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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江河自崇山峻岭间奔腾而来，花
草树木于四季变迁中凋零生长，飞禽
走兽在林中诠释着物竞天择……在琼
岛上，有着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
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
热带雨林，孕育了3653种野生维管植
物，540种陆栖脊椎动物——这是一
座蕴藏着奇珍异宝的雨林秘境，也是
承载着丰富内涵的自然课堂。

以自然为师，与万物为友，这是雨
林自然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自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
来，多种形式的自然教育课堂先后走
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乡镇，在传播
国家公园理念的同时，也提高了公众
生态保护意识。

探索：让孩子对身边的
雨林加深认识

新鲜的嫩叶在被一只毛毛虫啃食
过后，分泌出了黏液，不动声色地将掠
食者制服……日前，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霸王岭学校开展的一堂自然教育科
普课上，投屏画面正播放着雨林植物
的“自我保护之道”。

“现在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热带雨
林中植物的秘密。”海南松鼠学堂自然
教育工作室导师刘艳通过各种生动有
趣的科普讲解，带领台下的同学走进
了雨林植物的奇妙世界。

开展热带雨林宣讲、组织参观科普
宣教馆、设置宣传栏……一直以来，地
处霸王岭腹地的霸王岭学校十分注重
学生的热带雨林知识教育，并积极引导
学生们自觉加入保护生态的行动中来。

“在近年的‘开学第一课’上，我校
不仅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同时也向
全校师生介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的相关情况。”霸王岭学校
校长宣福雄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除了昌江的霸王岭学校，还有许
多和热带雨林息息相关的学校也共同
扛起了这面自然教育的科普大旗。

去年 8月 10日，经海南省教育
厅、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协商，决定在东方市江
边中心学校、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
校、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岭学校、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毛岸学校、白沙黎
族自治县元门中心学校以及青松中心
学校、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中心
学校、陵水黎族自治县吊罗山学校、昌
江黎族自治县霸王岭学校以及王下中
心学校等共计10所学校成立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自然教育
学校，基本覆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的核心保护区域。

在自然课堂上，雨林的一切都是
鲜活的“教材”。教师教会孩子观察蝴
蝶、箭头蝗等昆虫的身体结构，了解珍
稀动植物的习性，孩子还会把一草一
木、一鸟一石记录在《自然笔记本》中。

在《关于印发<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工作要点>
的通知》文件中，培养青少年儿童对大
自然的兴趣，引导他们热爱大自然，热
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提高他们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意识成
了重点之一。

近年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和自然教育机构已共同策划多
场自然科普教育进校园活动，安排环
保志愿者等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
研发、讲解课程。

开拓：架起人与自然双
向奔赴的桥梁

国家公园与自然教育息息相关，

从国家公园成立的目标与功能来看，
推广自然教育，国家公园责无旁贷。
除了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之外，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也十分注
重社会参与。

坐落在五指山脚下的亚泰雨林酒
店，周边层林叠翠，古树参天。去年下
半年，一只和人类亲密接触的野生猴
子成了酒店的“网红”，许多游客慕名
而来。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启动以来，五指山片区在保护中
发展，酒店与五指山分局建立了协调
共建机制，野生猴子的造访成为这里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注脚。

“我们酒店也依托所处位置和自身
资源，设立了自然科普教育基地，积极
参与到生态保护和自然教育领域中来，
共同推动生态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
亚泰雨林酒店总经理董胜宇说道。

得益于自然教育工作的稳步推
进，热带雨林对城市里的孩子们而言
并不陌生。无论是走进校园的自然教
育创意课堂，抑或是遍地开花的生态
研学基地，都在海南逐渐架起了一座
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桥梁。

“坡鹿一年能跑多少米？”在海南
N次方公园万象实验室举行的“原野
精灵海南瑰宝”——海南坡鹿公益讲
座上，台下稚嫩童声的提问让海南邦
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站长王合升忍俊
不禁。在讲座的投屏画面里，身形矫
健、体态轻盈的海南坡鹿三五成群地
穿梭在灌木丛中，追逐嬉戏。配合画
面，王合升从形态特征说起，向公众深
入浅出地介绍海南坡鹿，希望能借更
多的公益讲座、科普活动提升公众对
坡鹿的科学认知。

在许多校园里，围绕着热带雨林

的环保意识蔚然成风，生态与艺术的
碰撞结合更是让自然教育有了更多的
可能性。

“一场大雨给热带雨林带来了生命
的希望，树木喝饱了水，不断向四周伸
展，层层叠叠的树干给动物们提供了最
坚实的家园。”在文昌联东中学开展的
热带雨林纸雕灯艺术课堂上，学生林莎
琪和团队成员正在介绍其作品《雨后的
热带雨林》的寓意，让众人眼前一亮。

而位于霸王岭南麓的昌江王下
乡，乘上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区建设的东风，利用雨林资源
打造了独具黎族风情的度假体验区王
下“黎花里”文旅小镇，建成知名的自
然生态和人文艺术研学基地，为公众
提供了一个走进自然、体验自然、了解
自然、学习自然的绝佳场所。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自然教育课堂先后走进学校、社区、乡镇

以自然为师 与万物为友
本报营根10月8日电（记者李梦瑶 特约记

者秦海灵 通讯员陈欢欢）周末“不打烊”服务解决
群众“上班没空办事，休息没处办事”的民生痛点，
开设“未办成事窗口”根治“疑难杂症”，推出

“137”督办工作制度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
键”……

海南日报记者从10月8日召开的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作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第二次推进会上获悉，今年6月以
来，该县党员干部积极破堵点，75个单位咬定难
点不放松，让一批困扰群众和市场主体多年的难
题得到解决。

“我们小区为什么经常停水？”今年6月，琼中
县委书记徐斌带领调研组刚到该县吉祥花园小
区、四季馨园小区等住宅区，便遇到小区居民现场
投诉。经现场排查，发现是上述小区水管经常性
爆裂导致。抓小抓细、举一反三，该县领导干部随
即赴北京，带回一份央企对全县城镇供水工程托
管20年的协议，从源头解决了琼中城镇供水管理
水平不足的问题。

营根镇保障房小区自2013年开工建设，由于
早期的规划设计遗漏了部分硬化道路、路灯、停车
位、地下排污管道、化粪池、绿化、电缆、挡土墙等
配套工程项目，致使大量业主苦等8年无法入
住。随着今年7月琼中“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调研组现场走访，列出问题清单立行立改，目前该
小区基础配套设施基本完善，已有308户申请装
修，83户入住。

类似的场景，在过去几个月的琼中频频上演。
“只有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走近群众，方能把好

脉、问好诊、开好方，推动问题解决。”徐斌表示，在推
进“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过程中，该县领导
干部主动深入基层一线，通过换位体验、感受评估等
方式，在产业发展、政策落地、项目建设、民生实事、作
风能力等多个领域查摆堵点，变问题清单为履职清
单，正努力形成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群众、市场
主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截至目前，琼中共查出堵点308个，全县各级
领导干部、各部门深入企业、乡镇、窗口单位推动
解决问题132个；列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任务清单466件，完成312件；查出作风整顿建
设问题320件，解决227件；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
班受理问题线索47件，办结39件。

琼中全力推进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把脉问诊查堵点
标本兼治破难题

为实现民族复兴接续奋斗

◀上接A01版
李军一行沿山间道路步行，实地查看林木长势情
况，详细了解公益林养护、森林资源保护培育、森
林防火、水源涵养等工作情况，并来到保护区马
岭管护点调研林长制落实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护
林员。

李军强调，要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健全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推进森林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严格林地用途管制，严禁违法占用林地，坚决
守住生态红线。要认真落实林长制，压紧压实各
级管护人员责任，强化林区日常巡管护，确保守林
有责、守林负责、守林尽责。要教育引导村民增强
生态环保意识和森林防火意识，严厉打击毁坏林
木、盗伐盗猎等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林区安全
稳定。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方针，充分利
用自然地理条件和物种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绿水
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换路径，推动林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森林更绿、环境更美、效
益更好。

◀上接A01版
毛万春指出，今年以来，全省政协系统的工作

成效良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民主监督、琼港合
作、作风整顿、配合全国政协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
开展专题调研、举办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重
点提案协商督办会等工作都得到了认可。

毛万春强调，全省政协系统干部要抓重点，按
照全国政协、省委对海南政协的工作要求，对标自
贸港建设对政协工作的要求，抓好重点工作；要抓
亮点，省政协各专委会、各市县政协要抓好特色工
作，通过抓亮点以点带面；要抓堵点，直面薄弱环
节和死角，使各项工作更加顺畅；要抓难点，认真
思考解决工作中的难点问题。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苻
彩香，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李国梁、史贻云、吴岩
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刘登山，秘书长陈超
出席会议。

省政协召开七届六十四次党组
暨四十七次主席（扩大）会议

认真落实林长制
建好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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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诸多的失败，证明了这样一种必

然：“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
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资产
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
伟大先驱。他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的旗帜，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事业，创立
兴中会、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
的三民主义，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广泛
联合革命力量，连续发动武装起义，为
推进民主革命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在革命的旗帜下，中华民族的觉
醒者们，以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
黑暗的闸门”，开启了“亚洲的觉醒”。

——安庆起义失败后，“光复军”首
领徐锡麟在公堂上大义凛然，直言“尔
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
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

——起义失败被捕后，巾帼英雄
秋瑾坚贞不屈，写下“秋风秋雨愁煞
人”的绝命诗，从容就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
觉民，在给妻子的诀别信中写下“亦以
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
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豪迈话
语，慷慨赴死。

……
革命，革命！醒来，醒来！
革命的干柴，早已在全国范围内

铺就。武昌城头的那声枪响，最终点
燃了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

辛亥革命的烈火，推翻了清王朝
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
专制制度。但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
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
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
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即便如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
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
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
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
鹏看来，辛亥革命的精神之魂是爱国
主义精神。当年，正是因为国家的积
贫积弱、民族的危难多舛、人民的困顿
疾苦，有志之士才要用革命推翻清朝
腐败统治，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和

“振兴中华”的吼声。也正是在爱国主
义精神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承担
起先辈们未完成的事业，接续奋斗，一
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屹立
在世界东方。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纪念辛亥
革命，就是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守护好、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张
海鹏说。

传薪火，使命在肩
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一

座三合院古朴静谧，李大钊曾在此度
过近四年时光。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
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
知……”故居内，一场名为《播火者》的
沉浸式话剧，娓娓道来李大钊“铁肩担
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生。

透过历史的烟尘，时间拨回到民
国初年。李大钊曾对革命成果——建
立共和制度欢欣鼓舞。然而，革命果
实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
手中。十分关心国家命运的李大钊，
这时已敏锐地感受到新的共和制度存
在着“隐忧”。1913年，他以愤怒而沉
痛的心情尖锐地指出：“共和自共和，
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尽管皇帝退位，但各地军阀依然
争战不休；头上的辫子虽剪，“脑中的
辫子”犹存；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
光环，难掩惨遭列强欺凌瓜分的悲惨
境遇……

苦苦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
路的先进分子在探寻中发问：中国的
出路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犹如一道刺破暗
夜的闪电，给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带来希
望。一年多后，五四运动劈开旧中国如
磐铁幕，唤醒暗夜中沉睡的灵魂，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激辩中传播，于比较中选择。
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一些老

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
李大钊、毛泽东等深受辛亥革命影响
的革命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
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
气濡湿闷热。

望志路106号，一幢不起眼的石
库门小楼里，亮起星点灯光，中共一大
在这里召开。从此，中国共产党人登
上历史舞台。

为什么共和制度在中国社会步履
维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辛亥革

命没有深入发动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
革命伟力。只有唤起亿万民众的觉
醒，方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

认识到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共产党人承担起辛亥革命未能完成
的历史使命，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
万，同心干”，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中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辛
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
带领广大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
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这一刻，近代以来历经苦难斗争
的中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的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
东主席用激昂的语调，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震天的欢呼激荡在天安门广场。

身着深色旗袍的宋庆龄站在城楼
上，看着眼前涌动的人潮，看着广场上
矗立的孙中山先生画像，不禁热泪盈
眶。8天后，她这样向世人讲述在天
安门城楼的那一刻——

“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
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抓
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
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
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
这样美丽……”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奋力践行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
提和制度基础。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
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
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
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
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
转的历史进程。

同奋进，迈向复兴
珠江口西岸，广东省中山市翠亨

新区，孙中山先生故乡。
如今，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东、西

主塔已封顶。到2024年，全长24公
里的深中通道正式通车后，从深圳到
中山的车程仅需20分钟。

拉近的，不仅是路程。“敢为天下
先”的精神力量，延绵广远。

“振兴中华”！1894年，孙中山先
生在《兴中会章程》中，首次喊出时代
的最强音。

百余年前，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
先行者，又在《建国方略》中，构想了一
幅幅宏伟蓝图。

当年，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面对
孙中山先生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
地图摇头说：“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
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振兴中华’的理想在近代中国
国运衰微、制度腐败、战乱不已的情况
下，难以实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才能找到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
道路。”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表示。

“我们走遍大江南北，看着国家的
生机勃勃，今天的铁路、公路、港口、水
利、电力以及航天工业的建设成就已
远超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想象。”孙中山
先生曾侄孙孙必达很自豪。

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是辛亥革命
者们的梦想。

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南面首义
广场。位于武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纪念馆，曾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
督府，如今，已成为人民群众了解辛亥
革命历史的一座地标。

9月30日，为纪念首义精神而举
办的“辛亥首义人物图片史料展”在纪
念馆隆重举行。展馆内，一幅孙中山
先生手书的“天下为公”横幅，吸引不
少参观者驻足。

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以“天下为
公”为最高思想境界，致力于“除去人
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带领
革命者们为此目标矢志不移。

如今，中国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再无饥馑之年、冻馁之
患，迈上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
大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国
家繁荣富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
是一名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我非常
自豪，相信这一定也是我们的先辈所
期望的。”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
坤的长孙熊永铸激动地说。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
华儿女共同的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梦。

近日，在北京的一处住宅里，黄埔
军校同学会会长、抗战老兵林上元及
他的儿子、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
谊会会长林际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尽管林上元老人已97岁高龄，林
际平也已年近古稀，但父子俩一直以黄
埔精神为纽带，团结海内外黄埔同学和
他们的后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而奔走。

“我的外曾祖父是参加过武昌首
义的辛亥革命元老张难先，国破山河
碎的悲痛历史，已深深刻入他们的骨
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牢牢印
在他们的意识中。我们所做的，就是
传承他们的精神，为国家的统一作贡
献。”林际平很坚定。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确保国家完整
不被分裂，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
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意志，是不可阻挡
的历史潮流。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思考台湾问题，我们会
清楚认识到，国家统一是新时代民族
复兴的必然要求，解决台湾问题、实现
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
应有之义。”张海鹏说。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
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三个多月前，在天安门广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隆重举
行，习近平总书记以铿锵有力的话语
展望——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
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
能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
王琦 孙少龙 王子铭 任沁沁 廖君，
参与记者喻珮 查文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