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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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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民办实事
三亚：

渔船登记检验“搬”到
群众家门口

本报三亚7月10日电（记者李艳玫）“这服
务真好，不用专程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节省
路上时间，让我们办事更便捷、更方便。”近日，三
亚230多艘小型渔船船主在“家门口”办理好渔船
审验手续。

连日来，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海南渔业船舶检
验局三亚检验处将小型渔船年审等服务“搬”到群
众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满意度。

据了解，以往群众办理小型渔船年审业务，需
要到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到现场检验，如果存在问题需整改完成后
发证。今年，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海南渔业船舶检
验局三亚检验处将小型渔船年审工作作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之一，
主动上门，深入三亚市红沙、藤海、崖州等渔船停
放处，将渔船检验、渔船登记等服务“搬”到群众家
门口。

“现场受理、当天审验完成、当场发证，以前三
天完成的工作，现在一天就完成了。既节省了群
众办证时间，也提高了工作人员办理效率。”三亚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渔民还可在“家门
口”完成刷写船名号、拍照、渔船检验及签证、签订
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书、办理渔业互保等多项业务。

据了解，今年三亚共有580多艘小型渔船需
年审，截至目前，已完成230多艘渔船审验工作。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从北京回来后，“七一勋章”获得
者、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王书茂十分忙碌——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参加宣讲会，给镇里
的党员干部讲党史、说体会。这些年
来，王书茂总是不遗余力，言传身教，
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助力年轻干
部成长。

“每次碰到我，王书记总会问我，
最近工作有没有遇到麻烦，对我非常
关心。”潭门镇党委委员吉超说。

在吉超眼中，王书茂是他工作中
的领路人。2018年，吉超初到潭门
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没有在基层历
练过，一开始对镇里的工作束手无策。

负责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吉超，

有一次巡街时发现，有的渔船停靠在
潭门码头时，渔民会向海里排放生活
污物，这对海面造成了污染。“我马上
去制止，可渔民看到我是个新来的，根
本不买账。”

而这时，时任镇纪检委员的王书
茂刚巧路过。在了解事情经过后，他
黑着脸对渔民教育了一番：“为什么不
听指挥，难道他说的不对吗？”吉超回
忆说，有了王书茂的帮助，他的工作才
得以继续开展。不久，渔民任意排污
的情况得到了有效治理。

“王书记就是我们年轻干部的老
师，工作中有了困难，他都热心帮助解
决。”有这种感受的不止吉超一人。

“95后”年轻干部冯培师2019年
刚参加工作，就被潭门镇政府派驻到
潭门村，成为潭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的一名队员。
没有工作经验，无法深入群众，这

让初次接触基层工作的冯培师一度十
分沮丧。有一次，潭门村的两户村民
因为用地问题产生冲突。双方争执不
下，只好到村委会寻求解决办法。

负责该项工作的冯培师接待了两
位村民，可因为语言不通、无法加深了
解村民之间闹矛盾的缘由，冯培师的
调解工作无法进行。

就在手足无措之际，冯培师想到
了王书茂，“王书记接到我的‘求助’电
话后，二话不说立马赶了过来。”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王书茂带着
冯培师和两户闹矛盾的村民，来到了
地头上。在充分了解完村民的诉求
后，王书茂不偏不倚地提出了解决方
案，两位村民满意而归。

“群众就像我们的家人，我们替他
们着想，他们就会认可我们。”调解完
毕，王书茂语重心长地对冯培师说，开

展群众工作，讲究工作方法十分重
要。“做群众的贴心人，是干部融入群
众最好的方法。”

王书茂的一席话，让冯培师顿时
豁然开朗。把群众时时刻刻放在心
上，凭借着这股真诚劲儿，冯培师在基
层站稳了脚跟。

“年轻干部没有经验，我就做他们
的师傅，给他们更多关心关爱和包
容。”驻村两年多的时间里，王书茂还
常常带着冯培师入户家访，化解他在
工作中的思想困惑，帮助解决工作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

“王书记从不夸夸其谈，只用行动
影响着我们。”在潭门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谢清全眼中，王书茂还是一个
以身作则的人。

多年来，王书茂当过村里的关工
委成员、森林防火负责人……身兼数
职的他，总是尽心尽力完成好每项工
作；在台风来临时，王书茂总要冲锋在

前，帮助转移困难群众，从不因自己年
纪大，把苦活累活都交给年轻人干；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尽管高血压
病犯了，但王书茂依旧坚守岗位，守住
了抗疫防线……

不仅如此，在年轻干部的“传帮
带”中，王书茂还积极组织党员干部上
党课，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拓展学习各
类工作方法，以党的理论知识武装头
脑，在为群众开展工作的实践中提升
能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着力
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回到潭门后，王书茂反复向村里的党
员干部宣讲，他说：“牢牢记住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我要以身作则，把对
年轻党员干部的‘传帮带’工作做得
更深更实！”

（本报嘉积7月10日电）
王书茂及其渔民团队系列报道⑥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发挥“传帮带”作用，助力干部成长

乐做年轻干部“引路人”

■ 本报记者 贾磊

“这次能去北京领奖，我特别激
动，这份荣誉不仅是属于我一个人，也
是对我们五星村‘两委’班子多年来工
作的肯定。”7月10日，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文罗镇五星村委会办公室，五星
村党支部书记黄丽萍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道。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
号获得者，10天前，黄丽萍进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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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不少村民正围坐在村委会
会议室里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重播节目。大伙儿们都

说：“黄书记去北京领了大奖，我们都
特别开心。她可是我们村的致富带头
人，有了这样的好干部，才有我们现在
的好日子。”

时针拨回至2015年，五星村党支
部还是陵水全县倒数的软弱涣散党组
织。2016年，黄丽萍开始担任村委会
党支部书记。刚刚上任的她下定决心，
要改变这一现状。在她看来，首要任务
是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干
部心不齐，所有的工作都没法干好。当
时我和村里所有的干部交心谈话，了解
他们的想法。”黄丽萍积极组织党员学
习党章党规，每月定期召开党员会议，
带头上党课，与党员干部共同研究村庄

发展。同时，通过选优配强，努力把“两
委”班子建设成了一支团结协作、凝聚
能量，战斗力强的队伍。

抓班子、理思路、建机制。“21年的
基层工作经历，我深刻明白基层党建
工作的重要性，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应
作为抓党建的重中之重。”黄丽萍说。
在她的努力下，村“两委”干部工作作
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工作能力和效
率有所加强，干部之间更为团结了。

组织强了，人心齐了，致富产业干
起来。黄丽萍利用五星村的资源要素
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在县、镇大力
支持下成立了五星村第一家村集体经
济公司——陵水文罗乡缘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村集体经济有了初步发
展。她还通过开展“菜篮子”种植项
目，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59

户贫困户加入。
变“输血”为“造血”，村民们养起

了五黑鸡和豪猪，种起了朝天椒，还利
用村道种植椰子树。通过辛勤劳作，
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6年的4000余
元提高到了2017年的7000多元。

2018年，黄丽萍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引导贫困户抱团发展，
带动当地133户贫困户脱贫，被授予“全
国脱贫攻坚奋进奖”。五星村村民的年
均人收入从过去不到4000元到现在
11760元，全村168户贫困户2019年底
全部脱贫。2019年，五星村被陵水县委
组织部评选为陵水县优秀党组织。

回到村里后，黄丽萍又马不停蹄
投入到工作当中。“伴随着乡村振兴工
作的全面展开，我希望进一步带动乡
亲共同富裕奔小康。”黄丽萍说，她将

在岗位上做好每一件平凡事，带领村
民们走在小康社会康庄大道上。以实
际行动履行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应尽的
职责，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本报椰林7月10日电）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获得者黄丽萍：

抓党建聚人心 兴产业奔小康

黄丽萍。 受访者供图

日前，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生党支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来到海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开展了一场活泼
新颖的党史知识宣传活动，在孩童心中播撒红色种子。图为学生党员教小朋友画国旗与党旗。 谭倩颖 摄播撒红色种子

陈振亚：
矢志不渝献身革命

陈振亚，海南琼东县（今琼海市）
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在当
地珍寨高等小学校读书，受到五四运
动新思想的熏陶。1924年秋，他考入
广东省立第十三中学（今琼海市嘉积
中学）读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反帝
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积极宣传新思
想新文化。1926 年3月，陈振亚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根据共
青团组织的指示，陈振亚和一批进步学
生到乐会县第四区找到中共琼崖特委，
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反对国民党白色恐
怖的革命斗争。同年秋，他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9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任命
陈振亚为中共乐会县委书记。

琼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失
利，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队伍
转移到母瑞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后，陈振亚带领县委领导群众在乐四
区坚持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中共
琼崖特委领导红军开展“红五月”攻
势，陈振亚领导县委积极配合开展兵
运工作，深入国民党地方民团反复进
行思想教育动员，促使乐会六区建西
乡南平民团团长蔡太初带领100多名
团丁携带枪支起义，投奔革命队伍。
在“蒸团猪”活动中，陈振亚带领县委
发动乐会六区人民群众配合红军先后
拔除当地的鸡姆坡和长久园民团据
点，给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以沉重打
击，为乐会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清除障碍。1931 年5月，陈振亚和师
长王文宇根据中共琼崖特委的指示，
贯彻琼崖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
定，领导在乐会县第四区内园村组建
成立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1932 年
春，又组建成立女子军特务第二连。
琼崖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进一步
高涨。

1932 年 3 月，中共琼崖特委开展
党内“肃反”运动，由于“肃反”运动扩
大化，陈振亚不幸被错杀，时年 27
岁。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海南行政
公署追认陈振亚为革命烈士。

本报嘉积7月10日电（记者刘
梦晓）“我们专程从临高县多文镇来
到这里参观，感受当年琼崖革命打响
第一枪的辉煌历史。”近日，在琼海市
嘉积镇椰子寨村的椰子寨战斗历史
陈列馆里，临高县多文镇政府的33
名党员干部专程来此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多文镇干部秦玉琴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此行收获颇多。

在椰子寨村参观的党员干部络
绎不绝，讲解员曾志飞在接待间隙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椰子寨村接待的参观党员日
益增多。

“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在椰子
寨村打响，琼崖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革命烈火愈烧愈旺，这是椰子寨村作
为红色景点的重要意义。”曾志飞说，
近一个月来，历史陈列馆每天接待参
观人员近2000人。

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里，近两个月
来接待的参观团体达2000多个团体
8万余人，对比去年同期，接待团体增
加了近1900个，人数增加了7.2万余
人。“游客们来到馆里，能够全方位、
多角度了解南海人文历史、自然生
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及海上丝绸之
路历史等内容，也是爱国主义情怀的
深刻洗礼。”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琼海

的红色旅游愈发火热。”琼海市旅文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椰子寨村、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周士第将军纪念园、琼崖
苏维埃政府遗址、红色娘子军成立大
会遗址等红色景点，吸引了诸多党组
织和党员参观学习。

“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
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其中蕴含着丰
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通过参观
红色景点和游览红色线路，可以更好
地传递红色精神，增强参观者对红色
文化的深度认同。”该负责人表示，琼
海现有的重要革命遗址和遗存多达
143处，为了充分挖掘红色文化旅游
资源，琼海结合党史学习教育，高标

准推进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工作，着力
打造嘉积镇椰子寨村、阳江镇老区
村、万泉镇罗凌村等3个党史学习教
育红色基地。

通过挖掘红色资源，琼海整合资
金项目，打造红色文化教育新亮点，
以此改善村容村貌，推进红色美丽乡
村提档升级，为琼海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提供保障。

为进一步助力红色旅游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的促进作用，琼海将通过
推动区域内景区、展览、演出、体验、
实践等一体化建设，深化文旅融合发
展，延长红色旅游产业链，发挥红色
旅游集群效应，让游客在旅游中学党
史，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琼海深挖红色旅游资源，助力党史学习教育常学常新

活用红色资源 做强红色旅游

昌江举办民营企业庆祝
建党100周年音乐会

民企心向党 永远跟党走
本报石碌7月10日电（记者肖开刚 特约记

者黄兆雪）“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7月9日晚，随着一首经典歌曲《唱支山歌给
党听》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工人文化宫响起，昌江

“民企心向党 永远跟党走”民营企业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音乐会正式开始，唱响了
广大民营企业和社会各界对党的美好祝福。

当晚的音乐会既有顾莉雅、陈晶晶、刘洪余等
知名音乐人带来的歌曲独唱，又有昌江黎族民歌
文化协会、海南大学校友合唱团等带来的混声合
唱，演唱的歌曲均是《永远跟党走》《我和我的祖
国》等经典红歌。

据了解，此次音乐会由昌江工商联主办，旨在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进一步丰富广大民
营企业员工和全县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政企
之间、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营造健康向上的文
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助力建设一流营商环境。

海南省主题书法篆刻作品展举办

精品力作讴歌百年辉煌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 （记者昂颖）7月 10

日，由省委宣传部、中国书协、省文联主办，省书协
承办的“红色华章 百年辉煌”海南省主题书法篆
刻作品展在省博物馆开展，给广大市民和游客带
来一场书法艺术的盛宴。本次展览有100多位书
法家参展，包含入展作品130件，邀请作品36件。

据悉，本次参展者既有久负盛名的中、老年书
法家，也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新人，他们用书
法艺术的独特语言深刻呈现出党史所蕴含的民族
精神，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和伟大成就。

本次展出作品篆隶草楷行五种书体俱全，中
堂、对联、条屏、横幅、长卷等多种形式皆有。作品
在风格上，或狂放、或静雅、或端庄、或飘逸；在笔
法上，或端庄秀美、或遒劲流畅、或行云流水、或自
由洒脱，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个性特征，彰显
了海南书法艺术工作者对党的热爱和对伟大祖国
的赤子之心。

景德镇陶瓷艺术作品展
省博开展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 （记者昂颖）7月 10
日，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景德镇市委宣传部指导，
《收藏与投资》杂志社、景德镇陶瓷大学美术馆主
办的“陶瓷中国·景德镇陶瓷艺术作品展”在省博
物馆开展，展出来自江西景德镇的20位陶瓷艺术
家的100件陶瓷作品。展期将持续至7月25日。

此次展览汇集了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和高校艺术专业的教授。

展区现场，瓷板画《南湖红船》《中共琼崖第一
次代表大会会址》《百年江山代代红·延安颂》等作
品，以鲜活的画面，生动的构图，抒写了中国革命
的辉煌篇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
命斗争的磅礴历史画卷。其他展出的瓷瓶、瓷板
画等作品，意境脱俗，古韵盎然，有生动别致的花
鸟虫鱼兽造型，有形神并至的人物刻画，还有色彩
层次丰富山水元素等。

主办方表示，此次展出的景德镇陶瓷作品，坚
持经典、注重创新，在工艺、人文、艺术方面承前启
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精神、审美意境上
不断探索，生动诠释了“工匠精神”的内涵，表达了
陶瓷艺术家对党的深情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