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海南中学举办了一系列
富有“代入感”的活动，使党
史学习教育更加入脑入心。
图为该校学生日前在排演原
创舞台剧《艰苦的岁月里》。

海南中学供图

排演舞台剧
“体验”革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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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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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王海萍，原名王朝鸾，海口市人。
1917年秋，考入琼崖中学（今琼台师范学
院）读书。其间积极参加府海地区声援北
京“五四”运动的学潮。1922年秋，考入上
海沪江大学就读，后转读东华大学。1925
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积
极参加示威游行、散发传单、讲演和罢课
等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
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到广州
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从事政治宣传工
作。随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师扩编
为第十一军，他任该军政治部宣传股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王海萍从武汉赶往南昌，参加八
一南昌起义。11 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
福建省任中共闽南临时特委委员，12 月
任中共福建省临委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
长。1928年1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3 月，受中共福建省委委
派，他到永定筹建中共闽西特别委员会
并兼任特委书记。7 月初抵达永定后，
即与张鼎丞、邓子恢等成立中共闽西特
别委员会，率领永定县、龙岩县、上杭县
3 个县的农民武装攻打龙岩城，因敌人
防守严密，久攻不下，遂决定将农民武装
转移到龙岩白土集中整编，成立闽西暴

动总指挥部，他任总指挥，领导 3 个团，
以永定溪南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8
月，王海萍任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宣
传部部长，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烈火》；在
福州鼓山秘密举办党员训练班，培训福
州的共产党员、团委干部及工人运动、学
生运动的骨干；又在厦门举办中共闽南、
闽西各市县委负责人培训班，亲自编写
讲义，讲授党的政治任务、工作路线、方
针政策、土地纲领和福建政治经济形势
等课程。1929年5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
委、军事部长兼农民部长。不久，任福建
省委军委书记。他认真贯彻中央军委指

示，在厦门、福州等地秘密建立工人自卫
队和赤卫队，对党员进行军事化训练，输
送工人优秀分子到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
同时在永春县、安溪县、同安县等地建立
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0年2月，王海萍当选为中共福建
省委执行委员会委员、省委军委书记兼
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 年 1 月，接任中
共福建省委书记。7 月 17 日，中共厦门
中心市委成立，王海萍任书记兼军事部
长。1932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王海萍
在厦门中山公园被捕，惨遭杀害，牺牲时
年仅28岁。

王海萍：琼崖浩气存八闽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要把祖国的事业时时刻刻放在心
上。”提及“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人们
都知道他在30多年的闯海生涯中，参与
多项国家重大涉海工作，在南海维权斗争
中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寸步不让，为维护
我国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作出杰出贡献。

可鲜少有人知道，王家三代人，都是
为国守海人。

王书茂出生于世代以海洋渔业为生
的家庭，父亲王诗伦，是一名航海经验丰
富的渔民。王书茂18岁高中毕业后，就
跟随父亲到三沙作业。6年后，18岁的弟
弟王书惠，也成为一名渔民。

“那时候出海，条件特别恶劣，我们常
常在海上漂个一年半载。”王书惠回忆，他
第一次出海，就遇到了恶劣的台风天气，
木船差点被掀翻。渔民在海上漂，缺乏淡
水、蔬菜是常有的事，条件十分艰苦。
1988年，王家的三个男人共同参与到岛
礁建设中。“父亲干起活来，特别卖力，让
我们兄弟俩也不能偷懒。”王书惠回忆。

波澜壮阔的南海，是潭门渔民的“祖
宗海”。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祖训，
守海爱海，是每一个潭门人的责任。

在潭门，无论是民兵巡逻执勤，还是
渔民出海打鱼，祖孙三代齐上阵是道亮丽
风景线，王书茂家也不例外。到20世纪
90年代，王书茂刚刚成年的儿子王振锦，

也成为一名南海渔民。在王书茂的带领
下，一家人一起开船运送建筑材料，留下
了“三代同堂建设南沙”的佳话。

参与建礁使命荣光，王书茂一家三代
每次都豁出命地干。1997年执行一项海
上任务时，时任民兵排长的王书茂和60
多岁的父亲以及18岁的儿子在烈日酷
暑、暴风骤雨中驾船往返，祖孙三代比干
劲，谁也不输给谁。

王书茂回忆，最困难的一次是在某个
岛礁，风浪大、礁盘小，在别处一趟能转驳
一吨水泥的小艇，在此处只能拉一包50
公斤的水泥。为加快工期，小艇不停，渔
民换班吃饭，持续干了半年。

在南海耕耘多年，多个岛礁都曾留下
王书茂一家三代人挥汗如雨的身影。“要
把祖国的事业时时刻刻放在心上。”2012
年，王诗伦在临终前拉着王书茂兄弟俩的

手郑重地交代。
多年来，王书茂一直牢记父亲的叮

嘱，始终把国家的任务挂在心头。
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刮风下雨，他始

终如一地坚持着。在长期运送材料的
过程中，王书茂的皮肤受到了高强度紫
外线的辐射，但他依然坚持到将最后一
批建筑材料和给养物品运送到为止。
现在他脸上、身上都有高强度紫外线带
来的皲裂，对于这些伤痕，他总是微笑地
调侃为“成长的印记”。

“这次获得‘七一勋章’回到家里后，哥
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勋章放在父亲的
照片前，告慰已经故去的父亲。他说这枚勋
章的荣誉属于所有潭门的渔民。”王书惠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

（本报嘉积7月11日电）
王书茂及其渔民团队系列报道⑦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传承父亲遗训，闯海护海：

祖国事业挂心头

日军占领琼崖后，设在香港的
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决定，香港琼侨
回乡服务团分批返琼，参加抗战，救
济难胞。1939年4月16日，第一批
团员 32 人，由符思之率领，在琼北
登陆成功，成为服务团的“渡海先
锋”。第二、三批团员共 100 人，沿
着同样的路线，相继返琼。与此同
时，南洋各埠琼侨社团纷纷仿照香
港琼侨回乡服务团的方法，发动琼
侨青年组成服务团回乡参战。

为加强回乡服务团的领导，香
港，新加坡和越南团的团员都主张
联合行动，成立总团，并提议由符
克任总团长，得到中共琼崖特委的
支持。经琼崖华侨联合总会批准，
1940 年 6 月 19 日，琼崖华侨联合总
会回乡服务团总团在琼山县树德乡
成立。

服务团抵琼后，首先在文昌、琼
山，随后逐步深入到万宁、乐会、琼
东、定安等县以及澄迈县的美合地
区开展工作。他们宣传发动民众抗
日救国，给抗日军民送医送药，搭建
琼崖和海外琼侨之间的联系，调查
情况，向海外介绍琼崖抗战情况并
揭露日本侵略者在琼崖的暴行。

服务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遵循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为一
切抗日党派和抗日军民服务，忠实
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1941 年冬，由服务团倡议，

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
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服务团
还参与具体组织筹建工作。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
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溶共”“防共”

“限共”的政策，回乡服务团受到琼
崖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干
扰、破坏和迫害。1940 年 8 月 12
日，服务团总团长符克和国民党琼
山县参议、琼山县三区区长韦义光
（中共地下党员）到定安县翰林墟
会见广东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
兼保安司令吴道南和琼崖守备司
令王毅，晓以团结抗日之大义，并
商谈慰劳孤岛抗战物资的分配和
加强琼崖国共合作避免内战等问
题。由于“反共灭独”之心不死，8
月 15 日晚，吴道南命令手下将符
克、韦义光抓起来，押到附近的草
岭枪杀。

符克牺牲后，根据八路军驻港
办事处廖承志和琼崖华侨联合总会
的指示，通过民主选举，符思之兼任
总团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国际形势骤变，琼崖同海外联系
中断，侨援也随之断绝，服务团遇到
难以解决的困难。1942年春，中共
琼崖特委和服务团共同商议，决定
保留该团名称，服务团成员则根据
个人志愿和工作需要，被分配到新
的工作岗位。

（邱江华 辑）

琼崖华侨联合总会
回乡服务团总团成立

本报讯 （记者李梦瑶）“琼中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难
点是什么？”“琼中在改善人居环境
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日前，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通过该县人民
政府网“三问”活动专栏、奔格内琼
中宣传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了
一张“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问卷调查表，收到不少热心市
民的反馈。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该问卷
调查表围绕营商环境、人居环境、乡
村振兴、生态保护、干部工作能力等
方面广泛收集了干部群众的看法，
聚焦物业管理、文化生活、交通出行
等方面征求了群众对进一步改进各
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还收集
了社情民意、企业需求。

“除了网络征集，我们还将深入
基层、群众、园区、企业和窗口单位，
通过社会调查和专题调查的形式进
行‘三问’活动，以求进一步畅通民
意，找准制约我县社会经济发展的
突出问题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该县“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为扎实有序开展“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琼中要
求各级领导干部、职能部门及承担
公共服务职能的单位有针对性地
制定具体实施计划，聚焦群众关心
关注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通过走
流程、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
单位、督执法等6种方式，千方百
计解决问题，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凝心聚力。

琼中开展“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活动

“三问”民意找良方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崔梅丽

7月 2日晚，原创现代琼剧《石斛花
开》在海口湾演艺中心首演，刚从北京归
来的洪义乾作为特邀嘉宾与大家共同观
看。这部剧以海口施茶村党委为原型，讲
述了当地党员干部克服重重困难，因地制
宜发展石斛产业，带领村民凝心聚力奔小
康的故事。熟悉的剧情勾起了洪义乾对
往事的回忆，看得他感慨万千、眼眶湿润。

施茶村雨水稀少，土地贫瘠，祖祖辈
辈从石头缝里“抠”出黑泥种庄稼，用大缸
接雨水解决饮水，贫穷是施茶村人最深刻
的记忆。

1995年前后，施茶三位主要村干部
相继离世，27岁的洪义乾“临危受命”，担
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改变施茶村

贫穷的面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是洪义乾
最大的心愿。

种蘑菇、种益智、养鸽子……施茶村
“两委”班子带领大家尝试了不少产业，有
的因为不适合在羊山地区种植，有的种出
来了打不开销路：鸽子卖不掉自己吃，益
智卖不掉直接砍了，长久的摸索却从未浇
灭大家的斗志。

改变发生在2013年。那年底，施茶
村“两委”班子去海口龙华区新坡镇仁里
村斌腾村民小组考察。

“斌腾村和施茶村同为羊山地貌，自
然条件接近。我们看到斌腾村里坑坑洼
洼的火山石块荒地和院墙上，都种着金钗
石斛。”洪义乾回忆，听说这“仙草”能卖到
一斤200多元的好价钱，大家很是惊讶。

回到村里，“两委”班子立马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向大家介绍石斛的功效和收

益。但听到要种植这从没听过的新鲜事
物，村民心里很是犹豫。

于是，村党委干部决定拿自己做示
范，从自家土地入手，三亩五亩拼土地入
股，整出了一块200亩的石斛种植基地，
成立施茶村石斛种植合作社。看到石斛
真的卖出了好价钱，村民们纷纷用土地租
金入股，施茶村也逐渐探索出了“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到2020年，全
村石斛种植面积已达500多亩，石斛产业
产值超过800万元。

昔日寸草不生的荒山石堆，成了让村
民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石斛园、乡村
旅游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外出的年轻人
选择返乡工作、创业，在家门口过上富美
的生活。

除了石斛，施茶人还在不断寻找更多
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产业。

2020年，经过调研考察，施茶村党委
决定同海南陆侨集团合作，将施茶村的荔
枝种植传统和澄迈无核荔枝的技术和品

牌结合，打造万亩无核荔枝林。让当地党
员干部想不到的是，和以前推广石斛要一
家家发动不同，这次大家种植无核荔枝的
积极性特别高。

“经过这些年，大家对党员干部建立
了信任，知道他们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
事。”村民王建平一语道出大家态度变化
的原因。

一组数据是施茶人幸福生活的最好
注脚：人均收入由2013年的3600元提高
到2020年的2.9万元，年均增长超30%。

在今年6月28日召开的全国“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上，施茶村党委被授予“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这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洪义乾说，施茶村党委
将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增加石斛种植面积，引进无核荔枝种植，
形成“农旅融合”新业态，谱写好施茶乡村
振兴新篇章。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党委

产业“造血”拔“穷根”
本报三亚7月11日电 （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罗佳）近日，三亚市
海棠区共青学堂暑期夏令营开课，
开设了舞蹈、武术、电子琴等11大
兴趣课程及1个“四点半”课堂，免
费为海棠区广大青少年提供多元化
成长学习环境。

海棠区共青学堂由共青团三亚
市海棠区团委组织开办，目前设有
龙海风情小镇和龙江风情小镇两个
教学点。共青学堂本期暑期夏令营
以“为党培养红孩子，为家培养好孩
子”为宗旨，除了开设有舞蹈、书法、
手工、武术、烹饪、茶艺、美术、口才、
电子琴、手鼓等11大兴趣课程及1
个“四点半”课堂，还新增了生命教
育、研学体验、红色文化，心理辅导
等活动。

教学软硬件方面，共青学堂夏
令营积极整合社区资源，引入12名

社工人才，16名专业教师，6名社区
志愿者，为青少年的多元化学习提
供人才支持；开放烹饪室、手工室、
美术室、舞蹈室、书法室等功能室，
为青少年多元化的学习提供专业环
境；增设少先队室，为少先队员学习
红色文化提供良好的红色环境；增
设心理辅导室，时刻关注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为党的“红孩子”，家的

“好孩子”助力护航。
“今年通过红色文创手工、红色

美术绘画等内容，向青少年讲述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
冈山精神等；通过书法、茶艺体验、
烹饪学习体验等课程，提高青少年
对事物的认知，提升青少年思想道
德品质和公德品质。”共青学堂项目
负责人胡静巧表示，在后续的服务
中将会继续向青少年弘扬革命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

三亚海棠区共青学堂夏令营开课

兴趣课程免费学

为民办实事

——海南党史百件大事
百年壮阔海南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