族地区头上
的一顶沉重帽子。然而，短短几年里，我
省少数民族地区华丽转身摘掉“贫困
帽”。拔地而起的高楼、干净整洁的街
道、碧波荡漾的南圣河以及传来琅琅读
书声的校园，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翡翠
山城的新发展、新面貌。

在党的领导下，咱们少数民族的
日子好起来了、富起来了。我们大学
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更要坚定不
移维护民族之间的团结、平等，学习和
坚持党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
论、基本政策、基本法律、基本制度以
及体制机制，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面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为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们要努力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坚守政治信仰，拥护民
族政策；坚决与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
的分子做斗争；尊重其他民族的生活习
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通过支教下乡
等途径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和经济
的发展，通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来普及
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各民族之间
的文化交流。

扫二维码，看海南少数民族
地区发展相关视频报道。

编导/出镜 邱肖帅
拍摄/剪辑 韦茂金

从乐东抱由到保亭通什，从茅草屋到仿苏联式建筑——

寻访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府

百年文史荟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穿过人声鼎沸的五指山市三月三广
场，一座仿苏联建筑模式的大楼孑然矗立
于奥雅路中段。靠近，楼前一块石碑标明
了其身份：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办公楼旧址。

“老州府建于1954年，为砖木混凝土结
构，坐西向东，呈凹字形的整体布局。”五指
山市史志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能介绍，如今看
来依旧气派的这座办公楼，对于当年只懂得
以茅草为顶、树枝为墙的黎族苗族同胞，更
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

事实上，自治州的州府最初设立在乐东
县抱由，政府办公场所也均为茅草房。

“我们到中央和省里开会，上级都招待
我们住高级宾馆，但是中央和省里首长来我
们这里却住茅屋，我心不安。”在时任自治区
主席（自治州州长）王国兴的建议下，州府随
即于1953年7月8日迁驻保亭县通什镇，即
今天的五指山市城区。

为了改善办公条件，王国兴特地从海口
请来工程师，设计了包括州府办公大楼、大
礼堂、医院和招待所在内的一系列建筑群，
州府及各职能部门、有关单位工作人员随后
纷纷入驻办公，一时间五指山好一派热闹繁
华景象。

到1987年12月自治州撤销，有关单位
相继迁到海口办公，山城归于沉寂。这些建
筑群则保留下来，划拨给其他单位承担起新
的功能。

其中最为特别的，是距离老州府数百米
外的一幢二层“小红楼”，那里原是海南黎族
苗族自治州委员会办公楼，撤州后为通什市
人民政府办公楼，如今则是五指山市委的办
公场所。尽管行政机构几经变迁，这里却始
终传承着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

(本报五指山4月11日电)

位于五指山市的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办公楼旧址，今为五指山市委办公场所。
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位于五指山市城区的海南黎族苗族自
治州人民政府老办公楼旧址。

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1952年4月，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成立。1955年10月，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改为海南
黎族苗族自治州。图为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地委全体委员合影。 本报记者 王凯 翻拍

年近九旬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
响村村民王玉娥至今还记得，那是一段怎样的
幽暗岁月。

“‘国贼’总来村里催粮收税，奸淫掳掠更是
常有的事。”王玉娥说，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
琼崖国民党当局在日军侵琼后龟缩至五指山山
区一带，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触目惊心的血腥
屠杀几乎逼得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为了避
祸，我甚至忍痛在自己的脸上纹满了青色花纹。”

提心吊胆的日子随着共产党人的到来而结
束，但历代封建统治和国民党长期掠夺与压迫
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却让部分黎胞依旧坚信“客
不吃黎，鸡不吃米”，意思是没有汉人不欺负黎
族人，就像没有鸡不吃米。

《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一书便记载了这样
一个细节：1947年4月到5月，当琼崖游击队独
立纵队解放保亭、乐东时，一些黎胞对共产党存
有戒心，甚至逃进深山躲避。

隔阂如何消除？共产党人用民族平等这把
“钥匙”，逐步打开黎族苗族同胞的“心门”。

1948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民族自
治的指示，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决定将少数民族
聚居的白沙、保亭、乐东、琼中四县划为“琼崖少

数民族自治区”。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于1951
年1月撤销，次年4月成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
区，1955年10月改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之
后又在建省时撤州设立自治县。

尽管行政区域划分与行政单位名称几经变
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却贯彻始终并不断完善。

“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县人民政府
委员会的委员绝大多数是自己民族的优秀人
物，各县、区乡的县长、区长和乡长也全部是民
主选举出来的自己民族的优秀干部。”1953年7
月，冯白驹在庆祝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这段发言，可以用一组
数据来印证——

195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
表会议271名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
数93%；195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首届人
民代表会议选出自治区政府委员21名，少数民
族委员合计占总数90.5%。

之后数十年，更有一大批少数民族同胞在
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据1988年海南建省时统
计，全省少数民族干部总人数达15944人。这
意味着，黎族苗族同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彻底
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

从黑暗走向光明，黎族苗族同胞当家作主

民族区域自治从政治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
平等，而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之上。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如果少数民
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

早在1947年至1948年，中共琼崖特委、区
党委就抽调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深入琼中、白沙
和乐东、保亭的一部分农村地区，进行反奸斗
霸、土改分田、废除山租和旧债的民主改革，共
没收恶霸地主土地28232亩，使4.5万余少数民
族劳苦群众获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州）成立后，土改工
作继续推进并全部确权发证，与此同时，其他各
项社会改革也持续推进。

“黎族妇女过去是不懂得犁田的，但现在大
批妇女已学会了犁田。他们还纷纷展开丰产运
动，进行生产竞赛，粮食生产迅速超过解放前的
水平……”在庆祝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一周年
大会上，冯白驹兴奋地表示，由于积极生产，加
上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援助，黎族苗族同胞“家家
缺粮”“户户缺穿”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

0.8亿斤，这是195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
区较前一年新增的稻谷产量。增幅之大令人欣
喜，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一块块具体的耕地
时，会发现每一捧稻谷的收获都来得如此不易。

“……耕作技术落后。全区尚有一小部分
地区刀耕火种，牛踩田。收割时是一穗一穗用

小刀割下来。大部分地区没有中耕、除草、积肥
和施肥的习惯。农具缺乏……”1954年，中南
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人员来到海南
黎族苗族自治区进行经济状况调查后，在一份
报告中如此记录。

党中央牵挂海南黎族苗族群众的困难，先
后多次拨出大批救济款和救济粮，并给予自治
区（州）大量的农业贷款，这让时任自治区主席
（自治州州长）的王国兴既感动又内疚。

“我们不能光靠向上伸手，我们要靠自己努
力增加生产。我也不能够永远到汉区去买农
具。应该办起自己的农具厂，我们要自己打锄
头、钩刀和犁耙。”王国兴意识到，要想彻底解
决少数民族群众的困难，必须改变刀耕火种的
落后状况。

在他的推动下，自治区（州）各个县相继办
起联合工厂，海南黎族、苗族地区有史以来第一
次生产出铁质农具。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我
国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治
区（州）也迎来了“黄金时代”——不仅电力、冶
金、机械、电子、化学等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更培养出第一代民族工人和技术人员。

到1984年，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粮食总产量
（不含农垦）达9.1亿斤；全自治州工业总产值
3.5147亿元，较1952年增长350倍，经济社会
面貌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从贫穷走向富裕，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巨变

一张1957年拍摄于五指山市通什镇番香村
的黑白照片显示：几个三四岁的黎族儿童站成一
排，因患疟疾，个个脾脏肿胀，肚大如球。而这样
的情景在当年的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并不鲜见。

据《海南省志》记载，1947年，海南少数民
族地区只有6间医院。由于医疗条件简陋、思
想观念落后，彼时疟疾、天花、霍乱在黎村苗寨
广为流行，部分村庄甚至因一场疟疾便沦为

“无人村”。
如此情形，让党和政府揪紧了心。自1950

年起，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先后派出多支工作
队到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帮
助建立一批医疗卫生机构，并培训了一大批卫
生员和防疫员。到1983年年底，全自治州共
有医疗卫生机构1467个，较1952年增加6倍；
疟疾发病率也于1984年下降至0.46%。

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只是海南少数民
族地区民生得到改善的一个缩影。

修复海口——榆林的东线公路，拉开黎族
地区大规模公路修建的序幕；启动黎族、苗族
人民民房改造工程；选派大批优秀教师进入山
区，对少数民族子女实行免费教育……20世纪
50年代起，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
施，推动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科教文卫事业发展
与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也让黎族苗族群众
的生活实现了从土路到公路、从茅草房到平
房、从刻木、结绳记事到高学历人才辈出的历
史性跨越。

“20世纪50年代海榆中线开通，正好从我
们村口经过；60年代，村里通了电和自来水；到
80年代，我们家就已经住进了红砖瓦房。”从那
段幽暗岁月走来的王玉娥，幸运地享受到了自
治区（州）设立30多年来的每一次重要发展成
果。而建省撤州后，她和其他黎族苗族群众见
证的则是新一轮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

(本报五指山4月11日电)

从落后走向进步，民生事业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