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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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党史百件大事
百年壮阔海南潮

1944 年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抗日军民浴血奋战，解放了大片
国土，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
阶段。12月3日，中共琼崖特委发出

《关于当前局势对策的紧急指示》，提
出要警惕日军和顽固派的险恶策略
阴谋，做好反攻的准备工作。12月15
日，琼崖特委作出《关于加速反攻准
备工作的指示》，号召全琼党政军民
全力以赴进行准备工作，以取得驱敌
出琼的胜利。

1945年6月18日，琼崖特委决定

恢复琼崖公学，任命史丹为校长。为
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顿作风迎接
胜利的指示，琼崖特委组成一个整风
学习领导小组，有效加强领导全琼
党、政、军的整风学习。

6 月 20 日，琼崖特委发出指示，
指令有关部门着手扩大政权建设的
筹备工作。7月，琼崖特委相继作出
两次决定，对各级党委的领导工作作
出指示。琼崖特委的决定为民主政
权的建设提供了可靠保证。

为配合盟军对日军在琼崖沿海
军事设施的轰炸，独立纵队四面出
击，使日军内部厌战反战情绪滋长，
士气低落。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日

军营垒开始分化，琼崖各地伪政权开
始土崩瓦解。

在琼崖特委发出反攻准备指示
后，独立纵队和各地抗日民主政府抓
紧补充兵员，培养干部，改善军需供
给，开展一户一弹运动。同时认真贯
彻中央关于整顿作风、迎接胜利的指
示，进一步提高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和决心。

9 月 2 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
签字。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结束，琼崖抗日军民取得了反侵略战
争的重大胜利。琼崖抗日战争的胜
利，是琼崖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
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琼崖特委及
其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坚决执行
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在敌后
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
展游击战争，使侵琼日军陷于人民战
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整个抗战中，琼
崖独立纵队对敌伪作战2200余次，毙
伤俘日伪军58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
弹药和各种物资一大批。一系列有
效斗争，阻滞了日军的“南进”，打破了
日本建设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企
图，有力支援了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
争和美、英等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
战，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邱江华 辑）

夺取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特约记者 黄兆雪

7月14日下午5点多，虽然已临
近下班时间，但“海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获得者、昌江黎族自治县乡村
振兴局负责人陈学良还忙碌着：刚制
定好关于做好脱贫户分类管理的工作
通知，又赶在下班前跑去找同事研究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事宜。

从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昌江
工作开始，陈学良已经在扶贫领域工
作了整整30年，早已习惯了这样不按
时下班的工作节奏。如今，脱贫攻坚
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他的工作转
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面对新任务、新挑战，更不

能停下来了。
“回过头来看，过去几年脱贫攻坚

的工作确实非常辛苦，但也收获了满
满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觉得很值得。”
陈学良说，作为党的干部，只要党中央
和省委有部署、组织上有需要，就应该
扛担子、冲上去。

陈学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要加班的时候，我肯定是会
带头加班，要深入一线的时候，我也
全力以赴扎根下去，这样才能把大
家的积极性带动起来，增强凝聚
力。”陈学良说，2016年他刚担任昌
江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时，面对全
县 36个贫困村、2万多贫困人口脱
贫这个艰巨任务，他白天带头走村

入户调研摸排，晚上主动加班研究
制定精准帮扶计划，带领班子成员
和广大扶贫干部一起奋战。良好的
工作氛围让很多扶贫干部克服了畏
难情绪，也吸引了更多优秀党员干
部加入了扶贫工作队伍，凝聚起了
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2019年初，昌江被抽选为国家
省际脱贫攻坚交叉检查市县，时间
紧、任务重。“当时我想，千难万难，
有党的坚强领导就不难，在县委县
政府大力支持下，我牵头成立了10
个督导组，建立问题即时发现、即时
整改机制，挺在一线抓全面覆盖检
查、抓逐个问题整改。”陈学良说，在
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昌江如期
高质量完成了全部贫困村、贫困户
脱贫摘帽任务。

作为一名扶贫战线上的“老

兵”，昌江王下乡大炎村是陈学良在
扶贫工作中用心最多、也是最有收
获感的一个村。“我们扶贫办挂点帮
扶了这个村20多年了，但变化最大
的还是脱贫攻坚这几年，这得益于
党和国家对扶贫工作的大力投入，
也得益于采取了精准扶贫的新方
式、新方法。”陈学良说，大炎村浪
论村民小组地处森林腹地，地质灾
害多，县里决定重新选址建新村，但
一开始群众不愿意搬，他请缨带队
到村里与村民同吃住，挨家挨户了
解群众的真实需求，然后有针对性
地协调村庄规划选址，整合资金完
善基础设施，全村55户都高高兴兴
地搬到了新村，如今村民依靠发展
旅游产业实现了稳定增收。

“多年前，我到一个贫困户家里走
访时，看到他家孩子与我的孩子年龄

相仿，身上却连件合身的衣服都没有，
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们
彻底拔掉‘穷根’。”后来，陈学良成为
这名贫困户的帮扶责任人，他经常带
着爱人和孩子买菜过去，一起吃饭、一
起劳动，帮助贫困户学习技能、外出打
工，办起了养猪场，盖起了新房子，实
现了稳定脱贫。

“最近谋划比较多的是如何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加强农村人才
引进，因为只有激发出农村地区发
展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谈起乡村振兴工作，陈
学良目光坚定、信心十足，他说，要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础，人
才振兴是关键，相信只要沉下心来
扎实推进，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农
村落后的局面。

（本报石碌7月15日电）

“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获得者陈学良：

脱贫攻坚当先锋 乡村振兴忙拓荒
白沙举办“百年党史我来讲”
人才宣讲活动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白沙
起义为琼崖人民的革命事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也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近日，白
沙黎族自治县“百年党史我来讲”人才宣讲团成员
董小凤走进白沙警营，以《一起走进白沙起义》为
题，与广大干警一起重温了白沙起义的历史背景、
发展进程和历史意义。

“‘百年党史我来讲’人才宣讲活动走进县公
安局宣讲，切实加深了民警对白沙党史的了解，强
化了广大干警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向工作实践的快
速转化力。”白沙公安局政工办主任谢存婷在聆听
了宣讲后说道。

白沙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业玉介绍，
此次白沙“百年党史我来讲”人才宣讲活动以百年
党史为主题，邀请白沙鹭湖“候鸟”人才代表胡庆
生、引进人才李学杰、白沙第二届优秀专业技术人
才陈家甫、爱国主义教育团成员符云汉、白沙县委
党校常务副校长包丽华等作为人才宣讲团的成
员，分别走进白沙第一小学、打安镇中心学校、青
松乡及部分机关，采用“小故事、大道理”的形式，
深入浅出地讲授党史和白沙革命历史，并穿插知
识问答和现场听众谈感受等互动环节，增强了党
史宣讲效果。据悉，截至目前，该宣讲活动已成功
举办了6场。

“安心驿站”公益项目
落地海口

本报海口7月15日电（记者张
惠宁）为推动海南省社会应急能力建
设，提供公众应急救护安全保障，完善
急救设备配备，7月15日，由海口酒
店协会、海口市120急救中心联合深
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深圳
市公共安全义工联合会推广的“安心
驿站”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

据海口市120急救中心有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推出的“安心驿站”
（AED+应急物资包+消费扶贫+安全
宣教一体机）公益模式，是将智能售货
机的收益补贴AED设备供社会公众
使用，形成可持续的公益推广模式，减
轻财政负担，社会共建，全民共享。通
过这次合作，借力公益在海口市乃至
全海南省的酒店配备AED，努力实现
公共场所全覆盖。

据了解，海口市作为海南省首个“安
心驿站”公益项目试点城市，首批50个
消博会定点接待酒店点位将陆续安装到
位，后续也将拓展至海南省其他城市。
在酒店协会的牵头下，逐步覆盖酒店行
业，构建“安心酒店”标准，让其成为旅游
服务品质提升的一个“名片工程”。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副主任付
杰表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稳步
推进，海南的会展经济会越发兴旺，
工作、游学、旅游的人也将逐年递增，
通过探索急救安全设备的铺设，提高
整体的旅游服务质量和城市形象，是
安全文化方面急需探索的方向。

海口酒店协会会长张会发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首批投放的酒店有50家，
即日开始安装，将在7月25日前安装
完毕。海口酒店协会将继续推动AED
在海口酒店的全覆盖。有意向的酒
店，可以继续向酒店协会申请安装。

为民办实事

陈垂斌（1900年—1933年），海南
崖县四区乐罗镇（今属乐东县）人。
1916年，他从家乡来到府城，考入华
美中学，进行半工半读。1919年五四
运动爆发，5 月 18 日，琼崖十三属学
生联合会在府城宣告成立，陈垂斌被
选为常务理事。从此，他全力投入领
导学生开展反帝爱国的革命斗争。

1922年，陈垂斌考入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1924年，陈垂斌考入上海大
学，就读于社会科学系，攻读马列主
义专著。他积极参加中共党组织领
导的工人运动，大力宣传国共合作，
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
谋，全心全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上海，陈垂斌加
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5年，陈垂斌参加上海的五卅
运动，同年从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
党党员。他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
与王文明、王业熹、罗文淹、郭儒灏、
叶文龙、许侠夫、陈德华等人一起将
在上海读书、工作的琼崖籍党员、团
员和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琼崖新
青年社，出版《琼崖新青年》（后改为

《革命青年》月刊），积极宣传革命思
想，陈垂斌积极撰写文章，发表在《琼
崖新青年》上。

1926年1月，陈垂斌、罗文淹、郭
儒灏等共产党员受命回到广州。之
后，陈垂斌随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渡
海讨伐琼崖军阀邓本殷，并留琼继续
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6月，陈垂斌出席中共琼
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琼
崖地方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中共

琼崖地委转移到乐会县第四区，6月，
中共琼崖地委改为中共琼崖特委，陈垂
斌任特委委员，跟随杨善集书记留在特
委机关工作。11月，中共琼崖特委召
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
神，决定扩大武装暴动，建立乡村苏维
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会议改选和充
实特委机构，王文明任书记，陈垂斌任
特委常委，负责宣传工作。之后，受当
时琼崖特委指派，陈垂斌、王业熹、游济
等前往陵水县指导建党建政工作。在
他们的艰苦努力下，1927 年 12 月 16
日，琼崖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陵水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1928年1月中旬，琼崖工农革命
军东路总指挥徐成章率领革命军第
一营，在农民赤卫队的配合下，攻克
琼南重镇三亚，崖县反动县长王鸣亚
仓皇逃跑，陈垂斌受命到崖县地区开
展工作。3月，陈垂斌随工农革命军

回陵水坚持农村革命斗争。4月，国
民党军蔡廷锴部对琼崖革命根据地
进行“围剿”，陈垂斌与陵水军民同舟
共济，开展反“围剿”斗争。1929年，
陈垂斌带领一些有斗争经验的共产
党员潜回其故乡崖县四区，组织起一
支特别武装队，继续坚持农村革命斗
争。陈垂斌带领的特别武装队，积极
打击国民党县长王鸣亚在农村中的
势力，打击流氓盗贼，整治社会治安，
深得村民的拥护。

1932年，广东省国民党政府发布
通缉令追捕陈垂斌。1933年2月，国
民党军陈汉光部联合王鸣亚的反动
民团，疯狂地“围剿”陈垂斌及其领导
的特别武装队。陈垂斌在一次战斗
中负伤被捕。面对敌人，他坚贞不
屈，视死如归，拒绝诱降、逼降。敌人
无计可施，于1933年3月9日下毒药
将他害死，陈垂斌牺牲时33岁。

陈垂斌：心怀革命志 热血沃琼崖

海师新传学子“三下乡”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海口7月15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李唯正 覃佳怡）7月15日上午8时，五指山牙力
小学传来第一声朗读，学生们在海南师范大学新
闻传播与影视学院“三下乡”志愿者的陪伴下开始
了一天的党史主题晨读。

今年暑假，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
学院100名师生组建了“艺暖琼岛”乡村艺术支
教实践团、“千村百镇——追寻百年足迹·传承
红色基因”党史学习实践团和“井冈情·中国
梦”红星闪烁党史学习专项实践队等3个实践
团队，前往海南、江西、湖南、贵州、四川、湖北
等10余个省市区，开展以“奋斗百年路 扬帆自
贸港”为主题的2021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支教调研活动，让大学生在观察实践中学党史、
强信念、跟党走，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其中，“追寻百年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党史
学习教育实践团由70余名成员组成，调研成员
暑期返回家乡，在自己家乡附近，通过采访、拍
摄、撰写等形式，追寻党的百年足迹，重走党的
革命线路，就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红色村落、乡
村振兴典型、乡村社会发展及教育发展现状进行
调查研究。

“井冈情·中国梦”党史学习实践团则在井
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集中组织开展党史学
习、国情民情教育、素质拓展和校际交流等活
动，接受红色洗礼，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感悟初
心使命。

庆祝建党百年暨
海南侨史图片展（万宁站）启动

本报万城7月15日电 （记者袁宇 通讯员
曾君倩）7月 14日，以“弘扬华侨爱国精神 喜
迎建党百年华诞”为主题的庆祝建党百年暨海
南侨史图片展（万宁站）启动仪式在万宁兴隆
举行。图片展旨在增进社会各界对海外侨胞、
归侨侨眷历史贡献和统战事业发展的认识和
了解。

此次图片展分为移民海外、革命之路、家
国情怀、砥砺同行、展望未来五个版块，巡展讲
解员向参展人员生动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历程中华侨华人的爱国故事，同时通过
翔实的档案史料、珍贵的历史物件，生动再现
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救亡图存中对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和衷心拥护，在新中国建
立和建设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奋斗历
程和光辉事迹。

海南消防百名指战员
赴延安开展主题教育学习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鈡坚）近日，海南
省消防救援总队分两批次组织100名党组织书
记、副书记赴延安革命圣地，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 汲取奋进力量”7月主题党日和主题教育学
习活动。

在宝塔山上，学员们开展了主题党日活
动，重温入党誓词；在枣园、凤凰山、杨家岭、
王家坪等革命旧址，学员们瞻仰伟人旧居，感
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的生活条件和
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大量图
片、历史资料、抗战文物等，让学员们对党中央
在延安的奋斗历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南泥
湾大生产纪念馆，学员们深切体会到了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
貌；在梁家河，学员们聆听知青故事，走进知青
住过的窑洞，重温知青之路。为期5天的主题
教育活动，让学员们对延安精神内涵有了更深
层次的理解。

日前，在临高县临城镇头星村，三沙市委宣传部、临高县委宣传部共同举办“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乡村振
兴’”惠民演出。演出通过歌曲、诗歌、舞蹈、情景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走
向胜利的伟大历程。 文/本报记者 张文君 图/通讯员 王信隆

红色歌曲颂党恩
乡村振兴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