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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海南党史百件大事
百年壮阔海南潮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立夏之后，热浪袭来。在海口这
片红色土地上，党史学习教育的必修
课遍地开讲、声声入耳，触角抵达每
一处，又不断向纵深推进，举目皆是
一片炙热景象。

继往而开来。人们从党史中汲
取力量，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把学习效果扎扎实实落在民生
上，绘就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新时代
党员画像。

精心部署 加强统筹

3月 2日，海口市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暨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第
一次（扩大）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会
议精神，审议通过《海口市党史学习
教育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3天之后，海口又召开了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暨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海
口市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何忠友
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抓好抓实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集结号”吹响，党史学习教育
在海口全面迅速铺开、有序压茬推
进——

4月19日，海口市举办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暨理论骨干、基层宣讲员培
训班。4月20日，海口市委组织部联
合市委党校举办第一期处级干部党史
学习教育培训班，后续将实现全市900
余名处级干部党史学习培训全覆盖。

视线转到基层，党史学习教育同
样如火如荼：夜晚，龙华区龙泉镇政府
小会议室亮起灯，党史学习教育“晚八
点课堂”又开课了；在琼山第二小学的
课堂上，93名党员家长志愿者带领孩
子们重温红色历史；在江东新区的千
江悦项目工地上，农民工兄弟聚精会

神地观看电影《建党伟业》……

形式丰富 送学上门

如何让人学得进、学得好，是海
口重点探索的方向。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
志昂扬，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
斩棘奔向前方……”4月23日上午，
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长堤路消防救
援站的指战员们昂首挺胸，齐声高唱
《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海口消防
部门开展的“拉红歌 学党史”活动，
通过唱红歌，学习红歌背后的故事，
引导指战员们立足岗位，服务人民。

近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
云露社区的一家老爸茶店内，“益·老
爸茶”党史学习教育户外讲堂又开讲
了。“老师”和“学生”一起坐在茶桌
前，一壶茶、一个话筒，就能慷慨激昂
地讲上半天。

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海
口还想方设法将党史知识送到全市
各个角落。

4月29日下午，秀英区海秀街道
东方洋社区居民之家的“四点半课
堂”热闹起来，不时爆发出阵阵掌
声。原来，这是秀英区人大机关党支
部在为课堂上的学生们讲党史。小
雨来、小兵张嘎、潘冬子等小英雄的
故事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和共鸣，纷
纷表示要感党恩、跟党走。

“车来了！”5月10日上午，在演丰
镇北港村，村民们远远就瞧见了美兰
区的党史学习直通车。车在村里停
下，20块党史知识展板一一摆出来，村
民不出岛就能学党史。“截至目前，‘党
史学习直通车’活动共开展了22期，累
计服务社区居民2300余人次。”美兰
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办好实事 惠民利民

学习历史，指导当下。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以来，海口各级各部门下基
层，深入群众，把桩桩件件的大小事
都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日前，龙华区开通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事直
通车，通过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
号等形式征求群众意见，充分了解群
众所急所忧所需所盼。同时各级党委
（党组）、基层党组织纷纷深入基层调
研，深入群众走访，与企业社区座谈，
积极解决大伙儿最迫切的需求。

菜价是老百姓一直关注的事。近
日，海口菜篮子集团、光大银行、旺佳
旺超市联手开展“平价菜保供惠民行
动”，在海口35家旺佳旺超市设立平价
菜专柜和一元菜专区，其中平价菜共
有22种，一元菜专区确保每天有3种。

入夏以来，海口市气象台多次发
布高温预警，市民纷纷打开空调降
温。为了保障电力供应、做好迎峰度
夏，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根据海
口地区发展规划和负荷需求预测结
果，梳理出109个迎峰度夏项目。截
至目前，已建设投产了15个项目，新
建14个台区，改造19个台区，新增
加容量8670千伏安，线路新增21.6
千米。其余94个项目正在按照计划
有序推进。（本报海口5月11日讯）

海口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继承革命传统 绘就时代画像

关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拟推荐对象的公示
根据中央精神和有关要求，经过组织推

荐考察，海南省委确定了3名全国优秀县委
书记拟推荐对象。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
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我省拟推荐对
象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 5月
12日至18日（共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
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请与省委组织部联
系。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
正，并提供联系方式，以利于了解核实和反
馈情况。

联系电话：（0898）12380
通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

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
监督处

邮政编码：570203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1年5月11日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拟推荐对象
（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昱正，现任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委书记（正厅级），省委政策研究室一级巡
视员。

刘 蔚，现任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委
书记、二级巡视员。

贺敬平，现任海南省万宁市委书记（副厅
级）。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整个
琼崖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大革命失
败，琼崖革命转入低潮。但琼崖共产
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
四二二事变时，中共琼崖地委主要领
导成员和大部分党员，在革命群众掩
护下，先后转移到各地农村，为琼崖的
革命斗争保存了宝贵的革命力量。与
此同时，有些县在撤退中把武装力量
撤到农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进
行武装反抗，为后来创建工农武装队
伍准备了条件。从此，琼崖党组织的
工作重心开始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

探索新的革命道路而斗争。
中共琼崖地委撤到乐会县第四

区（以下简称乐四区）后，立即召开群
众大会，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
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的滔天罪行，号召人民继续坚持斗
争。此后，逐渐恢复了中共琼崖地委
领导机关的工作。在革命斗争处于
危急关头，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加强琼
崖党组织的领导，派杨善集回琼指导
工作。

1927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在乐
四区宝墩村李氏祠堂召开紧急会

议。杨善集在会上传达中共广东区
委关于“组织武装，恢复农村工作，以
革命红色恐怖镇压反革命的白色恐
怖”的指示精神。会议根据中共广东
区委的指示和琼崖的实际情况，确定
了琼崖党的当前中心任务：在政治上
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
行，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密切注意武汉国民政府的动向；在组
织上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
和革命群众组织；在行动上立即深入
发动群众，收集枪支弹药，建立工农
武装队伍，以革命的红色恐怖反抗反
革命的白色恐怖。

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
定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
琼崖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琼崖
特委）。选举杨善集、王文明、冯平、

许侠夫、陈垂斌、罗文淹等为委员，并
成立军事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杨善
集任特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王
文明任肃反委员会主席。六月紧急
会议后，特委领导成员进行了分工：
杨善集、陈垂斌留在特委机关工作，
王文明到定安县第七区负责指导乐
会、万宁、定安等地的工作，许侠夫、
罗文淹到文昌、琼山，冯平到西路的
澄迈、临高、儋县指导工作。在中共
琼崖特委领导下，各级党的组织得到
迅速恢复和发展。6月初，中共琼山
县委最先在合群乡蚊乐坑村成立，冯
白驹任书记。此后，中共文昌县委、
乐会县委、琼东县委、万宁县委、定安
县委、陵水县委、儋县县委相继成立，
同时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区委和支
部。 （本报记者 邱江华/辑）

中共琼崖地委紧急会议召开

我省开展打击毁林专项行动
举报投诉电话：0898-65310838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日前，省级林长制办
公室在海口召开全省打击毁林专项行动动员
部署视频会议，部署安排打击毁林专项行动相
关 工 作 ，并 公 布 举 报 投 诉 电 话 ：0898-
65310838。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严厉打击毁林违法
犯罪行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今年3月至12
月组织开展全国打击毁林专项行动。我省打击
毁林专项行动同步进行，分为准备部署、自查自
纠、重点整治和总结评估4个阶段，主要任务包
括全面清查违法违规行为、突出大案要案排查整
治、纠正违反国家林业法律法规的政策文件、全
力推进问题整改等4个方面。

据悉，本次专项行动将在全面排查的基础
上，把生态区位重要、敏感、脆弱地区作为重点
排查区域，把涉案数量大、顶风作案、性质严重、
情节恶劣的大案要案作为整治重点对象。建立
起2013年 1月1日以来全部案件数据库，实行

“一案一策”整改台账管理，按照“案件查处、林
地回收、追责问责”三个到位原则，全力推进问
题整改。

我省作品亮相全国第六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文欣）近日，全国
第六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开
幕，海南大学舞蹈作品《把蓝色还给海洋》和海口
经济学院合唱作品《撒里啰》精彩亮相。

据悉，本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由教育
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吸引了31个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198所高校264支代表队，近
6800余名师生参加现场展演。

其中，《把蓝色还给海洋》紧扣生态环保主
题，具有鲜明的海南特色，用舞姿将塑料污染
给海洋生物带来的生存危机鲜明展示；《撒里
啰》是云南花腰彝族的民歌，多次出现的“迪啰
迪”“咚咚咚”等象声词，令整首歌曲灵动而别
具特色。

同期举行的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暨艺术作
品展览也在成都开幕，海南师范大学工作坊项目
《南海织梦》对外展出，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
伸手体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征稿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繁荣文艺
创作，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征文征稿”系列活动在海
南省图书馆举行了启动仪式。

据介绍，此次活动从5月上旬
开始至12月底结束，共分为书法、
绘画、摄影、文章四个比赛项目。
要求参赛者紧紧围绕党的发展历
程进行创作，以优秀的作品激励
人，以感人的事迹鼓舞人。截稿日
期为10月30日。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海口市全民阅读下基层系
列活动”将于5月底启动，持续至
年底。

据悉，此次活动由海南省求是
全民阅读俱乐部主办，海口市书法
家协会协办。

央地协同保障我省粮食安全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焦

晴）5月11日上午，琼粤两省粮食安全保障协同
机制联席会议在海口举行。会上，琼粤两省签
署海南省粮食安全保障协同机制合作协议，双
方建立地方储备和中央储备协同运作机制，共
同保障我省粮食安全。

据介绍，建立地方储备和中央储备协同推
进我省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
备安全管理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具体
部署，落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加强地
方储备粮与中央储备粮协同运作的要求，落实
我省与中储粮集团广州分公司合作协议的重
要举措。

会议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广东局、
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海南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中储粮集团广州分公司等四家单位共
同签订合作协议，协议明确协同保障我省粮食
安全的主要任务，将成立我省粮食收购协调小
组，共同维护正常粮食购销秩序和市场价格基
本稳定。此外，四家单位还将建立信息共享机
制，及时沟通粮食收购工作进度和市场情况，确
保收购政策推进落实。

沐风战沙绿满湾◀上接A01版

伤病，是刻在她们身上的勋章

龙头一拧，十几斤重的长水管瞬
间灌满清水。身高167厘米的陶凤交
挺直了背，就像一位战士端起了枪支，
开始向眼前葱郁的植被发射“水弹”。

“从酒店大堂到那边小坡，都是我
负责养护的区域。晴天浇水、阴天拔
草，翻来覆去就是干这些。”她轻快地
越过一丛丛挡路的花草，还不忘回头
拉记者一把，“比起以前种树，现在的
工作就跟玩儿差不多。”

她撩起裤腿，一道10厘米长的疤
痕从小腿向膝盖蜿蜒，曾被剜去烂肉
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深坑——“哪个姐
妹身上没有因种树留下伤病？”

迎着骄阳和风沙，1992年底，陶
凤交和姐妹们光脚踩上了滚烫的沙
地。

种树首先要育苗。海边没有淡
水，育苗只能在几公里外的水塘边进
行。陶凤交等人每天要把树苗从水塘
挑到海边，来回十几公里的路程，一天
要走5到6趟。

陶凤交算过，每一株用红土包好
根，又经过充分浸泡的幼苗有1斤多
重，一担能装约120株幼苗，这意味
着，姐妹们每趟需要负重 130 余斤
——这比她们本身的体重还要重上许
多。一些姐妹发了狠，一个人一趟要
挑两担树苗，先挑一担走上500米，放
下来返回去再挑另一担，如此周而复
始，只为提高效率。

盛夏的棋子湾，沙地晒得滚烫。
踩着流沙行走，每一步都要赤脚插进
沙子里。一茬茬的血泡长了又破，经
年累月结成了厚厚的硬痂；负重百余
斤的肩膀，从泛红磨到乌青，没几天就
蜕下一层完整的皮；行走间被内裤磨
破的大腿内侧，血水和汗水、海水交织
浸泡，痛痒无比。

如今一到雨天，陶凤交和姐妹们
就浑身酸痛。她说，当年大家总赶在
雨天种树，这样树苗的成活率比较
高。累极了就在沙滩上坐一坐，“实在
太累了，屁股一挨地就睡着了。”衣服
被雨水和汗水浸得湿透，贴在身上慢
慢被体温烘干，没多久风湿病找上门
来，成了她们的“职业病”。

创新，树苗成活率翻了几番

临近正午，日头有些毒了。陶凤
交抱起水壶灌了一大口水，从口袋里
掏出两颗蜜枣。枣子不大，她一口口
细细嚼着：“你不觉得，累了吃点甜的，
心情就会变好吗？”

先苦后甜，正是“植树娘子军”种
树历程的写照。

起初几年，无论她们如何努力，这
片沙漠也没有任何改变——一株株鲜
绿的树苗刚刚种下，夜里来阵风就能
吹得不见踪影。

从1992年到1995年，海防林营
造工程毫无进展。承包商的耐心消失
殆尽，终于选择了离开。

“树种不活，老板可以走，但我们不
能走。治不好风沙，苦的是子子孙孙！”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陶凤交和文敬
春、钟应尾、文英娥等人决定接手海防
林营造工程。其他几十个姐妹也受了
鼓舞，咬着牙跟这片沙漠较上了劲。

没有了承包商的支持，姐妹们的
日子愈发清苦。

在炎热的沙漠上高强度劳作，大
家最怕的就是身体脱水。种树的日子
里，一人两桶的饮水量成为“标配”。
水喝多了，吃不下饭，每个人的脸庞和
四肢都肿得发亮。有时桶里的水喝完
了还不够，只能寻一处泥塘，掬起一捧
浑水就仰头吞下；饭盒里的稀饭在高
温中沤出酸臭味，捏着鼻子也能大口
大口地吃下去。

知道用老方法种树行不通，陶凤
交一边向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们
请教，一边自己在实践中慢慢摸索，终
于找到了一种可以显著提高树苗成活
率的方式，就是野菠萝和木麻黄交替
栽种——第一年先种抗风性强的野菠
萝，第二年再往两排野菠萝之间种上
木麻黄。两年过去，树苗成活率从不
到10%提升到了80%，曾经白得刺眼
的沙漠就此慢慢染上点点新绿。

不过，80%的成活率显然达不到陶
凤交的期望值。她和姐妹们大多已为
人母，从养育孩子的经验中得到启发：
孩子要长得快、长得好，后天养育固然
重要，先天条件也一定不能差。于是，

她们回过头去从育苗入手，通过浸泡幼
苗、使用保水剂等方法，将养育出来的

“大苗”以“深栽”方式埋进沙地……
经过一个冬天少雨的考验，这一

批树苗成活率竟高达97%！望着生
机勃勃的海防林，陶凤交笑了，心中那

“让苗成树、让树成林”的梦想近在眼
前。

值得一提的是，陶凤交等人摸索
出来的“大苗深栽”“先种野菠萝后种
木麻黄”等方法颇具创新性。林业部
门将之在文昌、海口、定安、澄迈等地
推广，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直到最
近几年，还有一些人上门向陶凤交取

“经”种树。
改良种树方法，不仅意味着工作

量会成倍增加——按照“大苗深栽”的
标准，每个树坑至少要有60厘米深
度。为了方便测算，她们就用红线在
铁铲上做了标记。经年累月，每把铁
铲的磨损痕迹都恰好留在约60厘米
的位置。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要种野菠
萝”，是那段时间她们爱说的顺口溜。
陶凤交笑称，野菠萝长满了尖锐的倒
刺，仅有的帆布手套起不到保护作用，

“种一趟野菠萝回来，手掌都被扎开了
花。”

能把“手掌开花”当作笑谈，是因
为在与自然的对抗中，陶凤交和姐妹
们几次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说这些
树是我们用命种出来的，一点也不夸
张。”

陶凤交举例，一次雇船到对岸运
肥，船只几乎被风浪掀翻，她们拼了命
才从海里爬回到岸上······

说起往事，她仍心有余悸。

嬗变，棋子湾畔树起绿色丰碑

晚上8时许，夜幕中的昌化镇归
于沉静，陶凤交也迎来了一天中最放
松的时刻。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陶凤交带领的“植树娘子军”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地挥洒汗水，终于结下
了累累硕果——360余万株木麻黄，
筑起了1.88万亩海防林。该县林业
局局长文继恋介绍，2010年昌江完成

海防林建设任务时，全县海防林面积
超过5.2万亩，由“植树娘子军”完成
的面积占比超过36%。

他说，陶凤交团队种下的海防林，
对棋子湾沿海地区降雨量增加、空气
质量提升等，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当前，棋子湾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生
物多样性凸显，景观层次变得丰富，来
过冬的候鸟越来越多。可以说，“植树
娘子军”用她们的汗水，改变了这一片
地区维持千年的沙漠地貌，创造了海
南生态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给昌化乃至昌江带来
什么？

如今的棋子湾渚清沙白，放眼望
去绿洲成片，十数家大型企业先后来
此投资。今年“五一”期间，位于棋子
湾畔的开元度假村天天客满，500多
间客房供不应求，酒店总经理杜觉祥
说，曾经寂寂无名的海湾已摇身成为
海南西部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陶凤交团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践行者，她们以自己的实践生
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真义。”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黄金城说，对昌江而言，陶凤交团队的
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她们创造了生态
奇迹，也在于她们发扬了“不畏艰难、
勇于创新”的精神，树立了在新时代弘
扬“红色娘子军”精神的典范。这种精
神，激励着昌江干部群众迎难而上、艰
苦奋斗。

海南日报记者在昌化镇看到，为
弘扬“植树娘子军”精神，昌江县委、县
政府建起了“昌江植树娘子军纪念
馆”，用翔实的文字、图片、实物等充分
展示陶凤交团队的先进事迹。一位纪
念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不久，几名
四川游客还从纪念馆一路找到陶凤交
家里，只为了见一见“植树娘子军”的
领头人。

坚守，娘子军精神代代传承

为了配合采访，陶凤交向打零工
的酒店请了半天假。回家前，记者把
桌上没吃完的点心打包给她。她一路
笑着拎在手里，到家便四处寻她的孙
儿：“看奶奶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植树20多年，陶凤交直言亏欠家
人许多。为了不辜负姐妹们的信任，
刚承包工程时她干脆在沙丘上“安寨
扎营”，带着两个半大的孩子住在棚子
里。大儿子刚满15岁，就跟着看圃育
苗；小儿子刚满7岁，就独自在家做
饭，常把米饭煮糊……

最让她觉得歉疚的是，家人没少
因为她种树而遭受非议——驱赶啃咬
树苗的牛群，养牛人闹到家门口；被误
会种树是为了圈地，外村人挑来猪粪
迎头浇下……一份清白、一份清静，是
她唯一能给孩子们的“补偿”。“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满
墙的荣誉，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多
物质上的改变。

“这没什么说的，有手有脚为啥要
靠别人？”刚从林区回来的陶凤交大儿
子晒得黝黑，眼前的两层小楼是他几
年前凑钱盖的，“我和弟弟每次在林区
巡逻都很骄傲。这些树，是我妈和她
的姐妹们一棵一棵种起来的。如今，
到我们兄弟俩去看护它们了。”

和陶凤交的两个儿子一样，文英
娥的儿媳心疼年近80岁的婆婆，一把
扛过了婆婆的铁锹和扁担，把自己的
名字“陈开秋”写在“植树娘子军”的名
单上。年轻的面庞在队伍里多了起
来，人们都说：“‘植树娘子军’后继有
人了。”

崇尚模范、爱护模范的氛围在昌
化镇日益浓郁。该镇党委书记张周胜
介绍，近年来，当地党委和政府不断加
强对陶凤交团队的关心，一方面为她
们保留植树补种工作，一方面为她们
请来医生医治旧疾，在其家人的工作
生活上也尽可能提供帮助。

两个儿子当上护林员，植树事业
后继有人，这让陶凤交颇感欣慰。现
在，尽管海防林的树木量已经饱和，她
和姐妹们还是会不时到海滩上护护
树、补补苗。

她心里始终记着一件事：“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海南视察时，在省
博物馆前跟我握了手，鼓励我继续植
树造林、改善生态。我牢记总书记的
话，会坚持种下去，直到走不动为止。”

2020年1月，陶凤交正式向党组
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现在已经是入党
积极分子了。

（本报石碌5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