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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黄大发，1935年出生于贵州遵义，

自幼父母双亡。四处流浪的他，吃的
是百家饭，住的是滚草窝。1958年，
23岁的黄大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被推选为草王坝大队长。草王坝山高
石头多，常年干旱少雨，即使有雨也难

存住水。黄大发立誓要为村民办好引
水、修路、通电三件大事，让大家过上
好日子。黄大发首先解决引水问题，
他想要凿渠，把山后螺丝河的水引流
到草王坝来。黄大发带领全村老小放
炮、炸岩石、凿土方，历时36年，终于在
悬崖绝壁上开凿出主渠长7200米、支
渠长2200米的“生命渠”，解决了千百
年来困扰当地群众的缺水问题，黄大
发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愚公”。水渠修
好后，黄大发带领村民继续修路、通
电，朝着更好的日子迈进。今年6月
29日，黄大发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
勋章”。

悟初心：
愚公移山，志在为民。作为草王坝

的大队长，黄大发把为村民“引水、修
路、通电”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他
一心为民、埋头苦干、百折不挠，靠着锄
头、钢钎、铁锤和双手，克服了令人难以
想象的困难，用36年时间开山凿渠，终
于为草王坝打通了一条“生命渠”。

想干事还要能干事。山石里引
水，绝壁上凿渠，其难度不下于移山。
支撑黄大发一路攻坚克难的，是一心
为民、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是脚踏实
地、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和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水过不去、拿
命来铺”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实
实在在的行动。放炮需要的炸材，他
奔波18公里背回来；为了不耽误工期
冒雨前行，路上摔了好几跤，脚底血迹
斑斑，但他还是连夜把炸材安全送到
工地；运水泥途中，车陷入泥潭进退两
难，他睡在水泥包上守了一夜……黄
大发呕心沥血、拼搏不息，为改善草王
坝用水条件、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作出
巨大贡献，用实际行动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诠释得淋漓尽致。

“发展是苦干来的，不是敲锣迎来
的”，为了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我国有

许许多多像黄大发一样的优秀党员干
部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他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敢于攻坚，冲
锋在前、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
功，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群众战胜
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最终取得脱贫
攻坚的伟大胜利。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
正加快推进，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应大力弘扬愚
公移山的精神，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全
力推进乡村振兴和自贸港建设，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一份力量。

愚公移山 志在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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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章”获得者风采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响应政府号召带领渔民转产转型

当好发展休闲渔业的“领头雁”

学时代先锋 铸民族脊梁

——海南100名党史人物

百年壮阔海南潮

谭明新：
浴血奋战铸忠魂

谭明新（1897年-1932年），原名谭明申，海南
琼山县（今海口市）人。青年时代在上海读书。
1926年参加农民自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谭明新与许侠夫一道在文昌县
组建工农武装，被中共琼崖特委任命为琼崖讨逆
革命军第五路军（文昌）司令。10月，谭明新率第
五路军在群众的配合下，攻打文昌县文教墟民团
据点，歼灭民团30余人，并击溃国民党文昌县县
长邢森洲带来救援的县兵连，威震全县。同年11
月，谭明新任琼崖工农革命军中路军第一营营长，
在中共琼山县委、文昌县委的策应下，率第一营消
灭金堆、溪尾、抱罗3个地方的民团。

1928 年 2 月，琼山县、文昌县、定安县 3 个县
工农革命军队伍集中在琼山县谭文乡加友村成立
琼崖工农红军中路军指挥部，谭明新任红军中路
军总指挥，随后指挥部队攻克树德、三更、新桥3
个民团据点，歼灭民团100多人。

1929年冬，谭明新调任琼崖工农红军军政干
部学校校长。1930年9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独立师参谋长。1932年8月，国民党军陈汉光
部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
他在带领部队抗击国民党军进攻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的战斗中牺牲，时年35岁。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没想到赶海这种我们小时候玩
的游戏，成了游客乐于体验的旅游活
动。”7月9日一早，琼海市潭门镇民宿

“无所归止”的老板符名林就接到了预
订客房的电话，海口的一个团队计划
周末到潭门开展团建活动，组织队员
们体验今年“五一”期间上新的潜水捕
捞项目。

“是茂哥带着我们发展休闲渔
业，让我们意识到潭门的休闲渔业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符名林口中的

“茂哥”，正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潭
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王书茂。

“经历多年沐风栉雨的闯海生
活，一些渔民盼着能‘洗脚上岸’。”符
名林家祖祖辈辈靠闯海捕鱼维持生
计，他也有过出海经历。在他的记忆
里，出海捕鱼十分辛苦——船上存储
的淡水不多，刷牙只能用海水；为了
省电，录音机每次只能听一会儿；在
逼仄的船舱里休息，耳边是轰轰作响
的马达……

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登
上了潭门渔民的船，殷切嘱托渔民
们“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符名
林记得，从那时起，王书茂干劲更足
了，“茂哥认真了解渔业政策，订造
了一艘 350 吨的钢质渔船，成为潭
门首批拥有全新大吨位钢质渔船的

船主。”
最近几年，政府鼓励渔民发展休

闲渔业，王书茂积极“试水”。
“茂哥的骨子里有一种敢闯敢拼

的劲儿。”符名林说，怎么发展休闲渔
业，大家都没有太多经验，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他常对渔民兄弟们说，‘我们
可以放心干、大胆干，政策的扶持力度
这么大，我们肯定能做好！’”

在潭门镇不少村民的记忆中，
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为了第
一时间将渔民们的意见建议记录下
来，王书茂身上多了个“标配”物件
——一本履职记事本。这些年，他一
有空就挨个往渔港的船舱里钻，了解
渔民们的所想所需，然后记录在记事
本上。如何加快渔民转产转业、如何
发展休闲渔业……王书茂一笔一画记
下渔民的心声，再综合走访了解到的

情况整理出具体建议。
近年来，王书茂提出的各项建议

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他也通过
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
组织的调研、座谈和培训，学到了不少
新知识，拓宽了视野和思路。

对接市场需求，敢闯敢试，王书茂
成为潭门发展休闲渔业的“领头雁”。
他先是把自己的两艘渔船租给专业的
公司发展远海海钓业务，帮助一批渔
民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带着符名林等
渔民办起了海洋特色民宿，发展与海
洋有关的旅游项目。“比如潜水捕捞这
个项目，今年‘五一’开始对外营业，不
到两个月时间，就创造了10多万元的
利润。”符名林说。

王书茂的成功转型，让当地渔民
对发展休闲渔业充满信心。而王书茂
从未停止对发展休闲渔业的思考。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王书茂
提交了关于加强海洋资源保护的3
个建议：关于动员全体渔民参与保
护工作的建议、关于政府投资建设
海上牧场保护海洋的建议、关于大
力宣传保护海洋方面的法律政策的
建议。这些建议已陆续收到承办机
关的回复。

“基层代表要倾听民声，哪怕是再
小的声音，也要认真倾听。这是我的
职责。”王书茂说，如今海南迎来了建
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发展机遇，他会
继续关注海洋资源保护、休闲渔业发
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工作，履职尽
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乡亲们加
快发展，为乡亲们谋实惠，把潭门建设
得更加美丽。

（本报嘉积7月9日电）
王书茂及其渔民团队系列报道⑤

我省文艺界举办
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

奋力建设具有
强大文化软实力自贸港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昂颖）7月9日，省
文联在海口举办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会上，来自海南省戏剧
家协会等11个省级文艺家协会的参会代表及文艺
志愿者、旅居海南文艺家、青年文艺家、老艺术家、
在党50年老党员等代表交流学习体会。大家纷纷
表示，将用文艺实践践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奋
力建设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海南自贸港。

会议指出，海南文艺界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七
一”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将
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结合起来，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目标，
引导文艺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全省文联系统要持续开展与党史学习教育相关的
群众性文艺活动，积极参加“千支万场”百姓宣讲
活动，精心编排一批接地气的文艺节目，推动“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力争创作
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戏剧、影视、音
乐、美术等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在全国有一定知名
度的优秀作家和艺术家，打造一批具有较高市场
性价比的文艺品牌项目，推出一批有较强竞争力
的艺术创作生产品牌机构，为文艺事业发展和海
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方宇杰

“发现有人焚烧秸秆，马上处
理。”7月6日上午，在东方市大田镇
镇政府办公室，镇党委书记陈华强
一边修改手中的文稿，一边打电话
处理工作。

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获得者，前几天，陈华强进京参加全国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和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回到东方后，
他立刻投入到工作当中。

“立刻”“马上”是他常说的词语，
因为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敢于创新、
善于谋划的工作才能，他还被人称为

“点子书记”。近年来，陈华强获得了
“海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海南省2019年度打赢
脱贫攻坚战先进个人”“全省组织系统

先进个人”等称号。
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他的敢闯

敢试和辛勤付出。
2019年3月，陈华强走出机关单

位，任大田镇党委书记。当时，该镇刚
刚在“脱贫攻坚大比武”中成绩垫底，
被给予“黄牌警告”。

“压力大，头发都白了不少。”陈华
强到大田镇工作后，坚持以党建促脱
贫攻坚，带领当地干部群众逐个攻克
贫困堡垒。

老马村，曾经是一个党组织软弱
涣散的深度贫困村，村中危旧房多，环
境脏乱差，一些村民存在“等、靠、要”
思想，脱贫难度大。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应畏难，
放手去干，再大的困难也能解决。”陈
华强经常去老马村走访调研，和村民
深入交谈，了解问题症结所在，然后和

大家一起想办法。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党

员干部带头干，脱贫攻坚才有希望。”
陈华强以党建为抓手，整顿老马村

“两委”班子软弱涣散问题，在村中培
养年轻党员，增强村党支部的凝聚
力、战斗力。

“村里富余劳动力多，就业渠道
不畅通，村民就业积极性也不高。
在这样的情形下，陈华强引导我们
与百丰火龙果基地、绘甜农业有限
公司对接，让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
加收入。”老马村劳务输出队队长刘
才香说，在镇委、镇政府的支持下，
该村组建了劳务输出队，村民就业
收入稳步增长。

“目前，老马村劳务输出队共有70
多人，2019年4月至今年5月，全村实
现务工收入约220万元，在陈华强的
推动下，这一模式正在向全镇推广。”
老马村驻村第一书记吉全忠说。

如今，大田镇辖区内成立了24支

劳务输出队。这些劳务输出队与65
家企业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累计输出
劳动力9.62万余人次，实现务工收入
1344万余元。

推动组建劳务输出队，只是陈华
强以党建促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到大田镇工作以来，陈华强大力
推进村级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村党
支部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同时坚持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双轮驱动，助
贫困群众拓宽收入来源。例如，陈华
强在乐妹村建立“合作社+贫困户+企
业”的产业发展模式，推动该村兰花基
地快速发展。

2020年，大田镇在“脱贫攻坚大
比武”中获得优异成绩，打了一个翻身
仗，并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称号。

“今后，我将以党建为引领推进
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拼搏。做优做

强大田镇万亩火龙果产业，发展美丽
乡村休闲旅游业态，打造大田光伏小
镇、木棉水乡和黎乡温泉，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贡献一份力量。”陈华强说。

（本报八所7月9日电）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获得者陈华强：

以党建引领推进乡村振兴 省水务厅开展
“我为基层水管单位办实事”活动

推进解决灌区54个堵点问题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徐

良伟）7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水务厅获悉，该
厅积极开展“我为基层水管单位办实事”活动，梳
理水利灌区基层单位54个堵点问题，形成包含
54个事项的问题清单，要求厅党组成员和业务处
室负责人主动下基层，帮助水管单位落实相关事
项，帮助灌区解决实际问题。

据了解，该问题清单包括建立灌区一张灌溉
蓝图、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大型灌区农
业水费征收、灌区农业供水计量设施、信息管理系
统、改变冬季用水高峰长时间停水维修方式、松涛
分局改革遗留问题、大广坝渠道改造提升工程、红
岭灌区工程验收等54个事项，正着手落实的事项
有51个。

省水务厅要求各相关处室负责人走出办公
室，沉下身去为基层水管单位办实事、解难事，尤
其要集中力量解决松涛水库机动船只管理问题。
省水利灌区管理局和基层分局要主动作为，扛起
责任担当，密切联系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建立健
全联防联控、共融共通工作机制；进一步做好辖区
节水灌溉、水资源管护等工作。

琼海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

本报嘉积7月9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罗颖）7月8日晚，“永远跟党走”琼海市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惠民演出在嘉积镇举
办。晚会通过合唱、诗朗诵等形式，回顾中国共产
党百年辉煌历程，讴歌伟大时代。

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拉开整场演出的帷
幕。随后，合唱《天下乡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
贡献》《南湖的船，党的摇篮》及诗朗诵《仰望星空》
等10多个节目，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带领观众重
温红色历史，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晚会在全场观众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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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里的党支部

7月 9日，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五里路有机茶园，
工作人员在忙制茶。

据介绍，白沙县五里路有
机茶叶有限公司党支部于
2018年成立，现有党员4名、
入党积极分子5名。

近年来，该公司以党建为引
领，激发党员干部职工干事创
业的热情，先后带动362户贫
困户脱贫摘帽，获评海南省扶
贫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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