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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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编者按

6 月 29 日，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潭门海上民兵连副连长王书茂获颁
“七一勋章”。本报自今日起开设专栏，
推出系列报道，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讲述王书茂及其渔民团队为国护海的动人故事，展示他们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
的崇高精神，
大力营造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王书茂带领渔民建设南海岛礁，
留下“三代同堂建设南沙”佳话

“为国护海”刻入骨髓
“七一勋章”获得者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刘梦晓
实习生 邢慧瑜
盛夏正午，烈日当空。7 月 5 日
12 时许，琼海市潭门镇的街道上，一
辆摩托车突突驶过。
“茂公回家啊？
“
”回家！”
骑车的男
子皮肤黝黑、身材壮硕，所到之处总有
人热情招呼。他们口中的“茂公”，是
镇上的
“大忙人”
——潭门镇潭门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潭门海上民
兵连副连长王书茂。
6 月 29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向
他 颁 授 党 内 最 高 荣 誉 ——
“七一勋
章”
。在王书茂看来，这是党中央对海
洋维权的高度重视，对海南党员的高
度认可，对海南渔民的深切关怀。

“我们从未放弃对‘祖
宗海’
的耕耘和守护”
回 到 潭 门 这 几 天 ，王 书 茂 马 不
停蹄。
7月5日，
他先是到基层宣讲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随后赶到镇政府参加会议，而后
回到村委会忙工作。
即便很忙，
王书茂还是抽出时间回
家和渔民兄弟一起吃午餐。这些年，
他心里最牵挂的是渔民兄弟，
最喜欢做
的事是跟他们一起钻进颠簸的船舱，
一路向南驶向他们心中的
“祖宗海”
。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潭门渔民
对南海有着最深厚的感情。”王书茂
1956 年在潭门村出生，18 岁起跟随
父辈闯荡南海。1985 年南沙渔业生
产恢复时，他便是最早一批到那里出
海的渔民之一。说起往事，他十分自
豪：
“ 那时生产队可不是谁都能参加
的，必须通过思想政治、身体素质等考
察，才能坐上开往南沙的渔船。”
王书茂还记得，当时出海的船只
和装备十分简陋，一艘小木船加上一
本手抄的南海更路簿，维系着一船渔
民的生计和性命。遇到暗流和风浪，
船只可能失去方向，渔民只能通过观
察飞鸟行迹或爬上桅杆瞭望来判断陆
地的方向。
尽管小心翼翼，还是有许多渔民
在南海作业的过程中献出生命。在潭
门偏僻的海边，衣冠冢一座连着一座，
那是他们留给家人最后的念想。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们从未放
弃对
‘祖宗海’
的耕耘和守护。”
王书茂
说，
“为国护海”这 4 个字，早已刻入潭
门渔民的骨子里。

“我们的根在船上，祖
国就是我们的靠山”
“为国护海”，需要战天斗浪的勇
气，更需要寸土不让的骨气。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潭门渔民
的正常作业经常遭到部分周边国家的
无理驱赶、袭扰和抓扣，要求他们在所
谓的
“认罪书”
上签字。

王书茂回忆，有一次，6 艘潭门渔
船被某国扣押，
“ 船老大”们面对威逼
利诱，无一人俯首“认罪”，
“ 他们联名
写信、按下手印，宣誓：宁愿把牢底坐
穿，也绝不做卖国贼！”
一次次被无理抓扣激发着潭门人
骨子里的爱国之情，他们积极踊跃加
入民兵连，投身南海维权斗争、南沙岛
礁建设——
1996 年 ，王 书 茂 发 现 某 国 人 员
欲侵犯我国某无人岛礁，于是带领民
兵 连 弟 兄 坚 守 岛 礁 7 天 7 夜 ；2014
年，他又率领民兵连 10 艘渔船共 200
多名民兵骨干，守护我钻井平台。他
的入党申请书，就是在南沙的岛礁上
写下的。
“我们也是血肉之躯，面对枪支炮
弹哪有不怕的？但我们不能退却、不
能认输。我们的根在船上，祖国就是
我们的靠山！”让王书茂倍感荣耀的
是，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海南时，专门到潭门看望渔民群众，并
慰问潭门海上民兵连。民兵们都说，
这就是党中央对潭门渔民舍身护海的
充分肯定。

“就是把命丢了，也要
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凭借对南海风浪、岛礁极为熟悉
的优势，潭门海上民兵连一直是南海
岛礁建设的重要力量。
南海岛礁建设启动以来，王书茂
不仅主动请缨，成为
“渔民建设南沙岛
礁第一人”
，还带领家人和渔民们一起
开船运送建筑材料，留下了
“三代同堂
建设南沙”
的佳话。

山峦苍翠、竹海绵延、百姓安居乐业……走进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人们常常感慨于村中一幕幕
和谐画面。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村的生态破
坏很严重。当时，
靠着山上优质的石灰岩，
余村人
开山采矿，自办水泥厂，成为安吉县远近闻名的
“首富村”
。在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状况下，
余
村人虽然鼓了腰包，但烟尘漫天、污水横流，生态
环境千疮百孔。最终，余村人决心关停矿厂，寻求
生态旅游发展路径。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来到余村调研，高度评价了余村的绿色发
展之路，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种下一分绿，
守住千番景，余村的生
态富民之路越走越宽。

悟初心：

7 月 5 日，
琼海市潭门镇，
“七一勋章”
获得者王书茂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参与建礁使命光荣，王书茂说，大
家每次都豁出命地干。南沙风浪大、
礁盘小，有的岛礁甚至连负重一吨的
小艇都无法靠泊，一包 50 公斤的水泥
从海南本岛运过去要转驳 4 次至 5
次。为了缩短工期，渔民们连续半年
没有回家，每天从清晨干到深夜，吃饭
都实行
“轮班制”。
“说到吃饭，这也是一个考验。”
王
书茂说，有时海上气象条件不好，补给
船 20 多天才来一趟，
“ 有水少米的时
候，
就煮清水稀饭；
有米没水的时候，
就
接雨水煮饭，
再苦大家都能挺过去。
”
有一件事，王书茂时隔多年仍心
有余悸。1998 年的一天，他和其他渔
民驾驶渔船运送建设岛礁的物资时突
遇 9 级狂风，4 米多高的海浪猛烈地击
打着木船。船头迎着浪头，在海上漂

了 4 天 4 夜，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
“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是把命丢
了，也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王书茂说，30 多年来，潭门海上民兵
连全身心扑在岛礁建设上，累计出动
渔船 800 多批次，运送各类建材 400
多万吨，协助完成了多项岛礁施工任
务。南沙的多个岛礁上，留下了潭门
渔民的足迹和汗水。
这几天，王书茂每每到基层宣讲，
第一件事就是传达习近平总书记为其
授勋时，请他转给潭门渔民的殷切嘱
托，
“ 总书记要求我们继续出海，一边
闯海打鱼，一边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
我代表潭门渔民郑重地接受了这一神
圣使命。
”
（本报嘉积 7 月 5 日电）

王书茂及其渔民团队系列报道①

“拓荒”修史心无旁骛
7 月 5 日下午，海南大学图书馆三
楼一间工作室里，刚刚荣获
“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
称号的老教授周伟民正伏案
研读史料。1995 年退休以来，周伟民
和同为海南大学教授的妻子唐玲玲，
只
要不做田野调查，不去参会讲学，几乎
都
“泡”
在工作室里。从 50 多岁到耄耋
之年，寒暑不易、节假不休，两位老人
把全部时光奉献给了海南历史研究。
“研究工作是做不完的，可人的生
命是有限的，对我们两个老人来说，当
下的每一天都很宝贵。”周伟民说，作
为一名有着超过 50 年党龄的共产党
员，他一直告诫自己，心中要有“五个
有”——有党、有人民、有信仰、有戒
备、有责任。

——《海南黎峒习俗考略》
《海南家谱
研究和海外移民实录》……一部部专
著先后面世，一个个海南文史“密码”
被渐次破解。尤其是，2018 年出版的
《海南通史》
（前五卷本，第六卷在审稿
中），是研究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
著和材料。
在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中，不得
不提的还有周伟民、唐玲玲对
“南海更
路簿”的探寻。他们用辛苦收集而来
的 86 幅海南老船长用过的大型南海
海图、数十件
“更路簿”
原件、数十位老
船长的口述历史等，编写了《南海天书
——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等著
作，展示了中国渔民探索开发利用南
海的历史铁证。
谈及刚刚获得的“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
称号，周伟民直言：
“这不是我个
人的荣誉，而是海南大学乃至海南全
省共产党员的荣誉。”目前，他正着力
于南海海域研究，计划编纂《更路簿影

将推出现代革命琼剧
《第一面国旗》

周伟民。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印本》多卷本，撰写《风帆南海 600 年
——海南渔民发出维护南海海洋生态
和主权的声音》一书，
“ 我要在有生之
年坚持信仰，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多贡
献。
”
（本报海口 7 月 5 日讯）

海南民政系统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 自 今 年 5 月 1 日 起 将 全 省（海
口、三亚除外）农村低保标准从 350
元/月提高至 425 元/月；在全省建成
启用 66 个乡镇（街道）社工站，聚焦社
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关爱保护、社
区治理、社会事务 5 大服务领域，提升
服务水平……”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省民政
厅采取有力措施深化学思践悟，注重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作风整顿建设深度
融合，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力求学深悟透
今年 3 月以来，省民政厅党组 11
次组织开展党史集中学习，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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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学习党的
百年奋斗史，真正做到先学一步、学深
一层。
省民政厅先后邀请 4 名专家学者
为全厅党员干部作“百年大党的光辉
历程”
“ 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启示”等
专题辅导，各支部组织党员干部专题
学习《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等，发动支部书记讲微党课，鼓
励党员利用
“学习强国”
“共产党员网”
等线上资源及时跟进学。
自 5 月 13 日起，开展为期半个月
的读书班活动，通过专题理论辅导、主
题研讨交流、党史知识测试、诗歌朗诵
比赛、现场体验教育、学习心得展评等
多种形式，引导厅机关、直属单位全体
党员干部职工学党史、悟思想，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
省
民政厅注重用好三类资源、
抓好三个结

合、
采取三种形式，
即用好书籍资料、
专
家学者、
史馆文物三类资源，把百年党
史与民政工作史、海南改革开放史结
合起来，采取党组带头学、支部集中
学、个人自学三种形式，不断深化党员
干部职工对党史的认识、理解、把握。

接受红色思想洗礼
按照省委关于开展
“清明祭英烈”
活动的部署要求，今年清明节，省民政
厅开展
“祭英烈”
主题党日活动，
各党支
部组织党员分别到位于临高县的海南
解放公园、澄迈玉包港登陆作战纪念
碑、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海口人
民公园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地祭奠英烈。
6 月 7 日，省民政厅组织全厅党员
干部赴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开展
以“寻找红色记忆，讲好红色故事，接
受红色教育”
为主题的党日活动，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琼崖革命斗争
“二十三
年红旗不倒”
的精神血脉。
5 月 16 日至 29 日，结合全省民政
系统党员干部建设自贸港综合能力提
升培训班分 2 期开展党史专题培训，
邀
请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作党史专题讲座，
组织党员干部到浙江嘉兴南湖开展实
地见学，从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引导
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
以更加昂扬奋
进的姿态推动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
成为海
南民政系统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

办实事解民忧惠民生
省民政厅通过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性
质、宗旨、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厚
植为民情怀。
该厅以
“办实事、解难题、送温暖”

■■■■■

为主题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
动。自今年 5 月 1 日起将全省（海口、
三亚除外）农村低保标准从 350 元/月
提高至 425 元/月，惠及 13.8 万农村低
保对象；
在全省建成启用 66 个乡镇（街
道）社工站，聚焦社会救助、养老服务、
儿童关爱保护、社区治理、社会事务 5
大服务领域，打通便民服务
“最后一公
里”；海口、三亚婚姻登记已实现全省
通办；依托海南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和“码上办事”APP，实现“高龄老人
津贴领取”
网上办、
掌上办、
亲属代办。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该厅将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
机，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新举措。具
体包括：深入推进婚姻登记机构规范
化建设和婚俗领域改革；规范社工站
建设，完善“1+1+5+X”服务体系；大
力开展“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
等。
（本报海口 7 月 5 日讯）

本报定城 7 月 5 日电 （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毛景慧）海南日报记者 7 月 5 日从定安县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该县将结合
“琼剧之
乡”
特色，
推出大型现代革命琼剧《第一面国旗》。
该剧分为电报、接收、送电、织旗 4 个部分，以
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了海南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背
后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在故事中，
琼崖西区地委
电台台长王贵接到上级任务，
要求他接收由新华社
发来的“国旗制作法”说明电报，以便制作五星红
旗。为了接到电报并将电报信息安全送达，王贵
和战友们历尽艰险，机智地躲过国民党一次又一
次追剿，最终在黎族群众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任务，
让海南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目前我们还在对作品进行最后的打磨，演员
们正加紧排练，
争取近期在海口首演。
”
定安琼剧团
团长黄茂安介绍。
定安享有
“琼剧之乡”
的美誉。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以来，该县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琼剧这一艺术
形式结合起来，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临高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肖海军

余村不仅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更是“两
山”
理念成功实践的生动范例。昔日，
矿山经济鼓
的是腰包，
毁的是山林，
村民过的是尘土飞扬的日
子；如今，走绿色发展之路让矿山变成了花园，既
美了乡村，
又富了百姓，
村民幸福感倍增。余村之
所以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就在于及时转变了观
念，
深刻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价值，
做到了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其转型发展之路充分说
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同时，
余村经验也告诫我们，
在任何时候经济
发展都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当然，
转型难免经历阵痛，
余村也不例外。在
关闭矿厂、
增绿复绿之初，
余村面临集体收入大幅
下降等困境，不少村民不得不外出就业。在这种
情形下，当地何以保持住了定力，坚决不走“以污
染换发展”
的老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在于余村
有一个好支部，有一个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坚
强战斗堡垒。一个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能够带
领群众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下定决心、铆足干
劲，
切实做好各项打基础、
利长远的工作，
确保“两
山”
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产生实效。余村的转型之
路，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村发展得好不
好，
关键就看支部战斗力强不强。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发展的最大本
钱。作为“两山”
理念发源地，
余村的发展实践，
对
海南而言，
同样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
海南高度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将其列为广大干部群众必须
铭于心、
践于行的“国之大者”，
以最严举措整治生
态环境，目的就是为了高质量建好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
更好造福广大群众。前进之路上，
只有拿
出余村那样的定力、韧劲，借鉴其有益经验，着眼
长远、坚定不移、久久为功，将“两山”理念不折不
扣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才能实现绿色、健康、可
持续发展，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海南的发展优势。

定安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李康龙

之又少。
来到海南后，周伟民、唐玲玲决心
拓荒修史，为他们的新家园填补上区
域史研究的空白。
“ 拓荒”谈何容易？
半生心血都倾注于研究海南历史
周伟民和唐玲玲一边收集史料、文献，
和文化，但周伟民和唐玲玲原本并不
一边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以期用生
是海南人。1953 年，周伟民进入中山
动的笔墨传递严谨的史实，带领读者
大学中文系学习，1957 年以后在华中
“回到历史现场”
。
师范大学任教。
20 年前赴白沙黎族自治县高峰村
1987 年，苏轼诞辰 890 周年学术
（现已搬迁）开展田野调查的情景，
令周
研讨会在海南儋州举行。时任华中师
伟民印象深刻。那时前往高峰村，
可以
范大学教授、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的
说是逢山无路、遇水无桥。一路上，他
唐玲玲应邀出席。那次访琼，让唐玲
边走边捡拾石子、采摘树叶计数，到村
玲对苏东坡那句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
里掏出来一数——小石子 32 颗、树叶
南万里真吾乡”感同身受。在她的鼓
13片，
这一路竟跨越了45道（条）山溪！
励和时任海南大学校长林亚珉的邀请
就是这样边走边记，两位老人的
下，周伟民毅然放弃稳定的工作和生
足迹遍布整个海南岛。其间，他们拍
活，于 1988 年和妻子一同来琼开发这
摄了 1000 多张黎族相关照片，收录了
座
“藏在深闺”
的文史宝库。
诸多珍贵的一手民间史料。
为什么说海南文史“藏在深闺”？
30 多年躬耕，数万里跋涉，两位
周伟民说，海南虽管辖着广阔的海洋
教授为海南献上了一份又一份厚礼
国土，但以前关于海南历史的著作少

■ 张成林

学党史：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获得者周伟民：

学时代先锋 铸民族脊梁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公交车成
学党史
“移动课堂”

本报临城 7 月 5 日电 （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王凯）
“公交车上有党史学习教育的相关内容，可
以一边乘车一边学习党史。”
7 月 5 日，临高县临城
镇的居民王献婧说，他在乘坐 10 路公交车时发
现，公交车车身及车厢内醒目处增设了有关党史
的宣传内容和标语。
日前，临高有关部门举办“红色公交 献礼百
年”
启动仪式，在公交车车身上及车厢内增设党史
学习教育相关内容，利用公交车流动性强、宣传面
广的特点，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目前，已有 5
辆公交车被装饰改造为党史学习教育“移动课
堂”
，这 5 辆公交车均为新能源公交车。
海南日报记者在一辆10路公交车上看到，
车厢
内张贴着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
简介。每个手拉环上都印有
“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等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