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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宣传Sy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响
彻陵园，一颗颗炽热忠诚的红
心照亮前路，在三亚市梅山革
命烈士陵园和梅山革命史馆，
一堂堂特殊的党史课带领党员
群众重温光辉历程，传承红色
基因。

4月2日上午，在位于崖州区
的梅山革命烈士陵园，共青团三
亚市委、市少工委、团崖州区委
和志愿者组织等一行50余人，向
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以寄
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深切
缅 怀 为 革 命 事 业 献 身 的 先 驱
们。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铭记
历史，以革命先烈为学习榜样，
发扬优良传统，学党史、跟党走，
积极投身自贸港建设。

梅山中学内，肃穆庄严的梅
山革命史馆静静守候。步入《光
辉的战斗历程》基本陈列展区，
历史的烽烟扑面而来。4 月 2
日，武警三亚支队官兵来到梅山
革命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
追寻英雄足迹。祭奠仪式后，官
兵们参观了梅山革命史馆，聆听
党史，接受教育。看着泛黄的书
页、破旧的棉絮、生锈的枪炮，一
件件老物件，令官兵们深感触
动。武警支队宣传干事罗凯奇
表示，清明节不仅是缅怀革命先
烈的日子，更是审视自己、反思
人生的机会。作为新时代革命
军人，一定要牢记训词、弘扬传
统，以强军兴军的实际行动迎接
建党100周年。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常读常新。学史明理，翻开
百年激荡的红色篇章，对于每一
位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都能从中
汲取新的智慧和力量。据悉，自
3月份起，市水务局、市城郊人民
法院、市公安局、团市委、崖州区
委等多个单位纷纷组织党员干
部群众来到梅山革命烈士陵园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自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员
干部用活身边的红色资源，把历
史转化为课程，把史料转化为教
材，把现场转化为课堂，使学思
践悟融为一体，从红色资源中找
到了初心，认清了使命，筑牢了
信仰之基、补足了精神之钙、把
稳了思想之舵。

继承先烈遗志
凝聚奋斗力量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
有先锋。狗岭路上，巍峨耸立的
西沙海战烈士纪念碑纪念着在
1974 年西沙海战中牺牲的 18位
烈士。西沙海战是新中国海军
进行的第一次海上反侵略作战，
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海军史
上首次对外战争的完胜。经此
一役，西沙四十年再无战端！

“海战打响的时候我们心里
没有害怕两个字，心里只想着消
灭敌人……”在西沙海战烈士陵
园，老兵麦明泽的深情讲述，令
党员干部和师生代表听得热血
沸腾。4 月 2 日，三亚市吉阳区
机关单位党员代表及中小学师
生代表逾 170 人前往西沙海战
烈士陵园参加“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 缅怀革命英雄先烈”主题活
动。党员干部和师生代表在烈
士纪念碑前集体默哀，向烈士纪
念碑敬献鲜花，以表达对先烈们

的深深哀痛和沉重的悼念。面
对鲜红的党旗，全体党员右手握
拳齐眉，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为
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
和对革命烈士牺牲精神的无限
敬佩。

同时，来自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涯区
税务局、市中心医院等单位的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也纷纷在西沙
海战烈士陵园开展祭英烈主题
党日活动，通过为革命烈士扫
墓、敬献花圈、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等方式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
意和哀思。

网上缅怀先烈
激发爱国热情

网上共缅怀，云端连线传承
初心。三亚市各单位因时制宜，
借助互联网进行线上祭奠，“云

端”缅怀先烈。
清明节前夕，三亚市人大常

委会机关开展“网上祭英烈”活
动，以此缅怀先辈、祭奠逝者、寄
托哀思。“一次点击，一份缅怀，
一抹哀思。”党员干部在网上通
过献花致敬、寄语留言的祭奠方
式慎终追远、弘扬英烈精神，向
革命先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崇
高的敬意。同时，通过在网页端
深入学习革命烈士，尤其是何
赤、何绍尧、张开泰等海南革命
先辈的英勇事迹。党员干部纷
纷表示，通过学习认识到了革命
先辈为解放海南岛所做的努力，
我们应倍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生
活。

据悉，市民政局、市妇联、市
科协等多个单位同样组织类似
活动，通过网络祭祀先烈，进一
步激发爱国热情。

缅怀英烈祭忠魂，抚今追昔
思奋进。网络祭祀先烈，无数网

友反应同样热烈，表示英雄烈士
的英勇事迹仿佛将大家带回了
那个年代。网友“独占星河”说：

“这个庄严的日子里，烈士们，我
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我们
的爱国情操在大地生根发芽！”
网友“星绥”说：“缅怀先烈，愿你
们长眠，岁月悠长，山河已无恙，
硝烟散尽是曙光！你们的英名
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万古长
青 ！ 向 你 们 致 敬 ！ 向 你 们 学
习！”

一句句饱含真情的寄语，字
里行间流露着三亚各界人民群
众对英烈的崇敬，同时倡导了
网络祭祀、文明祭祀的新理念，
营造出致敬英烈、崇尚英烈、学
习英烈的浓厚氛围，千言万语
好似汇聚成一句话：“我们将以
先烈为榜样，以伟绩为感召，立
足本职，以满腔激情投入工作，
用 实 际 行 动 献 礼 建 党 100 周
年。”

祭英烈学党史，这堂特殊党课别开生面
见习记者 林林 本报记者 卢智子

4 月 2 日，在西沙海战烈士纪念碑前，海军某部现役军人和党员为阵亡将士敬献花圈，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悼念。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凝聚新未来·逐梦自贸港”
大学生创业就业分享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2021年三亚市创
业主题服务活动（第二期）“凝聚新未来·逐梦自贸
港”大学生创业就业分享会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报
告厅举办，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自贸港背景下三亚
就业创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
意识，把握就业创业机会，激发创新精神和活力，在
实现自身成长的过程中奉献社会，参与海南自贸港
建设。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师生、杰出校友等近 200
人参加。

在分享会上，主持人对海南自贸港创业政策、
环境进行了深层分析，优秀创业代表分享了他们的
创业就业故事以及成功的经验，为吸引留住更多高
校毕业生在海南就业创业，加快补齐海南人才短缺
提供了支撑。

“创业是最残酷的浪漫……”分享会上，海南字
在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春岭以《大学生创业初期
那点事儿》为题进行分享，从创业人生路、创业是最
残酷的浪漫、资源盘点、创业者的领导力四个方面，
为有创业、就业需求的大学生做了全方位的介绍；
学院毕业生、芒辰传媒创始人张亚做了《创业者能
力，素质与激情》的分享，以丰富的创业经验，对创
业能力进行剖析；学院毕业生、旅创科技副总经理
沈曼为参会人员解读了当前大学生创业就业相关
政策，并分析了留琼就业创业的优势。从毕业选
择、创业概述、创业准备、自贸港政策、海南优势、就
业意见六大方面做了详细分享。与会的大学生认
真聆听分享，并就创业时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提问，
各位嘉宾对提问做出详细解答，并提出建议。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主题活动为大
学生创业人员搭建了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更新
了大学生对创业就业的认识，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创
业就业热情。接下来，2021年三亚市创业主题服务
活动还将继续走进三亚学院、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
院等高校，为更多留琼毕业生提供创业就业服务，
共同为三亚的发展贡献力量。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
院长撰写的《旅游社会工作》出版

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
关注旅游社会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鑫）由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
学院副院长方礼刚副教授历经 10 年时间撰写的
《旅游社会工作》，近期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
版，标志着“旅游社会工作”已成为社会工作专业一
个新的领域。同时，作为国际旅游岛，在社会服务、
社会建设以及社会管理方面，又多了一个工具途
径。

早在10年前，作者就开始关注旅游社会工作问
题。2012 年，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正式开启了“旅游
社会工作”特色课程的教学，作为一门课程和一个
专业方向，在国际国内尚属首创。当时由作者承担
这门课程，边教学、边调研、边编写讲义。

2011年，作者参加在深圳大学举办的全国社会
工作教育协会年会，论文《旅游社会工作应当成为
社会工作一个新领域》入选会议文集，在大会演讲，
受到业内重量级专家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
见，《旅游社会工作》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撰
写。

本书依逻辑结构，分为五编，第一编是导言概
述，第二编是理论基础，第三编是实务方法，第四编
是服务领域。在第五编发展展望里，主要结合自贸
港建设背景，关注国际视野下的旅游社会企业和后
现代旅游社会工作。以期为学生、读者的创新、创
业、创价值、创学术提供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旅游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和学科理论与
实践体系的提出与建构，在国内外同行业中开创了
一个新的学术空间，是一个深具创新性、开拓性的
全新学术领域和社会事业，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工作
专业的内涵与外延，为促进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做
出了学术贡献。

育才供销社：

两天收购茄子20吨
助农户解决瓜菜滞销难题

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林）“这些茄子眼看就要
烂在地里，幸亏育才供销社来收购，为我解了燃眉
之急。真是太感谢了！”4月 4日，在三亚市育才供
销社农产品交易点，农户董梅玲激动地说。据悉，
连日来育才供销社多次组织现场采购，收购农户茄
子20余吨，有效地减少了种植户的损失。

据了解，当前正是三亚的芒果、茄子、豇豆等农
产品大量上市期。但由于同一时间广东、广西等地
茄子大量上市，批发价仅每斤0.5元左右，因此三亚
的茄子在销售时并不具备价格优势，加上销路不
畅，不少农户的茄子陷入滞销困境。

“因为节假日期间收购商少，所以我们尽量多
收一些，这两天总共收了 20 余吨茄子。”育才供销
社主任黄文全表示，为帮助农户排忧解难，三亚市
供销合作社近期加大力度收购农产品，在茄子销售
难情况出现时，及时启动了保底 0.3 元至 0.5 元/斤
的收购价，育才地区的茄子滞销困境得到了一定程
度缓解。“三亚市供销合作社下属农产品运销公司
与育才供销社还将继续加大茄子收购量，我们同时
计划在今年冬季反季节瓜菜收获期内，合作完成
200万斤以上的农产品收购量。”黄文全说。

据介绍，下一步，三亚市供销合作社将继续加
强农产品运销工作，继续培育产销对接主体，积极
主动延伸销售链条，搭建流通平台，畅通产销对接
渠道，扩大农产品超市和批发市场销售额，不只进
农贸市场，更要进超市、商场，大力发展农商互联，
构建产销稳定衔接机制。通过加盟、特许等形式，
加大网点布局，提高服务规模，在解决农产品“难
卖”问题的同时，稳定供货渠道和货源，发挥供销社
的应急储备功能，保持物价稳定，保障市场供应，解
决市民朋友们“买菜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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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党史天天读党史天天读

87 年前的秋天，江西于都河
畔，一支8.6万人的大军集结于此。

此刻，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事
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第五
次反“围剿”失利后，敌人的“铁桶
计划”日益逼近，意图一举歼灭中
央红军……

红军战士们猜测着转移的方
向：广东、福建，或打到南昌。但很
多人不曾料想会调转向西，从此铁
流二万五千里。

五岭逶迤、乌蒙磅礴，展开毛
泽东作于 1935 年秋的《七律·长
征》手书，这次命运攸关的远征、这
段震惊世界的传奇跃然纸上……

“金沙水拍云崖暖”。实际上，
红军经过的江河，大多刺骨森寒。

1935 年 1 月 2 日，战斗在天险
乌江打响。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
间是 250 米宽阔江面。“八个英勇
战士赤着身子……跃入江中，那样
冷的水里，泅水极感困难……”时
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详
细记述了渡乌江的场景。敌军守
江团长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

“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凶猛”。
“更喜岷山千里雪”。雪山延

绵千里，草地了无人烟，行军艰难
与粮食短缺交织。

“每人每天只有 2 两青稞粉，
根本无法支撑体力。”红二方面军
四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回忆说，后
卫团一路上看到牺牲的战友，有的
倒下时嘴里还嚼着吃一半的野草；
有的牺牲时背囊里还剩下些青稞
粉，他们清楚粮食有限，死前尽量
省下一点给战友……

像航船在大海中，即使看不到
海岸，仍然方向坚定。英勇顽强的
红军将士，将巍峨高山、奔涌江河，
一步步甩在身后。

以血肉之躯，杀出北上通道。
1935 年 9 月 16 日晚，起床号

划破夜空，红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
腊子口挺进。

“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
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

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
地。”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评价腊子
口的战略地位。

在山口如刀斧劈过一般的腊
子口，敌军控制周围制高点，凭险
扼守，红军难以突破。一筹莫展
时，一名苗族小战士自告奋勇，在
长竿一头绑上钩子，硬生生从绝壁
一段一段攀到山顶，15 名突击队
员拽着绳索挨个攀到崖顶，迂回到
敌人后面。正面进攻的敢死队再
次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号子声、
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寂静山岭。

翻越艰险的山脉，跨过水流湍
急的江河，突破无数关口和封锁
线。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
堵截，红军靠两只脚，长驱二万五
千里。出发时始料未及的长征，终

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36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访问毛泽东，毛泽东为其亲笔写
了《七律·长征》，后来被收录进
《红星照耀中国》。在之后的岁月
里，毛泽东多次提起这首诗，也留
下多幅手迹。

无数艰难险阻，在《七律·长
征》短短 56 字中等闲飞过。收藏
于国家档案馆的毛泽东 1961 年题
写的手书诗词中，有两个“浪”字，
成为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份手
书笔力遒劲，一笔一划都在向世界
宣告：为了崇高理想的征程，乘风
破浪，终会到达胜利的彼岸。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铁流二万五千里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廖茹奇）近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三亚中院）环资庭法
官及法官助理一行 6 人到育才生
态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向育才生态区干部群众宣传环境
资源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

法官们表示，充分发挥环境资
源司法审判职能作用，保护生态

环境，要坚持从严从快打击环境
资源犯罪，加大对环境资源犯罪的
惩治力度；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
出位置，推行创新环境资源裁判方
式；主动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治理；注重
以绿色司法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重点结合《民法典》“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责任”专章，强化学习，

探索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
问题。

在当天的活动中，三亚法官结
合典型案例对滥伐林木罪等六种
常见的环境资源犯罪的相关法律
规定进行讲解和剖析，并介绍了三
亚中院及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刑事
案件的审理情况。随后，法官们还
以发放宣传手册、赠送法律书籍、

现场答疑等形式，为群众进行精准
普法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当地群
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达到“审理
一案、教育一片、影响一片”的效
果。

近年来，三亚中院高度重视涉
环境资源法治宣传和审判工作，受
理的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
势。本次活动通过以案明理、以案

释法的方式，充分展示了法院在服
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作
用，营造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浓厚氛围。今后，三亚中院还
将继续加大对环境资源犯罪的惩
治力度，积极为群众提供司法服
务，以实际行动捍卫和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普法宣传进乡村 环保意识入人心

苍松翠柏万年青，缅怀英烈铸忠诚。清明时节，三亚市各单位把党史学习教育与组织干部群众瞻仰、祭扫烈士陵园
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学党史祭先烈”活动，缅怀革命烈士，传承红色基因，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