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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 黄良策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
放战争，张云逸将军转战南北，立下赫
赫战功。

8月1日，在张云逸大将诞辰130
周年前夕，张云逸大将诞辰130周年
纪念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启动。为期一
个月的展览通过图文、视频、实物、造
景、光影效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展示
张云逸不怕牺牲和逆境求变的家国情
怀，完整真实地再现张云逸传奇而辉
煌的一生。

以重要事件为节点
重现大将戎马一生的辉煌

步入张云逸大将诞辰130周年纪
念展展馆，入口处新塑的张云逸半身
像英姿勃发，尽显大将风范。

“此次展览以张云逸生平重要事
件作为时间节点，将张云逸大将一生
的传奇经历展现在人们眼前。”作为此
次纪念展承办方，文昌市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张云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
此次展览，人们可以找到答案。130
年前，张云逸出生在文昌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他1926年离开海南，历经红
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
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
后，他主政广西，为清剿土匪、土地改
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民族区
域自治等作出了杰出贡献。

展览分为立志报国、百色起义、转
战千里、万里长征、统战能手、组建新
四军、华东支前、主政广西、情系海南

等部分，全面回顾张云逸波澜壮阔的
一生。

展览现场，张云逸次子张光东说，
这一次的展览不仅是在缅怀张云逸的
丰功伟绩，“同时也是纪念和我父亲一
起奋斗的老一辈革命家们，以及和他
们共同浴血奋战的千千万万战士，感
谢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安宁
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篇篇悲壮激
越的历史篇章。”

展出特殊展品
彰显无产阶级革命斗士

高尚情怀

195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
衔制。同年9月27日，张云逸被授予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
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
章。这次展览，张云逸后人带来了特
殊的展品——三枚勋章仿品。

“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要听党
的话，党让做什么就要做什么。红七
军最多时两万余人，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时能够联系到的仅剩50人，多
少同志为了革命流血牺牲，所以我们
还有什么是属于个人的东西？我们自
己的一切都应该献给党！”张云逸大儿
媳王婷已经90多岁，参观完此次展
览，难掩激动神色。她说，三枚勋章既
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同时也是父亲留
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婷自离休以后一直在海南生活，
整理张云逸的档案及照片。展馆中，张
云逸在1955年8月给毛泽东主席写的
信，也充分体现出张云逸作为无产阶
级革命斗士，甘愿为党的事业和社会
主义建设奉献一生的高尚情怀。

信中张云逸写道：“我久病之后，
加上年龄的关系，体力脑力虽不如昔，
但应将现有的力量，为党为人民的伟

大事业奋斗到底，以遂初志，而尽己
责。”

“我要把他所有的光辉展示出来
供后人学习，希望大家继承他们的光
荣传统。”王婷说。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为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动力

展览现场，文昌市第二小学教师
陈施站在展板前久久不愿离开。

展板上，是1961年张云逸从文昌
探亲返回北京后，写给当时中共文昌
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书信照片。张云逸

在信中提及，文昌土地潜力大，可以种
植椰子、油棕、荔枝、龙眼等热带经济
作物，既能增加收入，又能绿化美化村
庄环境。

“书信的字里行间，传递出的是张
云逸大将对家乡的无限热爱，让我们
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对家乡的拳拳赤子
心。”陈施说。

“这些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素材。通过这个展览，我对英雄有了
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英雄的爱国之情
也更加深刻地刻在我心中。”展馆现
场，还有来自浙江省义乌市的游客郑
庆芳。她说，展览体现了最朴素、真实

的张云逸大将，观众通过了解张云逸
的事迹，可以汲取无穷的精神动力。

回望，是为了新的出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长征。把海南建设好、发
展好，是张云逸同志等革命前辈对我
们的殷切期盼。”文昌市委书记龙卫东
表示，文昌全市上下将在省委省政府
的领导下，大力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品格和风范，进一
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以
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城的生动实践助推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张云逸大将诞辰130周年纪念展完整真实再现他传奇辉煌的一生

传承光荣革命传统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省委统战部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

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贡献统战力量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见习记者黎鹏 特约记
者何光兴）8月1日，省委统战部召开理论学习中
心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精神，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奋力谱写
海南统一战线事业新篇章，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港贡献统战力量。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苗延红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要求，全省统战系统要固根基、强作为、
防风险，扎实推进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在海南落
地生根。要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统战工
作理念、思路、观念、思维不同层面的创新。要聚焦
中心工作，紧扣自贸港建设，坚持以政策为引领、以
平台为支撑、以机制为保障、以项目为抓手，全面做
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和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侨爱国力量等统战工作，
全力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加快推进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推动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凝聚更大力量。要防范化解风险，坚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提高政治
敏锐性和鉴别力，紧盯统战领域重大风险点，防范
化解风险隐患，确保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
“两法一规定”实施情况省直汇报会

以更大力度推进
“两法一规定”更好实施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见习记者黎鹏 实习生
丁馨）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结合省人大常委会监督
工作计划，8月1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在海口召
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海南省未成年人保
护和预防犯罪规定》实施情况省直汇报会。

近年来，我省持续抓好“两法一规定”的贯彻
落实，逐步构建起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
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和权益保
障机制，全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健康有序发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大力推进。会议听取省直有
关部门贯彻实施“两法一规定”的基本情况、存在
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就做好未成年人保护
和预防犯罪工作展开深入探讨交流。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未
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树
立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思维，注重综合治理和源头
治理，进一步推动“两法一规定”更好实施；要突出
工作重点，建好社管平台，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中
心、中小学校、未成年人司法场所、专门学校建设，
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到实处；要
落实法律责任，齐心协力开展好未成年人保护和
预防犯罪专项行动，同时强化法治宣传教育，营造
全社会关心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进平出席会议并讲
话。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廖珍臻）海南日报记者8
月1日从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获悉，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游艇
展共吸引近5万人次观众前来观展，
交易及意向投资金额超5亿元。

据介绍，第二届消博会游艇展以
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为主
展区，总面积18万平方米，吸引了逾

60个境内外知名品牌200多艘船艇
参展。展区面积和参展数，比首届分
别增长约125%、90%。

为促进境内外游艇产业交流，搭
建国际游艇领域商贸合作的平台和
桥梁，第二届消博会游艇展期间，不
仅举办了启航仪式、海口时尚生活
节、“荷兰之夜”和“慕恩之夜”品牌游
艇对接会等现场活动，还举办了中国

游艇经济发展论坛，邀请国内外的行
业专家学者、游艇企业代表等，深入
研讨海南游艇产业政策优势，共同探
索中国游艇经济未来发展。

同时，更多游艇产品选择在海
南“首秀”。7月28日晚，知名进口
游艇代理商欧尼尔游艇销售公司在
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举行
Leopard（猎豹）50新品发布活动。

当晚，这艘游艇就被一家航海俱乐
部买走。

数据显示，第二届消博会游艇展
举办期间，共吸引采购商、业内人士、
市民游客等近5万人次，推动达成多
笔游艇交易，累计意向成交5亿元。
此外，三亚鸿洲卡纳游艇服务有限公
司与土耳其知名船厂达成战略合作，
布局超级游艇设计制造产业链。慕

恩海洋、欧尼尔、徽雅等知名游艇企
业，纷纷表达提前“预订”第三届消博
会游艇展的强烈意愿。

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本届消博会游艇展参展品牌
的质量和数量皆有提升，交易成果丰
硕。接下来，海口将与各游艇企业深
化合作内涵、拓展合作领域，携手共
享海南自贸港机遇。

第二届消博会游艇展吸引观众近5万人次

交易及意向投资金额超5亿元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周晓
梦 邵长春 通讯员张乐）8月1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控股）获悉，第二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期间，海南
控股以“智慧零售-迈向元宇宙”为
主题，携机场和免税板块共同参展，
接待参观体验的观众4万人次，与4
家品牌或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与26

家品牌或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在第二届消博会上，海控全球精

品免税城（以下简称GDF免税城）共
展示29个品牌。展会期间，共组织
了27场馆内体验活动、48场商务活
动和11场网上直播；各类精品推介、
新品发布、现场福利派发等活动接连
举办。

海南机场以国企全新身份首次

精彩亮相消博会，布置了多个打卡
模块，带观众沉浸式体验参观热带
机场、绿色机场。旗下美兰机场、凤
凰机场、海南迎宾馆等单位全力配
合，圆满完成消博会接待保障和服
务工作。

海南控股抓住消博会延伸免税
产业链的重要契机，结合首届海南国
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活动，推出“消博

会门票当钱花”、扫码领券等多项促
销活动。展会期间，位于海口日月广
场的GDF免税城日均客流环比增加
100%，消费人次和销售金额环比增
长50%；同比第一届消博会，GDF免
税城销售额增长了275%，有效助力
离岛免税消费市场焕发活力。

本届消博会上，海南控股共与法
国卡尔拉格斐、厦门建发股份等4家

品牌或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与卡西
欧、瑞妍等26家品牌或企业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充分发挥消博会的溢出
效应，把更多受消费者欢迎的国际品
牌引进海南市场。

此外，GDF免税城还作为免税
经营主体的唯一代表，与消博会组委
会成功签约，成为首批报名参展第三
届消博会的海南省属国企。

海南控股在第二届消博会上与4家品牌或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机场+免税”强势联动收获丰硕成果
◀上接A01版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和“眼睛瞪得大
大的”的政治敏锐性，进一步完善措施策略、压实
工作责任，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扎实做好防
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等各项工作。

调研组要求，海口要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
力，加强前端感知体系和实战化应用场景建设，全
面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
抓牢抓实基层群防群治工作，充分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共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
的政治社会环境。

扛起省会城市政治担当
以一城平安促全省平安

8月1日，武警海南总队
三亚支队开展“军嫂萌娃进
军营”活动，为官兵和家属搭
建起一个沟通互动的平台，
让大家共同度过一个快乐、
难忘的节日。在亲子游戏环
节，“亲子二人行”“你猜我
画”“驼驼乐”等富有部队特
色又挑战性十足的趣味游戏
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军
爸”“军娃”同上阵，在体力与
智力的比拼中，增进了感情。

文/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周奕 梁迅
图/通讯员 周奕

军嫂萌娃进军营
同庆“八一”建军节

8月1日，海南省博物馆一号馆内，市民游客在参观张云逸大将诞辰130周年纪念展。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上接A01版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生态保护的种子也在屋基村生根开花结
果。让吴聪欣喜的是，随着村民保护意识的不断
提升，鸟儿可以在村里放心筑巢安家，不再有性命
之虞，吴家的树上“邻居”也越来越多——鹭鸶从
起初的几十只，一度增加到两千多只，最多时甚至
达上万只。

如今的护鸟队，显然“清闲”了许多。与老一
辈护鸟队相比，如今的护鸟队员不用再东奔西跑
地巡查，考虑更多的是宏观保护举措。而这背后，
是海南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入脑入心入行。在屋基村，村民像
爱护家人一样保护鹭鸶，人人以加入护鸟队为荣，

“从最初的十几人，到现在全村人都是护鸟队员。”
吴聪说。

吴聪说，屋基村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近年来被游人纷纷称为“鹭鸶天堂”，也吸引
了众多游人慕名而来，赴一场“鹭鸶之约”。该村
也相继捧回“国家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目前正是鹭鸶繁殖期，站在百年大榕树下，听
着清脆的雏鸟声，吴聪觉得很心安。他说，护鸟队
要将护鸟进行到底，生生不息。

（本报那大8月1日电）

祖孙三代“人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