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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村庄巡礼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特约记者 方宇杰

山地上种满了橡胶、芒果等，处处
花果飘香、绿意盎然……日前，海南日
报记者走进东方市华侨经济区王外队,
只见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作为原中共昌感县委驻地和抗日
革命根据地，这里已经寻不见当年的硝
烟。但军民合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
迹，仍通过村民的口口相传,保留至今。

生于1937年的王外小学退休教师
林才让说，当时中共昌感县委和琼崖抗
日独立总队二支队选择把驻地放在王
外，是因为这里群众基础好，全村600
多人没有出过一名叛徒，“也因为有村

民的帮助，从八所来犯的日军没能攻克
王外这个根据地，只能派飞机来轰炸。”

据了解，在王外站稳脚跟后，当时
的中共昌感县委在王外驻地陆续建立
起了兵械厂、操练场、财粮仓库、医院、
缝衣社等，吸引越来越多革命队伍进
驻。到1943年，这里已成为我党领导
和指挥琼西南抗日战争的中心。

“当时，山里的革命队伍没有足够
的盐吃，我们村的村民就走20多公里
的路，到海边挑海水回来煮盐给他们。
往往挑满一缸海水，只能煮出一小碗的
盐。”林才让说，因为打仗，当时村民的
生产生活都全部打乱了，但大家还是全
力支持革命队伍，坚定地跟党站在一
起，与侵略者们顽强斗争。

这样“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
优良传统，王外队延续至今。如今，王

外队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翻
开了绿色发展的新篇章。这座曾经闭
塞的黎族村寨，已通上了水泥路，种上
橡胶、芒果、南瓜等经济作物，一到收获
季节，各地收购商云集于此，十分热闹。

“我们村种了3000多亩芒果，1000
多亩的橡胶，村民们的收入很稳定，人
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5000元。”王
外队党支部书记林朝冲说，因为是革命
老区，党和政府对王外队总是十分关
注，排球场、篮球场、文化室、健身器材
等基础设施早已建好。同时，村民们对
党的工作也非常信任，若因道路硬化或
排污管道铺设，需要拆掉一些危房或转
移农作物时，村民们都全力支持。

与此同时，村里小孩的上学问题也
得到了妥善解决。在村里读完小学后，
王外队的孩子们可以全部到位于东方

市城区里的东方市第二思源实验学校
读初中，接受优质教育。

“我们每周来回都有校车接送，在
学校的住宿和学习都不用花钱，每月还
有600元的补贴，够我们吃饭等开销，
不用家人再出钱。”家在王外队的学生
林慧祥，目前在东方市第二思源实验学
校就读初三。他说，学校对他们非常关
心，照顾也很到位，老师还会经常到村
里家访。

“我现在老了，慢慢都走不动了，希
望自己能在村里建起一个纪念馆，把我
们王外的红色革命历史更好地传承下
去。”林才让家里还保存了不少红色文
物，他说，红色革命历史是宝贵的精神
财富，要通过建纪念馆更好地展示出
来，以史鉴今，启迪后人。

（本报八所6月14日电）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王外队：

红色村庄迈向绿色发展

学党史：

2011年6月，廖俊波走马上任福建
省政和县委书记。由于地处闽北山区、
交通闭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
和县经济发展滞后。在廖俊波带领下，
经过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努力，政和县从

“省末位”跨入增长速度“省十佳”，3万
多贫困人口摘掉了“贫帽子”。

2017年3月，廖俊波遇车祸因公殉
职，他的先进事迹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
反响。在媒体的报道中，有一则廖俊波
任职福建省邵武市拿口镇时与女儿的
一段对话——“爸爸，你是拿口镇最大
的人吗？”“不，爸爸是全镇最小的人，因
为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这段对话

感动了无数人。

悟初心：

廖俊波多年前与女儿的这段对话，
至今仍然让人为之动容。甘做“最小的
人”，全心全意办好群众的事，这种精神
品格令人感佩。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是
党员干部必须想清楚弄明白的问题。
廖俊波把自己定位为“最小的人”，所
以，无论是在乡镇、园区，还是在县委、
市政府工作，他都全身心投入，尽最大
努力为当地群众谋利造福。从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抢险救灾的最前沿，到民
生工程、脱贫攻坚的第一线，他“能在现
场就不在会场”，做到了事事带头、时时

带头、处处带头。廖俊波正是用真情和
实干展现了公仆情怀、责任担当，感召
当地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
起推动家园旧貌换新颜。

“小”与“大”里见初心、显本色，见
修为、显境界。党员干部把群众看得
大，就会把自己看得小；把自己看得大，
就会把群众看得小。做“最小的人”，就
是无论什么时候、身处哪个岗位，不论
位有多高、权有多重，都始终把自己看
作群众的勤务员，一心为群众办实事、
谋福利。唯有如此，才能践行好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才能时刻保持头脑清
醒，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反观现
实中少数干部之所以有官僚主义思想，
常常摆出一副“官老爷”做派，原因往往

就在于把自己看得太大，把群众看得太
小，甚至忘掉了自己是谁，不知道应该
为了谁、需要依靠谁。

“天地之间，莫贵于民；悠悠万事，唯
民为大。”“小”与“大”的哲理，应当用心
领悟。做“最小的人”，绝不是故作姿态，
而要付诸行动——见贤思齐，参照榜样，
放下架子，俯下身子，一心为民，念兹在
兹。党员干部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
大事，把群众的难事当作自己的心事，主
动扛起责任、挑起担子，啃下“硬骨头”，
打掉“拦路虎”，就能用真情和实绩赢得
群众的信任，领导群众一起奋斗。而群
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一旦被激发出来，就
会汇聚攻坚克难的无穷伟力，推动各项
事业蓬勃发展，开辟新的境界。

领悟“小”与“大”的哲学
■ 张永生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李 锋，男，1973年 11月出生，
海南东方人，黎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
历，1995年9月参加工作，1994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人大
常委会华侨外事工委办公室主任；江
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挂职）；三沙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
任，三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
长，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人民
政府县长（副厅级），海南国际旅游岛
先行试验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现任
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人
民政府县长（副厅级），拟任海南省民
政厅党组书记，提名为省民政厅厅长
人选，兼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司迺超，男，1976 年 2月出生，
辽宁阜新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
历，在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8年
1月参加工作，2004年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发展与改革厅
机关团委书记，省政府办公厅二处
副处级干部，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

正处级干部，省政协办公厅秘书处
处长，省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
员。现任中共澄迈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县长（副厅级），海南生态
软件园管理局局长，拟任中共澄迈
县委书记（副厅级）。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
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
勤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
以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
方式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
问题，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
守党的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1年 6月 15日至
21日，共5个工作日。

联 系 电 话 ：（0898）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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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
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1年6月11日

公 告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三亚崖州区
日前发布“我为群众办实事”区级事项清
单，所列出的15个大项、26个小项直击
百姓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将进一步
提高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5个大项分别为承接崖州湾科技
城溢出的先进成果、多方位推动与科技
城战略合作，创新文旅发展业态，加强基
础设施保障，着力提升城市形象，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加快形成法治化和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提
高风险预警处置能力，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健康崖州
建设，提升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水平，提高
治理能力和水平，强化能力建设。

具体而言，崖州区将扎实推动崖州
中心渔港环境综合整治，增设三亚寰岛
实验中学；将南滨卫生院升级改造成二
级康养医院；加快推进官沟公园绿地建
设，增加人均公共绿地指标；力争今年
完成500座厕所新建目标，提高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加快建设公办幼儿园，
确保水南、古城等11所公办幼儿园秋
季开园；新建5个村级卫生室，构建30
分钟乡村健康服务圈；有序建设全民健
康步道和健康广场，将区政府体育馆打
造成小型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在梅山大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全民健身活动中
心等。

三亚崖州区发布为民办实事清单

聚焦需求 解决“急难愁盼”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林佳
燕）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在澄迈举办处级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暨党史学习教育培训班。我省交通运输
系统近百名党员干部参加培训。

培训班重在引导我省交通运输系统
党员干部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海南自贸
港建设、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
的各项任务结合起来，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凝聚力量，提供良好交通运输保障。

据了解，培训班通过理论教学、现场
教学、影视教学等方式授课。除开展《琼
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当代价
值》等专题教学外，培训班还组织参培学
员走进解放海南战役决战胜利纪念园、
澄迈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等地，并
观看电影《建党伟业》，传承红色基因，接
受警示教育。

培训班由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该公司制定了培训计划并
全程提供保障，协助活动顺利开展。

省交通运输厅举办培训班，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集中“充电”践行初心使命

本报万城6月14日电（记者袁宇）
万宁市龙滚镇日前启动建设青田岭战斗
遗址纪念园，预计投资60万元，将其打
造成党史学习教育新基地。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6月14日从龙滚镇政府获悉的。

据了解，青田岭战斗遗址位于万宁
市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北麓、龙滚镇和顺
村委会辖区内。1943年冬，琼崖东区军
政委员会主任庄田，指挥琼崖抗日独立
总队三支队采取诱敌入瓮的战术，在青
田岭伏击了来自龙滚端熙炮楼的日、伪

军一部，取得歼敌48人、缴获枪支30多
支的重大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
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琼崖抗日军民的
斗志。

去年10月初，万宁市红色文化研究
会、和顺村委会达成共同出资建设青田
岭战斗遗址纪念园意愿，并撰写了《青田
岭战斗遗址项目策划书》，预期规划项目
用地100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青田岭
战斗遗址纪念广场、纪念亭、六连岭军民
抗日史料陈列展示厅。

万宁启动建设青田岭战斗遗址纪念园

多方携手 保护红色资源

日前，在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党建文化长廊经精心布置，内容丰富，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可以更形象地了解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感受红色文化。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长廊学党史 文化沁人心

为民办实事

◀上接A01版
同时也是全省农村农民参与自贸港建设
的重大机遇。从我本人在三亚博后村
的驻村实践来看，以‘五网’基础设施提
质升级为主要内容的美丽乡村建设是
盘活村内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发展
乡村旅游、接待过夜游客、促进村民增
收的必要前提。”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副教授、我省第一批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李人达说，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三十
三条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推进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建设，实行差别化的自然生
态空间用途管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推进绿色城镇化、美丽乡村建

设。这为省内相关农村持续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法治依
据与制度保障。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的护航下，全省农村也将迎来新的历史
发展机遇。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总经理张
善斌说：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颁布实施，
对于涉旅企业来说，无疑是提振了士
气。未来海昌海洋公园总部战略布局华
南地区、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二期
项目开发建设的整体规划，都将紧密围
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核心要素，积极开
拓发展新局面，深耕海南岛，努力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

以法律保障自贸港发展红利扎实落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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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我们部队又是担当救灾任务的先
锋中队，哪里有洪水我们就先赶到哪
里……”

这封家书的作者是原广州军区某集
团军“塔山守备英雄团”9连战士李向群，
原籍海南琼山市（现为海口市琼山区）东
山镇。一个“又”字，表明李向群在一支尖
兵部队，完成过包括抗洪在内的许多艰险
任务。

1998年8月22日，李向群在长江荆江
抗洪前线光荣牺牲，年仅20岁。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到东山镇采访，
在李向群的一封封家书里，看到他的成长
足迹——从一位家境殷实的“商场老板”，
转变为勇于献身的“抗洪英雄”。

提及李向群的参军经历，其年逾七旬
的父亲李德清仍然记忆犹新，并结合家书
解读儿子成长历程的一些疑问。

——本该经商却为何要入伍？

20世纪90年代，在生意场上打拼多
年的李德清，除了从事服装业，还从事运
输业，家底丰实。李向群参与着产业的经
营管理,但他内心一直向往着军营。

李德清介绍，儿子弃商从戎有多方面
动因：李向群从小喜看解放海南岛等革命
战争片；受到同学参军入伍的激励；以“好
男儿志在四方”为座右铭；家庭的教导和
支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12月，李
向群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入伍后如何适应部队生活？
刚入伍的李向群写给父母的信里，也

有两次说到训练“又苦又累”，但从李向群
的家书里可以看出他在不断进步：

1997年1月10日的家书写道，“我们
团里搞队列比赛，每个新兵不断训练”；

1997年2月10日的家书写道，“这段
时间我可能没空给家里写信”；

1998年1月13日的家书写道，“一天
到晚在野外施工，手上起了泡，但对你们

的儿子来说都已习惯了”……
——怎样提高本领？
习惯成自然，源于平常的锤炼。
李向群在家书里多次报捷：苦练军事

本领，获评全团“训练尖子”“优秀士兵”；
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救过两个孩子和一位
老人，被团里记为一次三等功。

1998年 8月14日，作为抗洪尖兵的
李向群，成为所在团第一批一线入党的
党员。

此后，李向群按照家人回信的要求，
更加“以党员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持续
奋战在抗洪一线，发高烧也不下大堤。别
人一次扛一个沙袋，他咬牙扛两个。他说
自己水性好，抢着潜入漩涡汹涌的水闸下
排险。

1998年8月22日，晕倒在大堤上的李
向群被紧急送医抢救。然而，由于心力衰
竭，肺部大面积出血，这位仅仅8天党龄的
战士走完了短暂却值得被铭记的一生。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

战士李向群家书记录其成长足迹

弃商从戎的“抗洪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