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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琼崖纵队
文物史料展”在省博物馆开幕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刘
瑾）6月30日上午，“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琼崖
纵队文物史料展”开幕式在省博物馆举办。

本次展览从琼崖党组织的建立、琼崖讨逆革
命军、琼崖工农革命军、琼崖工农红军、琼崖抗日
独立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八个历史阶段，通过线
上直播和线下展览的形式，全方位、多平台呈现琼
崖革命二十三年的英雄史诗。展览将展至2022
年2月28日。

自1927年椰子寨战斗打响，到1950年海南全
岛解放，这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身
在天涯心向党，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为海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
勋。红色的名字谱写了光辉的历史，滚烫的鲜血
铸就了英勇的丰碑，时光回溯，观众得以在“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琼崖纵队文物史料展”中，回望
革命先辈书写“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

本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旅文厅、共青
团海南省委主办，海南省博物馆承办。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出席开幕式并
宣布展览开幕。

省委办公厅到琼中开展
“七一”走访慰问老党员活动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根据省委统一安排，近日，省委常委、
秘书长孙大海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走访慰问老
党员，代表省委向为海南发展作出贡献的老同志
们送去节日问候与祝福。

在中平镇南坵村，孙大海先后看望慰问了92
岁的王仕顺和68岁的王兴梅两名老党员。“身体
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孙大海与他
们坐在一起拉家常，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健康
状况，感谢老党员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几十年如一
日为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农村建设和人民群众
的幸福生活作出积极贡献，祝福他们健康长寿、生
活幸福。他还叮嘱当地有关部门多关心关爱老党
员，让他们安享晚年。

随后，孙大海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为南坵村的
党员群众代表上了一堂接地气的党课。他表示，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取得辉煌成就，海
南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蓬勃展开，是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海南的结果，也离不
开广大老党员的辛勤付出。党员干部要学习和发
扬老党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干担当，
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以“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为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检察院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对标先进模范
展现检察担当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杨帆）日前，省
检察院召开省院机关庆祝建党100周年“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为荣获2020—2021年度省院机关
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
颁奖，动员全省检察干警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
超先进，奋力谱写新时代检察事业发展新篇章。

会议强调，要对标先进模范，学习他们对党忠
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质，确保检察工作正确的政
治方向；学习他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坚定立
场，努力在服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
建设中展现检察担当；学习他们牢记宗旨、服务群
众的为民情怀，立足检察职能抓好“检察为民办实
事”活动，努力提供更多更优的法治产品、检察产
品；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廉洁从检的纪律意识，守
住廉洁从检的底线，树立新时代人民检察官的良
好形象；学习他们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奋斗精
神，始终保持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毅出席会议并
讲话。

省高院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

做党和人民信任的
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人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崔善红）6月30日，省高院召开“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颁发仪式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会上，省高院向朱春花等6位老党员代表颁发
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省高院机关2021年
度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代表颁发奖牌和证书。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先
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作交流发言。

会议就如何做好新时代党和人民信任的法院
人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永远做永不褪色的好党员，
切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二是永远做党和人民信任的忠
诚、干净、担当的法院人，始终坚持党对司法工作
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三是
永远做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排头兵，解放思想、敢闯
敢试、大胆创新，切实抓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海南自贸港法院建设五年规划》的任务落实。

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凤超出席会议并
讲话。

本报讯 百年恰风华，琼州踏新
程。“七一”临近，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
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活动丰富多彩

6月30日晚，海口市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永远跟党走”群
众文艺晚会在万绿园举行。晚会在
大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
幕，来自海口市群艺馆、阳光合唱团、
海南兰心爱乐合唱团的360名演员
激情开唱。

舞蹈、朗诵、时装秀、京剧、琼剧、
相声、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
中还不时穿插有奖问答环节，将现场
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当天上午，海口市琼山区委举办
“七一”表彰大会。表彰100名优秀共
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30个
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10名老党员代
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6月30日上午，省国资委在海口
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省
国资系统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
式。1000名国资系统新党员肃立在
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省国资委党委班
子成员向革命先烈敬献花圈，并向革
命烈士纪念碑三鞠躬，全体人员集体
默哀一分钟，缅怀革命烈士。在集体
宣誓仪式上，1000名新党员举起右
手，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
宣誓。

6月29日9时许，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主题快闪活动。由机场管理者、工
作人员、学生等组成的合唱团深情演
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
曲在机场T1航站楼响起，吸引许多旅
客驻足观看。

参加快闪活动的相关人员全力
投入，从每一个动作的编排，到每一
句歌词的演绎，再到每一个镜头的表
达，都认真设计、打磨，力争呈现出最
好的效果。

6 月 28 日晚，党旗飘扬东方红
——东方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文艺晚会在新建成的东方市文化
广场东方大剧院外场广场隆重举行，
6000余人在现场观看了演出。

整场晚会以团结、奋进、喜庆、祥
和为基调，共展演了20多个文艺节
目。分为“红色东方”“锦绣东方”“潮
涌东方”3个篇章，通过情景歌舞、时
空对话、快闪、音舞诗画、小组唱、大
合唱、VCR展播等艺术形式，献上了
一场视觉盛宴，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波
澜壮阔的百年征程和新时代东方人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爱党爱国的
情怀。

6月 30 日晚，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合唱在该县影剧院举行。各代
表队先后登台，演唱了《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
听》《我和我的祖国》《社会主义好》
《不忘初心》等经典红色歌曲和现代
主旋律歌曲。参加大合唱的共有22
支代表队、1156人，他们中既有县直
机关公务员、乡镇干部，也有农场职
工、离退休干部、学生、“候鸟”老
人。大家一起用歌声歌颂党的百
年丰功伟绩，表达对美好新生活的
向往。

6月27日、28日连续两晚，乐东
黎族自治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文艺晚会和大合唱比赛先后在该
县民族文化体育广场举行。在大合唱
比赛中，该县17个单位的合唱团先后
登台，分别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十六字令三首》《共产党人好比
种子》《迎风飘扬的旗》《我和我的祖
国》等歌曲。文艺晚会紧扣“永远跟党
走”主题，演出形式丰富多彩，既有情
景舞蹈，又有互动采访，既有红歌串
烧，又有崖州民歌。展示了乐东人民
的幸福生活，表达了乐东人民永远跟
党走的坚定信念。

6月29日晚，海南师范大学举办
“百年奋进铸辉煌，师生同心续华章”
文艺晚会暨“七一”表彰会，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晚会现场举行
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和“两优一先”表彰仪式，为该校“光荣
在党50年”老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颁奖。随后，新老党员代表在该校党
委负责人的带领下面向党旗重温入党
誓词。

丹青书盛世，翰墨颂党恩。6月
28日，万宁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石梅湾书画艺
术馆开展，100幅书画作品为书画爱
好者献上一场视觉盛宴。

此次展出的书画作品中不乏结合
历史事件和万宁本土文化创作的作
品，比如中国画《红船颂》《英雄赞歌》
《和乐渔村》《榕树下唱红歌》等。书画
创作者们以笔墨传情，构建出丰富多
彩的线条和画面，作品气韵生动、磅礴
有力。

6月30日，临高县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解放
海南岛渡海战役纪念馆举办。据了
解，本次书画作品展主题是“红色记
忆，百年华章”，共展出临高各部门、
各单位书画爱好者的108幅作品，通
过书画的形式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征程，反映临高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砥砺奋进创造美好幸福生
活的不凡历程。“看完这些书画作品，
很有收获。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听党话、感

党恩，坚定不移跟党走。”临高市民王
泽师说。

6月29日，澄迈县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琼剧比赛在金江镇迈
山咖啡农庄举行。参赛选手围绕“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海南自贸港
建设”等主题，编唱了《颂党说恩百年
歌飞扬》《寿乡颂党恩》《歌声赞颂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海南自贸港 响震全
琼州》等曲目，表达对党的感恩之情，
礼赞伟大时代。

氛围喜庆热烈

经过45天的紧张施工，6月 30
日，东方首个以党建文化为主题的公
园——东方市党史文化公园竣工投
入使用。据了解，东方市党史文化公
园位于东方大道、东海路、公园街三
条道路之间的三角地带，原名三角公
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东方启动了三角公园绿化改造工
程，对原公园进行提质改造。设计
上，以党史为魂，将党的百年辉煌融
入景观文化中，建成集红色文化传
播、生态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群众性
文化场所。

“我们在公园里规划建设了党史
长廊、中国共产党百年人物等主题展
示区，这也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一项具体措施。”东方市市政园林环
卫事务中心工程师周秀翠介绍。

“凝心聚力学党史 砥砺前行强党
性”“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
局”……6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定安县定城镇看到，各条街道装扮得
十分喜庆，一组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的宣传海报亮相街头，吸
引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定城镇见龙
大道、兴安大道等主干道上，印有党史
相关内容的道旗组成了一道红色风景
线。G98高速路口的LED大屏上，24
小时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标语，一块块印有党徽、

“100”“1921—2021”等的标识牌更
是让人眼前一亮。

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该县提前谋划，充分利用电子
屏、户外广告牌、路灯、公交车等宣传
载体，营造出喜庆的氛围。

连日来，海口有关单位在市区主
要道路两旁及其他区域累计地栽和摆
设鲜花75万盆，并搭配设置主题绿雕
10个，进一步美化市容环境，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据介绍，绿
化工人已在长滨路、滨江路、国兴大道
等主要道路两旁地栽和摆设鲜花，品
种主要有孔雀草、香彩雀、羽状鸡冠
花、多头鸡冠花、千日红、本地长春花、
皇帝菊、百日草等。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致敬百年征程 礼赞伟大时代

6月28日晚，“不忘初心听党话 牢记使命跟党走”南海社区、榆港
社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在三亚市天涯区疍家文化
馆旁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6月30日晚，由海口市龙华区打造的全省首个音诗画AR光影秀《钟楼·红色恋歌》在钟楼上演，借助实景+线上AR光影
技术呈现精彩画面，礼赞幸福美好新时代。 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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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在东方市城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宣传海
报和景观等，营造出喜庆的气氛。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6月27日，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迈湾枢纽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部，
党员职工在阅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等书籍。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