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色娘子军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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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红色娘子军成立 90 周年。最近，已退休十多年的
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有点忙，一是忙着收集琼
海党史资料准备党史学习教育宣讲，二是忙于接待从全国各
地慕名而来的媒体记者。陈锦爱研究琼海党史已有 36 年，他
说，各地媒体希望通过他了解红色娘子军那段热血光辉的历
史，
弘扬红色娘子军所代表的红色精神。
事实上，以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海南红色文化，已成为富
有海南特色的文化品牌。红色娘子军更是海南人心中不可磨
灭的红色记忆，红色娘子军精神是时光里永不熄灭的曙光，鼓
舞着每个人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中。

红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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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推动红色精神走“新”
走“心”

一缕“心”光照琼岛
“红色娘子军英勇无比，流血、牺
牲，都挡不住她们革命的脚步！”近日，
在琼海市嘉积镇红星社区的一场党史
学习教育进社区活动中，庞启江在宣
讲红色娘子军事迹。
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庞启江在校
园、社区都讲过很多次。他说，每一次
讲述时，台下的听众都听得聚精会神，
掌声热烈。
事实上，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党
史、学习党史、记住党史，激励党员干
部群众建设自贸港，建功新时代，海南
在不断创新形式，让红色教育不再是
“到此一游”，而是“身至心也至”的精
神升华。
比如在琼海，以红色娘子军为代
表的红色故事，就是琼海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琼海推动红
色精神走
“新”
走
“心”
的重要载体。
去年 8 月，琼海市创新性地将红色
艺术与主题党课结合起来，通过别开
生面的文艺党课，开展有声有色、用心
用情、寓教于
“乐”
的党性教育活动。
琼海嘉积中学艺术教研组组长王
祖壮是首期文艺党课的讲师，他选择
以经典红色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为
主题，分为《万泉河红色文化的诞生》
《万泉河红色文化的发展》
《万泉河红
色文化的传承》三个篇章，通过讲、演、
唱、奏结合的方式，诠释《万泉河水清
又清》中蕴藏的红色基因，
“《万泉河水
清又清》是琼海的一张音乐名片，反映
了红色娘子军精神的传承，这首歌和
党的领导、革命历程有很大的关系。
”
用音乐上党课，用艺术讲红色文
化，这也让党员干部感到耳目一新。
“时间过得太快了，40 分钟的党课听得
意犹未尽。”琼海市嘉积镇党委委员何
志慧说，大家在接受党史教育的同时，
也接受了很好的文化艺术熏陶，
“我们
应该好好地学习、传承这些红色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让红色文化走向世界
舞台。
”
“红色娘子军精神鼓舞着我们。”
陈锦爱认为，红色娘子军之所以能在
历史长河中留下光辉的身影，全因她
们身上所承载的理想和信仰，
“紧跟党
走、坚贞不屈、敢为人先、英勇奋战是
红色娘子军的 4 个重要精神内涵。我
们身处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时期，
更要弘扬、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重
要精神内涵，紧跟党走，投身
到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的热潮中。”

已成红色旅游的重要窗口

推动红色精神走﹃新﹄走﹃心﹄

闻名全国的﹃海南品牌﹄

“今年以来，已经至少有 30 多家内
地媒体来到琼海采访红色娘子军。”陈
锦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甚至还有黑龙
江记者远道而来采访，
“可以说，红色娘
子军已经是琼海乃至海南的一张响亮
的红色名片。”
作为红色娘子军的故乡，琼海是
“红透了”
的革命老区。
琼海曾创下琼崖革命史上的多个
第一：琼崖第一块中心革命根据地在这
里诞生，琼崖第一届特委、琼崖苏维埃
政府在这里成立，琼崖第一次工农兵代
表大会、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这
里召开，琼崖第一部《土地法》在这里颁
布，琼崖第一所红军医院、第一所红军
军械厂、第一所琼崖高级列宁学校在这
里创立……
记者了解到，琼海不仅是当年琼
崖、县、区党组织和政府所在地，还是军
事斗争的策源地和主战场。琼崖共产
党人在琼海椰子寨打响了武装反击国
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长期与反动派
进行武装斗争。
在高举的革命旗帜和浓厚的红色
底蕴熏陶下，深受压迫的妇女也渴望参
加红军。1931 年 5 月 1 日，100 名女青
年被批准参加红军，成为女子军特务连
战士。
致力于研究记录红色娘子军事迹
的原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站长庞启江
说，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也就是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
这群平均年龄不到 20 岁的女战士，在
500 多天中战斗 50 多次，
“ 虽然存在的
时间不到 2 年，但她们留下的精神遗产
却一直激励着人们。
”
这种影响直接体现在位于琼海市
嘉积镇南门的街心公园。这个小小的
公园以红色娘子军雕像成为整座城市
的打卡点之一。
“你好，麻烦帮我们拍张合影，把娘
子军雕像全拍下来。”在红色娘子军雕
像前，来自广东的黄文德和妻子选好位
置拍照留影。他们这次来到琼海旅游，
临返回前特意来市区寻找雕塑合影。
黄文德指着距雕塑不远的主题宣传栏
说，
“以前通过电影和报道了解到一些，
这次总算详细了解了。这些女战士太
勇敢了。
”
事实上，这座总高 6.8 米的花岗岩
雕塑，头戴五角帽、脚踏草鞋、肩背竹
笠、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形象，是每一个
琼海人都引以为豪的红色记忆，也是每
一个游客对于海南优美环境之外的一
份全新认识。

■ 本报记者 袁宇

游客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门前留影。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陈锦爱（左二）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中给
媒体记者上党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红色娘子军民兵连纪念馆内景。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现代琼剧《红色娘子军》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

多年来，红色娘子军因文
学和影视作品的传播而广为
人知，娘子军的精神也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人。如今，
“ 红色
娘子军”品牌已经成为海南红
色旅游的一个重要阵地。
前不久，国内房车车友从
湖南长沙出发，跨过湖南、广
西、海南三省区，在海南开启
一场红色房车之旅。来自湖
南益阳的刘海乐说：
“ 没想到
海南红色资源这么丰富，之前
只听说过‘红色娘子军’的故
事。这次到海南参加红色房
车之旅，更是从多个方面了解
到 了 海 南‘ 二 十 三 年 红 旗 不
倒’
的光荣革命历史。
”
据了解，我省现有革命遗
址和其他遗址约 600 个。依
托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我
省积极整合旅游资源，打造出
一批具有特色的红色旅游产
品，其中有 8 个革命遗址被列
入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名录”，
“海口-文昌-琼海五指山线”被列入全国“30 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
更多人通过海南的红色
旅游品牌，了解到海南的红色
历史。
“今年以来，红色旅游日
渐升温，演艺场次基本满场，
晚上还会加演一场。”三亚红
色娘子军演艺公园负责品牌
推广的李嘉娴说，多种技术手
段打造的沉浸式体验，满足了
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形式
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 年 也 恰 逢“ 红 色 娘 子
军”成立 90 周年，红色娘子军
演艺公园正筹划推出旅游新
产品，带领岛内外游客聚焦海
南红色故事。
“ 我们将继续深
耕细作，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如打造红色讲堂、举办红色文
化博览会、开展红色文化惠民
活动等，用好‘红色娘子军’这
张红色旅游名片。”李嘉娴透
露。
用好红色文化资源的前
提，是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
宝贵资源。陈锦爱认为，一方
面要加大保护力度，完善相关
配套建设，该修复的就修复、
该维护的就维护、该提升的就
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
度，让更多人了解红色文化，
爱护红色资源。
我省也已经统筹启动革
命文物的保护工作，让革命文
物 和 遗 址 成 为 党 史“ 活 教
材”。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省正对各市县革命
文物进行全面排查，已基本摸
清革命文物家底和保存状况，
初步梳理出首批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 200 多处，可移动革命
文物 400 多件/套。
与此同时，各市县积极推
进革命遗址保护展示利用工
程，对冯白驹将军抗日驻地遗
址、黄竹农民训练班旧址、
“9·
23”椰子寨战斗遗迹等一批革
命遗址开展了修缮保护、陈列
布展、环境整治等项目，提升
了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基础设
施条件。
相信不久的将来，海南蓬
勃的红色文化，将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注入澎湃动力。

娘子军故乡
打造红色小镇
■ 本报记者 袁宇
蜿蜒九曲江，穿过红色的琼
海市阳江镇，大大小小数十个革
命遗址，诉说着 90 年前那段不寻
常的历史。
琼海市阳江镇，被称为“海南
红色第一镇”，有着“琼崖小莫斯
科”
的别称。90 年前，红色娘子军
就是从这里起步，
迈向征程。
守着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阳江镇委、镇政府的思路非常明
确：深挖红色文化，发展红色全域
旅游。
行走在阳江镇墟，精心设计
的立面让人感叹，砖红的墙壁朴
实无华，建筑物上红星闪闪，而最
显眼的还得数镇中心的红色娘子
军群像。
“整个小镇都充满了红色元
素。”慕名而来的海口游客陈祥带
着孩子，专程来到阳江找寻红色
娘子军的记忆，他指着阳江镇革
命烈士纪念园不远处的一幢楼说
道，
“你看那高楼墙面上画的娘子
军形象，那么鲜活，真好看。
”
在阳江镇打造红色文化小镇
的过程中，当地加快推进镇墟公
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街道
整体景观化改造，使镇墟面貌、建
筑风格主题更加突出和彰显，让
小镇的革命情怀和红色氛围更加
浓厚。
红色娘子军主题文化园、阳
江交流文化展厅和公社食堂的建
成开放，促进了阳江镇旅游观光、
购物、休闲、餐饮一体化发展。
与此同时，阳江镇以红色娘
子军为第一品牌，以镇墟为中心，
将辖区内所有红色资源进行整
合，统一规划，突出重点，以点连
线，以线带面，推出成熟的精品旅
游线路。
其 中 ，今 年 阳 江 镇 将 投 入
3000 万元启动阳江镇红色大厦、
白水磉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
会议旧址及红色娘子军操练场等
项目建设和升级改造工程。这些
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完善吃、
住、行、玩等旅游要素，逐步构建
红色教学、旅游拓展、休闲体验为
一体的旅游线路。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
红色娘子军成立 90 周年，阳江镇
正多措并举，加快发展红色旅游
业 ，让 老 区 人 民 生 活 越 过 越 红
火 。”阳江镇党委书记王昌密介
绍，这些举措包括提升维护白水
磉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旧址、红色娘子军操练场旧址、阳
江解放纪念广场，以及探索利用
红色小学建设青少年国防教育基
地暨红色文化体验园，携手旅行
社开发红色旅游线路等。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也
为阳江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
如今，只需要驾车约半小时，就可
以到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博鳌亚洲论坛会址，这也意
味着阳江镇的红色旅游资源将有
效联动博鳌地区的休闲、康养、会
展旅游，从而实现优势资源的叠
加效应。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红
色”将带给阳江群众更加多彩的
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