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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女画家协会美术作品展开展

赞颂党的光辉历程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昂颖）6月8日，第

五届海南省女画家协会美术作品展在海南省书画
院开展，展期为6月8日至14日。此次展出的女
性画家作品共88幅，以山水画、油画、人物画为
主，题材丰富，气韵生动，形神兼备。

参展的82位海南女画家涵盖老中青三代，既
有美术界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新
人。她们用笔墨丹青描绘多彩琼岛，每一幅作品
都是女画家们多年来深入海南生活、艺术实践和
不断积累的写照。

此外，展览特邀名家陈桂香的中国画《渔汛
季》、邓子芳的中国画《南国山居图》、陈茂叶的中
国画《红椰果》、乔德龙的中国画《春夏秋冬》、傅世
林的中国画《贺知章回乡偶书诗意》、阮江华的中
国画《万泉和鸣》等作品参展。

此次画展以“巾帼心向党 奋进自贸港”为主
题，以赞颂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
功自贸港为主线，饱含着海南女画家对党的深情
和对家国的祝福，蕴含着海南自贸港文艺工作者
独有的文化内涵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此次展览由海南省妇女联合会、海南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海南省美术家协会、海南省女画家
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

我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洗礼
本报讯（记者昂颖 特约记者何光兴）近日，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推动我省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海南省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组织40余名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前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起义纪念园举
办红色教育活动，从党史中汲取开拓前行的智慧
和力量。

在白沙起义塑像前，全体人员庄严肃立，向为
祖国和人民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随后，大家集
体参观白沙起义纪念馆，聆听讲解员讲述白沙起
义艰辛而光辉的革命战斗历程，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洗礼，切身感受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崇高理想、
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进
一步增强“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参加活动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纷纷表示，将
进一步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奋斗历程和
伟大成就鼓舞斗志，发扬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传承好革命先辈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理想，发挥
好自身优势，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奋斗姿态和更加昂
扬的精神风貌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国热科院创新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热带农业科技创新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刘

倩）把课堂“搬”到农业科技博览园和展览馆；院长
书记巡回讲党课；以边走边讲、边看边谈的方式，
分别向干部职工、院属各单位离退休老同志代表
和团员青年代表讲党史院史……连日来，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热科院）创新党课形
式，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以激励全院干部职工
把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爱院如家、爱岗敬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中国热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热科院有
着悠久厚重的历史，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不断壮
大。要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学思践悟，提升政治自觉。热带农业科技工作者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把学习教育同推动院所改
革创新结合起来，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
动热带农业科技创新的具体行动。

中国热科院广大干部职工表示，通过聆听党
课，学习党史、院史，在实践中体验，深受鼓舞和倍
感自豪，更加坚定了对院所创新发展的信心决心，
立志做热作事业的种子，在中国热区和世界热区
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努力为热带农业科
技创新事业贡献力量。

省资规厅举办“永远跟党走”朗诵比赛

朗诵红色经典佳作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李晓璇 廖欣欣）

日前，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举办“永远跟党走”朗
诵比赛，旨在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做好群众
性主题宣传教育。

省资规厅各处室（局）及所属各基层党支部积
极报名参加朗诵比赛，从40个党支部中选拔出
25个党支部，最终组成17支参赛队伍，以党建领
航自贸港，资规奋楫勇争先“永远跟党走”为主题，
紧紧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追
寻党的光辉足迹、讴歌党的丰功伟绩、歌颂党的优
秀儿女、抒发对党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以饱满高涨
的爱党爱国热情精心构思、打磨和表演作品。

《南湖的红船》《坚定理想信念，永远跟党走》
《党旗颂》《长征颂歌》《百年赞歌献给党》《我的祖
国》《可爱的中国》《继续前进》……各参赛队伍通
过朗诵红色经典佳作，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
爱之情。现场观众表示，要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增
进了解和相互学习，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进一步营造
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的浓厚氛围，为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不懈努力奋斗。

■ 魏燕

学党史：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

普通而又特殊的共产党员：扛起钢枪
是一名勇猛的战士，拿起锄头则是一
位农事娴熟的农民，他就是共和国开
国将军甘祖昌。甘祖昌1927年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戎马倥偬29年，南
征北战，英勇奋斗，数受重伤，屡立功
勋，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两年
后，他毅然解甲归田，带着全家回到老
家，种田当农民，投入建设家乡的劳
动。几十年间，除了生病、外出开会以
外，甘祖昌几乎天天和农民们一起参
加生产劳动，共建起了3座水库、4座
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
长的渠道……甘祖昌生活十分节俭，
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
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却把三分之
二的工资用来修水利、建校舍、扶贫济

困，去世后留给妻儿的唯一遗产，是一
只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着他在1955
年荣获的3枚勋章。

悟初心：
从农民到将军，甘祖昌出生入死、

英勇奋斗，将信仰铸就在血与火的战
场上；从将军到农民，甘祖昌投身家
乡、奉献乡梓，把初心播撒在田野山林
间。甘祖昌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
生，他不计得失，不图享受，兢兢业业，
一心为公，把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光
和热，毫无保留地散发在为理想而奋

斗的路上。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支持甘祖昌一以贯之保持艰苦奋斗作
风的动力，正是他对信仰的无限忠诚，
对共产党人初心的坚守。“只要我的心
脏还能跳动，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一
定为建设一个幸福的农村贡献自己的
力量。”甘祖昌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革
命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让
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他脱下军装和
乡亲们吃住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
一如当年带兵打仗一样，不摆架子，身

体力行，为家乡群众过上幸福小康生活
打下了坚实基础，用为民谋利，诠释、践
行了自己的赤诚初心。

甘祖昌坚守初心、艰苦奋斗的精
神永不过时、历久弥新，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更具特殊意义。当前，海南正在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是
一项长期、艰巨的重大使命。我们要
从甘祖昌等革命前辈身上汲取力量，
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
进取精神，兢兢业业，砥砺前行，为建
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自贸港作出应
有奉献。

将军当农民 炽热为民心

本报那大6月8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罗鑫）6月8日，
儋州市“唱党史山歌·品红色家书·诵
爱国诗篇”暨“四史”宣传教育在那大
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

当天上午9时，儋州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热闹起来，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唱党史山歌·品红色家书·诵
爱国诗篇”暨“四史”宣传教育吸引
众多市民关注。儋州市的山歌手演
唱《百年奋斗路，百首山歌情》中的
多首经典山歌，青年宣讲队诵读
《红色家书》经典篇章，儋州吟诵协
会的代表诵读爱国主义诗歌，“五

老”干部代表唐卓昌讲党在儋州的
历史足迹。

儋州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梁定中说，在前期组织
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党校教师开展
宣讲的基础上，重点策划基层宣讲
活动，再组建7支特色宣讲队伍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开展分众化、对象
化、互动化宣讲，其中的“五老”宣讲
团将深入镇、学校、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等，讲述儋州的党史故事；
山歌宣讲团以百首党史山歌为媒，
传唱建党百年辉煌；“网红”宣讲队

将录制党史微视频，在抖音等平台
为群众讲述红色家书故事；松果宣
讲队（百姓宣讲）组织社团成员以辩
论赛、演红色话剧、红歌大合唱、书
籍分享、党史故事会等形式，开展党
史专题宣讲；乡村振兴工作队以“诵
红色家书、讲党史故事、说儋州历
史”等形式为包点村（社区、居）开展
专题宣讲；青年宣讲团通过朗诵诗
歌、场景演绎、问答互动等形式，加
深群众对“四史”的理解；党史山歌
剧宣讲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
剧、小品等巡回演出方式，推动学习

“四史”。

儋州“唱党史山歌·品红色家书·诵爱国诗篇”暨“四史”宣传教育启动

传播红色文化 歌颂党和祖国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在家门口
就能听到党课、听到红色娘子军精神
时，我们的心情很激动。”近日，一场
讲述红色党史故事的党课在琼海市
阳江镇岭下村开讲，岭下村党员庞启
彬激动地说，这样一场红色党课，让
他和群众了解到了更多琼海当地的
红色故事。

“红色娘子军英勇无比，流血、牺
牲，都挡不住她们革命的脚步！”夏日
微风徐徐，椰子树婆娑而动。绿荫

下，主讲人激情澎湃，村民的情绪也
随之高涨。阳江镇是红色娘子军诞
生的地方，主讲人用生动的话语，再
次向村民还原了这支女子军为全琼
武装斗争作出的贡献。

把党史学习教育送到基层，向群
众宣讲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艰
辛历程和辉煌事迹，是琼海市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组织开展各
类特色鲜明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以丰
富的活动引导群众学党史、颂党恩、

跟党走的举措之一。
为赓续红色血脉，传播本土红色

文化，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琼
海市还组织发动党员干部、青少年学
生等数千人到杨善集纪念园、椰子寨
战斗遗址、周士第将军纪念馆等地，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时组织“打卡
红色景点”活动，在抖音、快手等网络
平台开设话题，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走
进琼海市红色景点，拍摄短视频，述
说对党的感恩祝福。

琼海将红色党课送到基层

依托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沈建图、黄作梅、李丙衡……”知
名青年演员刘梦珂眼含热泪，把在“克
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罹难的新中国
第一批外交使者的名字一个个念了出
来，在场学子无不动容。

庆祝建党100周年，海口经济学
院华都影视学院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专
业教学相结合，开展“观经典影视·学
百年党史”系列活动，邀请革命历史题
材经典影视作品主创到校与同学们面
对面交流。

6月7日下午，海口经济学院华
都影视学院表演专业的“观经典影
视·学百年党史”主题班会上，刘梦
珂作为表演专业明星班长，结合自
己主演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
《绝密使命》《中流击水》《外交风
云》，为同学们讲述相关历史事件和
革命人物。

刘梦珂说，无论是《绝密使命》
中的地下交通员谢秋莲，还是《中流
击水》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
还是《外交风云》中的新中国首批外
交官的代表“凌雁”，都让她在表演
的过程中获得了心灵的洗礼，“真正
体会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牺牲精神和无
私境界。”

谈到“凌雁”这个角色时，刘梦珂
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批外交官为了

给国家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建设环
境，鞠躬尽瘁甚至付出了生命。她动
情地说：“我们如今幸福安定的生活，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
各族人民，不断英勇奋斗甚至流血牺
牲换来的。”

班会的最后，刘梦珂还带领同学
们一起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
发表的重要讲话，鼓励同学们加强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她说：“影视艺术有
具象的视听语言和通俗的表达方式，
更容易让人们接受、认同和感动。影
视作品就是国家的形象宣传片。我们
一定要学会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

据介绍，华都影视学院是海南省
示范应用型本科高校——海口经济学
院所属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全日
制影视学院，2020年招生以来推出了
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如采用“双师双
语”即“行业导师加专业教师，中文加
英文教学”模式，开办“影响视界大讲
堂”，邀请到包括奥斯卡奖最佳艺术指
导罗杰·克里斯蒂安，加拿大著名编剧
迪恩·伯恩斯，以及康健民、宋方金、孙
维民、车径行、郑凯南、詹晓南等一大
批国内知名编剧、导演、演员现场教学
或网络授课，已经初步形成了精品特
色课程。

（本报海口6月8日讯）

海经院华都影视学院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专业教学相结合

重温经典影视
真正学思践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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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影视经典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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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党课红色党课

6月8日晚，由省旅文厅组织的红色经典演出暨“永远跟党走”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海南省百场文化惠民活动之中央民族乐团《唱
支心歌给党听》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为琼岛观众献上了一场
视听盛宴。 本报记者 赵优/文 本报记者 袁琛/图

6月8日，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的党员干部聆听关于白沙起义战斗历程的讲解，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洗礼。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激情放歌

浓情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