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20世纪10年代末，民国政府于琼山府城
至海口间修筑出海南岛第一条公路，一辆辆仅
有顶棚、护栏，近乎四轮马车的汽车摇摇摆摆地
登岛上路，因路烂损车、载量过多，每小时车速
不过30多公里。

繁华如海口尚且如此，群山绵延的琼岛腹
地彼时道路运输更是全靠人的提、扛、背、拖。

“山里人，哪懂什么叫公路？”家住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的王玉娥老人还记得，村
里祖祖辈辈走的都是刀砍牛踩的小径，要是出
门逛个集市或回趟娘家，动辄得走上一整天。

这一情形持续至20世纪50年代。海南解
放后不久，番响村村口忽然乌泱泱来了一大群
人，有穿军服的，也有人一身民工打扮，他们肩
挑手扛着钢镐、铁锹、锄头、砍刀等工具，整日像
钉子般锚在那里。

“听人说，他们是党和政府派来给我们修公
路的。”那是王玉娥第一次听说“公路”这两个
字，而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这便是海南解放后的
第一个大工程：海榆中线公路。

“为巩固国防、建设海南，1952年8月，党中
央决定修建一条贯穿海南岛南北的国防战备公
路，即海榆中线公路。”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主任
许教春介绍，两个月后，10余万军民组成的筑路
大军便浩浩荡荡开进中部山区投入到施工中。

可要在崇山峻岭间修筑一条通行汽车的公
路来，谈何容易？

“当时修路机械很少，基本靠锄头挖、大锤
砸、背篼背。”原海榆中线工程办公室秘书戚国
政回忆，施工中，往往是部队在前面爆破开路，
拓出路基基础，民工们则跟在后面，手挖、肩挑
土石方和碎石，铺出路基垫层和路面。

缺少交通工具的苦难可以克服，但山区肆
虐的恶性疟疾、山蚂蟥、蛇，以及洪水、山体滑
坡等自然灾害，根本让人防不胜防。“我的两个
好朋友，就是修路时得疟疾死在了那里。”曾参
与海榆中线工程建设的李平章接受采访时，模
仿两个好朋友发病时浑身抽搐的情形，瞬间眼
眶湿润。

可在当时，李平章只能强忍悲伤，继续开山
劈岭。

路一寸寸朝山里延伸，10万筑路军民以几
乎每1.34公里牺牲1人的代价，苦干两年后终
于盼来这一刻：1954年12月19日，北起海口秀
英、南至三亚榆林，全长296公里的海榆中线全
线建成通车。经验收，海榆中线达到当时国内
五级公路的水平，成为海南的第一条等级公路。

至此，我省中部五指山区终于结束自古不
通公路的历史。

“没过多久，镇里开通了班车，我们也第一
次坐上了汽车。”过去近70年来，王玉娥和她的
儿女、孙辈几代人顺着海榆中线走出大山。而
以海榆中线为起点，海南交通路网建设从此也
翻开了新篇章。

开山修路 | 建成海南第一条等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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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拓南荒，解放后海南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

坦途大道惠民生 立体水网泽琼岛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10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香便文前往海南中部山区考察时，常常日行不过10余公
里，却要涉水二三十次；70多年前，中交一公局员工李平章从海口开货车拉物资到五
指山，来回一趟至少需要3天时间；到今天，五指山市毛道乡毛道村村民黄朝宁从枝
头摘下一筐百香果，仅2个多小时后便能送到海口消费者的手中。

出行时间的大幅缩减，折射出琼州大地的百年巨变。而当我们展开历史的“进度
条”时，会发现海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优化，自解放之日起便已进入“快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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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瞰变迁百年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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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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岗位
续写“两路”精神新篇章
时间：2021年4月15日
地点：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府办公区
微党课主讲人：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主任
许教春

2014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川
藏、青藏公路通车 60 周年作出的重要
批示指出：“60 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公
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
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而当我们回首海南过去几十年来
的交通路网建设——从海榆中线工程
每1.34公里牺牲1人，到修筑东线高速
公路时因资金困难只能先修半幅路，再
到克服复杂地形、敏感生态等问题实现

“县县通高速”……一代代公路人艰苦
奋斗、披荆斩棘，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
不正是“两路”精神最好的践行者？

基础设施建设是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对提升人民的
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新
时期的交通人，我们应该以实际行动
继续扛起“两路”精神这面旗帜，用先
烈崇高精神的镜子检照自身，用英雄
先进事迹激励前行，牢牢抓住交通发
展的黄金机遇期，加快构建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进海南交通运
输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两路”精神的时代特征和深刻内
涵，注定了其对各行各业都有普适性。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我们
每一个奋斗者、每一个追梦人，同样应
该立足岗位践行“两路”精神，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把心思往基层放，
把劲头往工作使，拿出“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激情，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
水击三千里”的气魄，为自贸港建设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整理/本报记者 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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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旭

1952年8月，为响应党中央“巩固
国防、建设海南”的号召，解放军指战
员和全岛 10万民工展开了一场艰苦
卓绝的筑路大会战，披荆斩棘、战天斗
地，建成了海南解放后第一条上等级
干线公路——海榆中线，打通了南北
交通大动脉。1958年 4月，按照广东
省决定，海南区党委成立松涛水库党
委；4月29日，广东省委正式下达兴建
松涛水库的通知；7月 8日，松涛水库
举办开工典礼。

回望海南建设发展的历程，生长于
新时代是当代青年人的幸运。展望未
来，青年则要扛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使命和担当。

首先，青年人要认清历史的大势，
明确前进的方向，保持清醒的头脑，坚
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只有这样，青年人在发展的道路
上才能少走弯路，少跌跟头，更好地将
国家进步和个人成功结合起来。

其次就是青年人要放眼世界，胸怀
天下，要关注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和时代
的主题节奏共鸣。要怀有家国精神，要
有修身齐家治国的宏愿，也要有以天下
为己任的理想，这是我们民族中最为宝
贵的精神财富。

青年人更是要自强不息，朝气蓬勃，
有所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青春力量。

扫二维码，看海南基础设施
建设相关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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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榆中线——

血与汗铺就的“天路”

百年文史荟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出海口向南，至海榆中线公路约9公里
处的西侧坡地，一座总高19.52米、碑基底层
高2.21米的纪念碑静默矗立。

19.52米，寓意1952年；2.21米，意为纪
念221名烈士。是的，这里便是华南公路工
程修建烈士纪念碑（海榆中线公路建设烈
士纪念碑）。

可一条296公里长的公路，为何能牺牲
这么多人？

“当年施工条件太艰苦了！”原海榆中线
工程办公室秘书戚国政回忆，尤其是在悬崖
峭壁处爆破开路时，由于没有风钻，往往是
将长绳系在崖顶的大树上，另一头绑在人的
腰间吊下来在施工点凿打炮眼，“有的战士
由于隐蔽不及时或没有隐蔽好，便被爆破碎
石击中或砸中而牺牲。”

参与建设的解放军指战员和民工们小
心再小心，但面对山区肆虐的恶性疟疾时，
也只能束手无策。“那时候五指山区的疟疾

和外省的还不一样，难治，我们每人每天都
要吃一种叫作‘阿地平’的黄色药丸，希望能
起到预防的效果。”原海榆中线工程卫生员
肖伟斌说，即便如此，依旧有上百人死于疟
疾，约占牺牲总人数的近八成。

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1953年下半年。
彼时，修路大军行进至金屏岭、阿驼岭路段，
这里向来以峻、陡闻名，而大多数烈士也正
是牺牲于此。

在这一至暗时刻，国家交通部、中南行
政委员会慰问工作团于1953年10月前往
海南慰问建设海榆中线公路的全体人员和
协助公路建设的海南干部群众，向大家送来
印有毛泽东题词“加强防卫，巩固海南”和朱
德题词“好好建设公路，为造福人民与巩固
国防而努力”的锦旗，给予修路指战员和广
大民兵群众以极大鼓舞。

他们斗志昂扬，发出“要让高山低头、让
河流让路”的口号，最终于1954年底成功打
通了这条海南岛南北交通大动脉。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

1957年2月，时任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
主任的竺可桢前往海南考察橡胶产业。25日
这一天，他结束在澄迈红光农场的考察，经由通
车不久的海榆中线返回通什（今五指山市），一
路上思绪联翩。

回去后，竺可桢在日记里记录道：“水利部
有计划在南渡江上游筑18亿立方米水库，能灌
溉500万亩，可以解决海南北部之沙荒，地点在
松涛。”而三天前，他从通什到那大途经松涛时，
才刚刚在日记里写下“附近拟筑水库”。

明明因橡胶而来，为何屡屡心系水库？当
我们将镜头转向当年的海南，个中缘由便一目
了然——

解放前，海南大多数农田都是“望天田”，基
本靠临时工程设施及自然水进行灌溉。到
1957年，全岛逾六成水田未能解决水利问题，
其中两成甚至完全没有水利设施。作为海南农
业支柱产业之一的橡胶，自然也饱受缺水灌溉
之苦。

为解决粮食问题和国内对橡胶的迫切需
求，党中央决定在海南启动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而竺可桢日记里反复提到的松涛，便是第一枚
棋子落下的地方。

1958年7月8日，位于南渡江上游，跨儋
州、白沙和琼中三县的松涛水库举行开工典礼，

6万余民工队伍从省内各地奔赴而来，寂寞的
荒山野岭顿时成为人声鼎沸的巨大工地。

“开工建设前，有外国专家认为，海南没有
技术和机械设备，加上台风多，雨水多，不具备
施工条件。”原松涛水库工区副主任胡少萍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曾骄傲地表示，他们兴建松涛水
库的坚定信念，硬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没有机械，那就用锄头、铁铲、畚箕和手推
车，一锹锹、一筐筐搬走周围的13座山；没有机
油，那就在煮出来的胶汁中加入少量花生油搅
拌，自制“机油”润滑车轴；没有运输船，那就赶
制几百艘小木船并靠于江面，再铺上木板搭起
一座浮桥……

战风雨、睡窝棚，攻难关、巧钻研，正是凭借
这股人定胜天的万丈豪情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海南儿女用12年时间完成移山填江、改造
山河的壮举，整个松涛水库库区枢纽工程于
1970年12月全面竣工，而这也被誉为“开发海
南的第一把金钥匙”。

自此，一湖清水便开始源源不断地输送，肩
负起琼西北128万亩农田的灌溉，海口、澄迈等
市县和洋浦、老城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农业、生
活供水和输水任务，以及广大城乡居民的饮用
水安全和南渡江下游200多万人口的防洪保安
全重任。

劈岭筑坝 | 开发海南的第一把金钥匙

几乎就在松涛水库开建的同一时间，海南
掀起前后约20年时间的水利建设热潮，石碌、长
茅、万宁、永庄、小妹等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库建
成投用，逐步织就海南岛基础水利工程水网。

时针拨至1988年建省后，海南兴修水利
的步伐愈加蹄疾步稳。

从大广坝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于1990年开
工，到2004年启动大隆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再
到2018年的红岭灌区工程，海南着力谋划通
过水利枢纽工程、灌区工程搭建大江大河之间
的连通网络，由此形成东有红岭、南有大隆、西
有大广坝、北有松涛的布局，有效改善全岛水
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情况。

数据显示，与建省之初相比，如今全省水
库总容量增加了84.43亿立方米，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凸显。

将大江大河的水流自水库引出，通过灌
渠、沟槽流向农田旱地，通过自来水管输送往
工厂、学校、医院、小区……眼下，海南生态水
网逐步科学织就。而另一张“大网”——交通
运输网也越织越密。

“刚建省时海南连一个红绿灯也没有，如

今‘县县通高速’已成为现实，且高速路网正由
‘田字型’向‘丰字型’跃进。”在省交通运输厅
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海舰看来，从1995年底
东线高速右幅作为我省首条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到2010年原东线高速、西线高速、海口绕
城高速和三亚绕城高速被统一命名为“G98海
南环岛高速”，形成环形闭合圈，与海南经济特
区共成长的环岛高速浓缩着的正是一部社会
经济发展史。

以环岛铁路为骨干、环岛公路为基础、水
上环线为补充，以“南北东西、两干两支”机场
布局为依托，如今，我省正加快打造“城际高铁
1.5小时通达圈”“城际高速2小时通达圈”“民
航4小时8小时飞行经济圈”，构建起海陆空齐
头并进的现代综合交通道路运输体系。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质升
级的当然不仅是一条条路。

燃气网管道从城市延伸至乡村，供电可靠
性和服务质量大幅提升，光网打通进村入户

“最后一公里”……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不
断完善的“五网”基础设施，正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

跨越发展 |“五网”筑牢发展根基

被誉为“宝岛明珠”的松涛水库，生态优良，风光秀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1958年7月8日，松涛水库正式动工兴建。图为松涛水库大坝围堰施工现场。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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