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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株，主要品种有红榄李、木榄、白
骨壤等，造林面积达 1000 亩，退塘
还林（湿）约 2000 亩……近年来，三
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力保护
生态环境中算好政治账、生态账、
长远账，牢牢守住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个三亚发展的最强优势和最大
的本钱。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要 算 好 政 治
账。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
觉，失之难存。一旦生态环境被破
坏，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生态损失和
经济社会危害。思想是行动的先
导，三亚全市上下必须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保护好生态环
境就是三亚必须了然于胸的“国之
大 者 ”。 切 实 增 强 责 任 感 和 紧 迫
感 ，时 刻 坚 守 不 可 逾 越 的 生 态 红
线，始终肩负起责无旁贷的环保重
任，才能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确保三亚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要 算 好 生 态
账。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就 是 发 展 生 产
力，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
环境保护的关系。三亚这些年推
动生态修复、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
生动实践，已经证明了保护生态与
发展经济之间绝非零和博弈。如
今，三亚河早已由浊转清，白鹭翩
跹更怡然；座座废弃矿山和“光头
山”披上绿衣，山长绿景更美；山区
居民在保护中大力发展林上林下
经济，在致富路上步伐更稳底气更
足……一幅幅美丽图景生动诠释

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要 算 好 长 远

账。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事业，一旦生态环境在发
展中遭到破坏，就会产生难以估量
的后果。因此，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要站在为子孙后代负
责的高度，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银行”和“金饭碗”。

风物长宜放眼量。良好生态
环境是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唯有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和正确
政绩观，算好政治账、生态账、长远
账。我们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
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
史担当，把生态保护好，把环境治
理好，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
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的支撑点，使三亚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指出，科技自立自强
是 促 进 发 展 大 局 的 根

本支撑，只要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
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定能够
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
靠的基础之上。立足新发展阶段，构
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
创新是关键之举。保持充沛强劲的科
技创新动力，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加强科研人员思想政治建设。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提高科研人员的政治站
位，引导科研人员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以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科研人员，为
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精神动力。科
研单位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积极
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科研人员特点的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促进科研人员思
想政治建设有效、有序开展。强化对
科研人员的政治引领，引导科研人员

树立良好学风和工作作风，专心科研、
扎实进取，争做重大科研成果的创造
者、建设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
品格的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
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
大贡献。

持续壮大高质量科研人才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第一资
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
人。”保证足够数量的科研人才投入到
科研事业中来，需要加快人才培养，使
更多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保证人
才培养总量稳中有增。适应新时代要
求，创新教育体制、方法、思路，实现培
养新时代科技人才的目标。进一步深
化教育改革，既保证现有的人才数量
和质量，又积极培养适应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人才。全
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
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

人才后备军，有效整合各层次科研人
才的力量，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实现精准突破。

提供有效有力的科研保障。完善
科研制度、优化科研环境，是推动科技
事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
重要环节。搞好科研保障，需要完善激
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
务“揭榜挂帅”等机制。持续增加科研
经费投入，保障科研事业稳步发展。破
解简单依据论文评价人才的问题，以服
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核心目
标增加科研成果评价指标要素，科学评
价科研活动，正确发挥评价引导作用。
引入科研竞争机制，采用差别化、递进
式科研成果转化扶持办法，推动科研成
果质量跃升。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的科研氛围，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
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大幅提高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生态环境保护要算好“三本账”
□ 蔡炳先

夯实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

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动力
□ 张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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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
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1936 年 8 月 2 日凌晨，东北大地，
一辆疾驰的火车上光影交错。一名身
形瘦削、形容枯槁却神情坚毅的女子，
正俯身疾书。她在赶时间，这趟车的终
点她再清楚不过——位于黑龙江珠河
县的刑场。

一身粗布红衣、一把手枪，骑着白
马冲锋于林海雪原间……这是她战斗
时的模样。她叫赵一曼，是被誉为白山
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出生于四川宜
宾的一个地主家庭。她可以选择的人
生是：穿绫罗绸缎，在安逸与舒适中度

过一生。
彼时国家风雨飘摇，这名大家闺秀

自问“女子缘何分外差”。接受了进步
思想的她，剪碎裹脚布，走出大宅院，走
上为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

1926 年，21 岁的赵一曼加入中国
共产党，为革命“跨江渡海走天涯”，先
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学
习，回国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陈掖贤的乳
名，取安宁之意。可国之将亡，家何以
宁？

1931 年 ，日 军 发 动“ 九 一 八 ”事
变。赵一曼“誓志为人不为家”，将不到
两岁的儿子托付给亲友，隐姓埋名，只
身奔赴东北。

此去经年，母子生死两茫茫。
在东北地区，赵一曼文能发动群

众，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
工；武能红妆白马，威震敌胆，被当地战

士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 11月，掩护部队突围时，一

颗子弹击中赵一曼的大腿，后来她不幸
被捕。

狱中，辣椒水掺杂着汽油，顺着塞
在赵一曼喉咙的竹筒灌入，等到肚子膨
胀起来，杠子重重压上去，辣椒水和汽
油从口鼻中溢出。整整九个月，各种酷
刑轮番施行，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
吐露敌人想要的任何信息。

“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
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
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日军档案如
是记载。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
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
花。”

赵一曼挥毫而就的《滨江抒怀》中，
血与火铸就的信念，舍身殉国的豪情，
倾泻于字里行间。

1936 年 8月 1日，从赵一曼口中得

不到有用情报的日军，将她押上开往珠
河县的火车。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
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
……”目的地越来越近，赵一曼的笔触
愈发仓促与悲切。

160余字的家书，字字断肠：“我最
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
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1936 年 8 月 2 日，赵一曼壮烈牺
牲，年仅 31 岁。而这封绝笔家书也在
战火中不知下落。

1950 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放
映。荧幕前的宁儿泪眼婆娑，那时他正
四处苦寻母亲李坤泰。几年后，组织确
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并在日军审讯档
案里发现了记载家书的资料。

20余载，家书终抵家。
《滨江抒怀》的报国之意，绝笔家书

的舐犊之情，穿越时空，给人以无穷的
启示、无尽的感悟……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志存高远
号召青年破封建反贪官

何绍尧又名何强，1908年出生于保
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7 岁时进入私
塾念书，后考入港门五高小学。年少聪
颖、志向高远的何绍尧在校期间就是个
进步青年。“五四”运动后，外出海口、
广州求学的崖县青年学生传递回《新青
年》《琼崖旬报》等进步刊物，何绍尧如
饥似渴地阅读，革命的种子悄然在心头
种下。

1923年，思想先进的何绍尧带领同
学开展破除迷信、男女平权等运动，在
当地掀起了剪短发的风潮；1926年秋，
在共产党员陈英才等人发动的反贪官
运动中，何绍尧积极奔走呼号，带领学
生和商人、城镇居民举行罢课、罢市示
威活动，并联名写状上省告发“国民党
崖县县长抢夺林庆墀家马”，使得反动
县长陈宗舜被撤职。

保平村的革命先驱麦宏恩在家乡
开展革命活动时，发现何绍尧思想进
步、革命性强，因而对他格外关心，多
次送给他进步刊物，与他谈革命道理，
指导他开展工作，还推荐他去崖县农运
骨干学习班进修。何绍尧学成归来后，
便回到保平村发动农民成立了保平农
民协会，并被推选为主席。他以保平书
院为据点创办平民夜校，开设农民识字
班，给农民、群众传授先进思想，还发
动农会会员开荒铁土塘左侧的坟山用
以种植，收获了几千斤粮食，解决了办
夜校和农会活动的经费困难。后来，这
块地被后人称作“保平农会革命公
园”。

在何绍尧带领下，保平农民协会各
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一粒谷，农民
吃尽多少苦。”“风也大、雨也大，海船
飘在大海里。”一首首何绍尧所编写的
革命歌曲在群众中传唱着……

■红心向党
满腔热血写青春

1927年时，何绍尧在共产党员麦宏
恩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
在麦宏恩返回广州国民大学后接任了
中共保平党支部书记一职。这一年，他
仅19岁，正值血气方刚，准备将自己的
热血青春投入家乡的革命事业。

1928年 1月，在崖县中学就读的何
绍尧积极开展革命运动，却因叛徒告
密，被学校开除。而后，他考入省立十
三中学，在农民运动中暴露身份，便于
1931 年秋返回崖县继续活动。在这期
间，他受党组织的指派到崖城监狱给狱
中战友李福海等传达开展狱中斗争的

指示。一段时间后，又奉命同共产党员
吴秉明向党组织传达崖西区委关于策
划越狱的指示，并和共产党员林庆墀购
买打墙洞的工具送入狱中，终于使几十
名进步青年逃离魔穴。

■赤胆忠心
魂断抗日火线

何绍尧于 1936 年任港门五高小学
校长。热心教育、事业心强的他在任职
期间自编政治课本揭露日军侵华的行
为，组织学生组成抗日宣传队深入各村
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高呼“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
去！”学生们的抗日呼声，深深唤起了

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日寇占领三亚、榆林后，何绍尧为

了便于开展工作和抵御敌人，将自家
10多亩田地卖掉，筹集了200块光洋购
买枪支，还秘密组织“青年抗日会”，并
以其为核心成立“破坏队”，同梅山乡
的抗日游击队配合，破坏日寇的公路、
桥梁、电网，扰得敌人忧心忡忡，寝食
难安。

据说，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斗争
中，何绍尧也练就了一手漂亮枪法，可
以在骑马飞奔时，将吊在棚上的蒲瓜一
枪击落，是出了名的神枪手。

1941年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
支队决定袭击日寇设在崖城观音阁的
三凌公司仓库，以解决部队衣食困难问
题。何绍尧主动请缨担任侦察员，为部
队密探日寇的出入时间，绘制周围地
图。某日，何绍尧执行侦察任务后，返
回水南村一处甘蔗园内休息，不料被盗
马贼曾国兴出卖，日寇迅速组织包围
网，围困何绍尧。何绍尧沉着应战，誓
死抵抗，反击过程中，击毙日军1名少尉
官和2名士兵，最终因弹尽枪毁，不幸被
日军捕获，遭残忍杀害，年仅34岁。

“爷爷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一直在
我们这些后辈间传承着，赋予了我们前
进的力量。”如今，每每谈起爷爷的故
事，何绍尧的孙子何世君仍觉得心潮澎
湃，备感自豪。在这精神丰碑的激励
下，1988 年何世君考入北京大学法律
系，并在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明礼诚
信、为民发声的律师。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爷爷的故
事，在享受当下文明富足生活的同时，时
刻铭记革命先辈们为人民革命事业义无
反顾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奋发图强，
争做时代的栋梁之材。”何世君说。

何绍尧：书生意气英豪胆 满腔热血报国情
见习记者 符府 林林

◀上接1版

产业集聚人才
人才助推产业

“在这里，有很多海外嘉宾，
有各行各业的专家，我能认识到
很多不同行业的优秀人才。”作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最前沿，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始终在引进外籍人
才、留学人才上用心用情，高标准
引进人才、高对标培养人才、高配
置激励人才，让人才在鹿城碰撞
出“智慧”的火花，这让留学归国
人才朱姿臻也深有体会。

产业带动平台引才、人才引领
产业发展……这几年，三亚筑起
了越来越多像崖州湾科技城的

“巢”，吸引着国际人才纷至沓
来。3年来，三亚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加快推进招才引智工作，一批
批优质人才团队落地，实现“人尽
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在搭建人才合作交流创新平
台上，三亚也取得硕果：2019 年，
成功举办世界顶尖科学家三亚论
坛，集聚 21 位国外顶尖科学家、
28 位两院院士的智慧和力量，为
三亚发展提供顶级智力支持；
2020 年，成功举办中国科研院所
领导者跨界创新论坛，10 名两院
院士领衔数百名科研院所领导者
约400人齐聚三亚，不断吸引集聚
高端智慧力量；成立三亚市院士
联合会，吸纳 103 名两院院士入
会，设立院士创新平台16家。

以平台引才的同时，也要放宽
视野走出去，做好人才引进的“加
法”，想要吸引“金凤凰”来，不仅
要栽下梧桐树，更要抛出“橄榄
枝”。在引才方面，三亚还聚焦重
点领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高质
量组织招才引智活动，通过组织
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以真的

“情”实的“意”将人才招进来。
一系列富有含金量的人才政

策，激发了人才聚集的“磁场效
应”，“以产业集聚人才，以人才助
推产业”的效用初显。2018 年 5
月 13日以来，人才落户29561人；

共审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
1553 件次，发放工作许可证 1321
张；截至目前，全市经认定高层次
人才共 1382 人，其中：杰出人才
13名，领军人才 116名，拔尖人才
122 人，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23
人，其他类高层次人才1108人。

提升服务水平
营造良好环境

“除了三亚优良的气候，国家
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扶持力度，
让我有信心可以看到三亚的美好
未来。”今年30岁的李斌是一名山
西人，拥有多伦多大学双学位，曾
就职于美国高通公司，是国内首
批智能递送机器人研发者。2019
年，他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东风，
南下鹿城，成立三亚艾克科技有
限公司，致力于新零售及人工智
能发展与探索。两年来，他切实
地感受到三亚人才生态的改变，
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力度大、效率
高和服务周到。”

优化生态，形成“近悦远来”、
拴心留人的“软环境”，是三亚识
才、爱才、用才的体现。这3年来，
三亚不断优化提升服务水平，营
造良好的环境，将像李斌一样干
事创业者的心紧紧拴牢。

“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趟。”
在搭建人才服务载体方面，在省
内率先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中
心，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服
务“单一窗口”建设，采取“绿色
通道+外语服务+容缺受理+邮寄
服务”的多元化方式为人才提供
涵盖住房、职称、社保、落户、外
国人就业等服务，实施人才政务
服务“一门”办理。同时，还向在
本市工作且经海南省认定的高层
次人才免费赠送“海南社保卡一
卡通旅游年卡”，免费提供乘车及
旅游景点入园服务，为全职引进
的其他类高层次人才购买商业健
康团体保险，充分营造了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良好氛
围。

3 月 31 日，烈士何绍尧同父异母的弟弟何绍义在家中撰写回忆录。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黄珍）4 月 6 日
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举行法律助理
聘用仪式，首次聘用 10 位法律专
家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
履行立法等方面的职责提供“一对
一”法律咨询服务。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震华为法律助理颁发聘书
并讲话。

张震华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向
受聘的法律助理表示祝贺。他表
示，建立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法律助理制度，是落实“人大工作
创新年”专题活动的一项具体举
措，有利于提高人大常委会立法
工作质量，对促进我市地方立法
工作的民主化、专业化和科学化
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适应海南自
贸港建设，以高质量立法引领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会议要求，市人大机关要主动
为法律助理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
服务和保障，此次配备了法律助理
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加强

沟通联系，充分发挥法律助理的外
脑作用。受聘的法律助理要加强
人大业务知识学习，积极参加相关
培训和调研视察活动，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协助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提出立法规划、立法计划项目建
议，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就
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就有关监
督事项作出决议、提出意见时，为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时提供
高质量的法律咨询意见，发挥好地
方立法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引
领和推动作用。

在当天举行的仪式前，市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75次主任会议审议
通过了《三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法律助理聘用候选人名单》，
决定聘用刘雅斌等10位法律专家
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法律助
理，任期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任
期届满止。

王裕雄、张羽飞、王文荣、林
有炽、陈向奋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
首次聘用法律助理
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供高质量

法律咨询服务

他，年少聪颖，思想进步，在群众中奔走呼号谋正义；他，勇猛胆大，枪法卓绝，在火线中英勇穿梭保家园……他就是
何绍尧，这位 19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志青年，既是进步书生，也是英勇战士，他用自己的热血青春，浇铸革命事业，为
后人所景仰。

“时代造就英雄 伟大来自人民”——百年党史上的三亚英雄人物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