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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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要让子孙后代都有饭吃。”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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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挂在口
头的一句话。

7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走上渔民
王振福停靠在码头的渔船，发现许久没有
生火的灶台落了灰。这个老实巴交的渔
民说：“现在还是休渔期，我们要听茂哥
的，不能出海捕鱼。等下个月开渔了，潭
门的海鲜就会又鲜又美！”

潭门渔民自古依靠大海生活，渔业
资源赋予了潭门人美好的生活。可是近
些年来，王书茂却总跟潭门渔民提起休
渔的话题。

对于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最
开始听说休渔的消息像断了财路一样让
人想不通。“本来捕鱼就是为了生活，为什

么还要休渔呢？”王振福最初的疑问曾经
徘徊在许多渔民的心头，打了30多年鱼
的渔民王克基也一度不理解，不过随着海
洋资源发生的变化，让他们开始反思。

“在南海漂泊这么多年，现在的鱼是
不是越来越少了，捕鱼是不是越来越难
了？”王书茂的一番反问，引发了不少渔民
的反思。

“国家制定休渔的政策，是要保护好
海洋生态，是让我们要把目光放长远，如
果现在我们都把资源占完了，那子孙后代
吃什么？”为了宣传国家的休渔政策，王书
茂曾挨家挨户做宣传。作为有着大吨位
渔船的“船老大”，王书茂也带头在休渔期
不出海。在执法人员检查执法时，王书茂
更是积极配合，共同维护海洋生态。

几年前的潭门，砗磲壳的加工在当地
形成产业，给当地人带来不少财富。但为
保护海域的珊瑚礁、砗磲及其生存环境，促

进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我省依据法律法规，
全面禁止加工销售珊瑚礁、砗磲及其制品
时，潭门镇的砗磲采捕及加工产业也戛然
而止。

令王振福印象深刻的是，法规执行
最初，不少渔民并不理解，“对我们来说
毕竟是一个提高收入的渠道。”此时，王
书茂也积极发挥作用，再次向渔民宣传
法律法规。

王书茂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可为了
讲好法律法规，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
执法人员。在宣传中，他还向执法人员
要来了宣传彩页，将被破坏后光秃秃的
海底与有着美丽珊瑚礁、砗磲的海底向
渔民展示，动心动情讲着海洋生态保护
的重要性。

“没有了这笔收入我们家就没有活
路了。”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出海的渔民
向王书茂求助，王书茂就发动自己的人
脉资源，将渔民介绍到附近的渔业公司
打工。

与此同时，王书茂还积极配合政府以

“企业+合作社+渔民”作为休闲渔业的发展
模式，着力加强休闲渔业规范化管理。如
此一来，既有助于保护海洋生态，也帮助渔
民“洗脚上岸”，增加收入。

再看现在的潭门镇，因为海洋生态保
护得好，千年渔港的名气越来越大，和渔
业有关的旅游项目十分受欢迎。每年的
休闲海钓系列邀请赛、“更路簿杯”帆船
赛、潭门“赶海节”等文旅活动，吸引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道：“我们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
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大会现
场，王书茂牢牢记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回来告诉渔民兄弟：“保护海洋生态
是我们每一个渔民的责任，我们一定要
做好！”

（本报嘉积7月12日电）
王书茂及其渔民团队系列报道⑧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积极宣传践行海洋生态保护：

不能砸了子孙饭碗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昂颖）
7月12日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直
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省文联主办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交响主题
组歌《海南颂》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
开。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历时8
个月精心打造的组歌《海南颂》将于7月
21日至23日在省歌舞剧院上演。

大型交响主题组歌《海南颂》以时

间为主线分篇章，由交响序曲《高擎的
旗帜》和《烽火琼崖》《热土新天》《山海
欢歌》《奋进海南》四个篇章及尾声混声
合唱《海南颂》构成，选取从琼崖革命斗
争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历程中
各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人物为创
作要素。

组歌《海南颂》集结了众多国内音
乐名家与海南省本土创作表演力量，将

写实与写意融合，充分运用了黎族苗族
音乐、儋州山歌调声、临高哩哩美等海
南本土音乐元素，集合唱、独唱、重唱、
小组唱等多种呈现形式，以主题长诗连
接各篇章，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
百年历程，讴歌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建设美好家园的伟大实践和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大潮中蓬勃向上、团结奋进的
精神风貌。

组歌《海南颂》自2019年策划启动
以来，省文联携手众多国内著名词曲家
和海南本土词曲家，多次深入海南定
安、琼海、五指山等琼崖革命根据地旧
址及临高、儋州、三亚等地进行实地采
风，就组歌各篇章作品选题的风格进行
深入研讨，组织专家座谈，查阅大量资
料，深入挖掘，精心打磨，最终完成组歌
的创排。

大型交响主题组歌《海南颂》
将于7月21日至23日上演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近日，从北京参加完庆祝建党100周
年活动刚回到三亚，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所）党委副
书记、副所长阳宁就开始和团队一起，忙
着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全球深渊科
考计划等系列重大科研项目。

奋斗在科研创新的第一线，是这个刚
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科研机构最
显著的标志。“我们以推进深海科技创新
为己任，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抓好深远海
作业能力建设，把深海所建成党和人民信
任的、靠得住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助力
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在各方支持下，深海
所依靠全所党员职工的共同努力，取得了

超常规的发展。”阳宁说。
深海所致力于深海科学研究和“深

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等关键技
术和装备的研发。虽然成立仅5年，但
能力却从不逊色。通过积极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该所先后研制成功“天涯号”等深渊
科考装备，使我国第一次拥有万米深渊
进入和探测的高技术能力；牵头组织对
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的多次综合科
学考察，获得大批万米深渊珍贵样品和
数据，开启了我国深渊科考万米时代，初
步建立了我国海斗深渊学科体系；牵头
组织完成全国产的4500米载人潜水器

“深海勇士”号的海试工作，开展高频次、
高强度的应用性科考航次，推进“深海勇

士”号实际运行和海底作业能力跻身国
际先进水平；牵头组织完成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奋斗者”号的海试任务，创造了
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实现
中国载人深潜跨越式的发展。

“我们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和科研中心
工作的融合，在每个科考和载人航次现场
建立临时党组织，将党旗插在深渊科考现
场，让党徽照亮载人深潜征程，为航次任
务的圆满完成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和
组织保证，并探索了一条适合深渊科考和
载人深潜工作的党建之路。”阳宁说。

党建引领，以文化建设聚人心，深海
所党委在攀登深海科技高峰的实践中，逐
步探索形成独具特色的党建文化精神体
系：积极弘扬“团结协作、砥砺探索，勇敢
担当，甘于奉献”的深渊科考精神；“向深
海深渊进军，对科考成果负责”的深渊科
考理念；“宁冒风险，不当逃兵”的担当精

神；“没有单位，只有岗位”的协作精神。
“深海所科研骨干呈现年轻化的态

势，科研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5岁，这些党
建文化对凝聚、引导、激励和塑造优秀的
青年科研人员，构建有理想、有作为、有担
当的战斗集体，对深海所的创新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阳宁说。

新起点新征程，以实干为发展添彩，
以实绩为党旗增辉。阳宁透露，紧抓海南
自贸港建设机遇，深海所将运行好“深海
勇士”和“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等大国重
器，努力在深海科学与技术上取得新成
果；根据中科院的统一部署，将着力抓好
深海科学与智能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组建工作；根据国家的需求，以国际合作
探索开展全球深渊科考计划，加快深远海
科学快速响应协调中心建设，推进深海应
急响应、搜寻救捞工作，形成深海科学快
速响应能力。 （本报三亚7月12日电）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党委：

以实干为发展添彩 以实绩为党旗增辉

接续奋斗
创造更多“中国绿”奇迹

何毅，原名何君陛，海南乐会县
（今琼海市）人。17 岁毕业于乐会
县模范国民学校，18岁进入琼崖东
路中学（今嘉积中学）读书，积极参
加五四运动。21 岁高中毕业后回
家务农，后受聘于温泉高等小学任
教员。

1924年，追求进步的何毅受革
命浪潮的影响，离开家乡，奔赴大革
命的中心广州，加入王文明、周士
第、叶文龙等组织的琼崖革命同志
大同盟，投身于革命活动。1925年
5月1日至9月1日，何毅参加第四
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在
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留在
第五期农讲所担任助教。

1925年冬，何毅和第五期农讲
所学员欧赤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农民部委任为特派员，赴
广东阳江县开展农民运动。在他
们的努力下，至 1926 年初，阳江县
广大农民参加农民协会达数千人
之众。

1926 年 1 月，国民革命军渡海
南征，讨伐琼崖军阀邓本殷，何毅同
王文明、冯平等随军赴琼进行革命
活动。他和冯平、符向一等在海口
成立农民运动特派员办事处。2月
初，广东省农民协会为将农民运动
普及到全省，决定在海口设立广东
省农民协会琼崖办事处，统一领导
琼崖的农民运动，委任冯平为主任，
何毅为书记，符向一任委员。后来，
中共琼崖特别支部成立，何毅当选
为委员。

同年 5 月 1 日至 15 日，何毅代
表琼崖农民，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广
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上当
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届执行委
员会候补委员。8 月，广东省琼崖
农民协会在海口正式成立，冯平任
主任，何毅、周逸任副主任。同年
秋，广东省琼崖农民协会在海口高
州会馆开办琼崖高级农民军事政治
训练所，培训各地农运骨干，何毅兼
任农训所教员，把在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学到的知识和自己从事农运
的经验传授给学员。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反动
派在琼崖开始进行反革命大屠杀，
何毅随同中共琼崖地委机关一起从
海口撤到乐会县农村坚持革命斗
争。5 月下旬，广东省委派杨善集
回琼崖指导工作，6 月初在乐会县

第四区召开紧急会议，确定武装斗
争的方针，并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
会改称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何毅
任特委委员兼农委主任。他以中
共琼崖特委特派员身份赴陵水县
领导斗争，将陵水县1000多名农民
自卫军以村编队，准备武装夺取陵
水县城。7 月初，他在坡村主持成
立中共陵水县委。7月18日，他同
黄振士率领黎族和汉族农民武装
800 多人进攻占领陵水县城。21
日，在县城召开民众大会，成立琼
崖第一个红色政权——陵水县人
民政府，欧赤任主席，黄振士、何毅
等为委员。

同年11月，何毅出席琼崖特委
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的扩大会议。
会议改选了特委，王文明任书记，何
毅为委员兼农委主任。11月25日，
何毅和黄振士第二次率领陵水农军
攻占陵水县城。12月中旬，陵水县
苏维埃政府成立，何毅任委员。国
民党反动派失去陵城后，调兵遣将，
疯狂反扑，何毅等带领县苏维埃政
府和农军一直坚持至翌年3月才撤
出陵水县城。

1928 年 4 月至 8 月，何毅以中
共琼崖特委委员兼特派员身份在文
昌县、琼山县领导武装斗争。6月5
日，中共琼崖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乐
会县第四区召开，会议选举新的琼
崖特委，王文明任书记，何毅当选为
委员。不久，黄学增受中共广东省
委派遣到琼崖巡视工作，7月，召开
琼崖特委扩大会议，改组特委，黄学
增任书记，何毅继续任委员。8月，
琼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乐会
县第四区召开，宣布成立琼崖苏维
埃政府，王文明任主席，何毅当选为
委员。

同年冬，黄学增、官天民执行
广东省委指示，带领党、团特委机
关离开乐会县第四区迁往海口、府
城。何毅和王文明、梁秉枢、罗文
淹、王业熹等率领琼崖苏维埃政府
机关和部分红军转移到定安县母
瑞山创建根据地，坚持农村斗争。
1928 年冬至 1929 年春，王文明、何
毅等在母瑞山领导保卫革命根据
地的斗争，处境异常困难艰险。何
毅和战友们同甘共苦，坚持游击
战，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逐渐站稳
脚跟。

1931年，何毅任琼崖苏维埃政
府秘书长。1932 年 7 月，琼崖党组
织内部开展“肃反”，何毅被错杀，时
年33岁。1953年，他被乐会县人民
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何毅：一片赤心干革命

■ 韩慧

学党史：
在我国河北承德的塞罕坝，有

一抹绿色，曾令世界为之惊艳。从
一棵松到百万亩林海，从“飞鸟无
栖树，黄沙遮天日”的荒漠沙地，到

“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
林的海洋、鸟的乐园”，一代代塞罕
坝人，听从党的召唤，坚持绿色发
展，历经五十多年峥嵘岁月，创造
出“中国绿”的伟大奇迹。2017年，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
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这是
塞罕坝人的骄傲，也是“中国绿”的
荣耀。

悟初心：
绿，在塞罕坝随处可见，却是

塞罕坝人心中最珍贵的颜色。为
了这片绿，塞罕坝人在五十多年的
光阴里，经历了太多失败。比如，
最初种下的树苗成活率不足5%；又
如，外来树种水土不服大面积枯
死；再如，罕见“雨凇”和特大旱灾
接连而至带来毁灭性打击……然
而，即使在“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
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的
艰苦条件下，塞罕坝人也一次次咬
紧牙关，从头再来，把树种下去，把
绿播撒开。

在塞罕坝，绿是希望之色，是
生命之色。“为首都阻沙源、为京
津蓄水源”的神圣使命，支撑着第

一代塞罕坝人不断攻坚克难、砥
砺奋进，在荒漠沙地“钉”出一片
绿。可以说，塞罕坝人对绿色有
多么热爱，就对光荣使命有多么
忠诚。一代塞罕坝人用青春岁月
谱写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辉煌
篇章，也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
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塞罕坝这处“美丽的高岭”，不仅
在是海拔高地，也是值得敬仰的
精神高地。

第一代拓荒者的坚守是源自
对神圣使命的体悟，第二代、第三
代守林人的加入，则是对塞罕坝
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塞罕坝精神
是“中国绿”奇迹的成功密码，一
位位新塞罕坝人，在塞罕坝精神
的感召下，加入进来，其中不乏高
学历人才，他们携半生所学扎根
于此，为塞罕坝建设注入新生力
量。如今，在 2000 多名护林人的
共同努力下，塞罕坝森林面积不
断扩大，森林质量不断提高，森林
生态系统每年产生超百亿元的生
态服务价值，森林资源总价值约
200 亿元。这一切告诉我们，环境
保护没有休止符，生态文明建设
永远在路上，唯有牢记使命、接续
奋斗，才能让“中国绿”成色更足，
让绿色发展的基座更稳固、含金
量更高。

塞罕坝人把绿色融入生命深处，
把朴素的生态意识转化为坚定的行
动自觉。学习和弘扬塞罕坝精神，人
人亦可为。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身体力行环保理念，比如坚持垃圾分
类，节约资源，多些低碳出行，呵护花
草树木……也是在为“中国绿”贡献
力量。

7月12日，在海南省博物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交响主题组歌《海南颂》的部分参与者在进行混声合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