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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海南峰润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正、副本，经
营许可证号：460203001033，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三亚等花儿开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
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日光印象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
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所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

由壹仟万元整减为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天内向公司的提出债权债务或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为深入推进“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行动“回头看”各项工作，接受群众举报和社
会监督，现将“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回头看”举报电话予以公告。

全国“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回头看”协调推进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59191330，电子邮箱：dpfqlb@agri.gov.
cn;

海南省举报电话：0898-65332631
电子邮箱：hnsnytzzc@126.com
三亚市举报电话：0898-88272632
电子邮箱：zzyk888@163.com
三亚市“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回头看”工作专班办公室
2021年 6月21日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公布“大棚房”问题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回头看”
线索举报电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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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海南党史百名人物

杨学哲，又名杨新培，海南万
宁县（今万宁市）人。1925 年考入
万宁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受到新文
化运动的影响，在杨树兴、陈文荣、
符光东等共产党人引导下，接受新
思想，积极投身革命斗争。

同年冬，琼崖学潮蓬勃兴起，
省立第六师范学生魏宗周等人回
到万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和陈
文荣成立青年工作团，组织社会进
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到万宁县立

初级中学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进
步教师刘伯川向学生宣传革命思
想，支持进步学生投身革命活动，
遭到推行封建专制教育路线的校
长陈儒敷反对，限制师生参加社会
政治活动，并将刘伯川解雇出校，
激起进步学生的反对。

学生会领导人杨学哲、熊侠带
领同学们与陈儒敷进行斗争，谋划
择师运动，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并
要求县府撤掉陈儒敷校长职务。

陈儒敷依仗反动势力的支持，以
“闹事”为理由，将熊侠等一批进步
学生开除出校。杨学哲、熊侠带领
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到国民党县党
部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请愿，
得到杨树兴、符光东等共产党员的
支持。杨树兴等出面交涉，国民党
万宁县长陈瀛被迫让步，以县政府
名义撤掉陈儒敷校长职务，由陆兴
焕继任，被开除的学生回校复课，
学生择师运动取得胜利。1926秋，

杨学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
被党组织推荐到广州黄埔陆军军
官学校第六期学习。

1927年广州四一五事变后，杨
学哲离开黄埔军校，按照党组织的
指示到广东东江工作，随后被派往
苏联学习。1930 年，杨学哲回国，
受党组织派遣到琼崖红军司令部
工作。同年 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独立师在母瑞山成立。9 月 4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筹备委员会任命梁秉枢为红军
第二独立师师长，杨学哲为政治委
员，但杨学哲未能到任。此前，琼
崖特委已派杨学哲到府城开展兵
运工作，当年 7 月，他在大亚旅店
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监狱里，
他受尽严刑，但始终坚贞不屈，保
守党的秘密，表现出铁骨铮铮的英
雄气概，面对敌人的逼供，他慷慨
陈词驳斥国民党反动派，最后从容
就义，牺牲时年仅27岁。 （海 报）

海南党史大事纪略

1932 年 7 月，广东军阀陈济棠
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所属3个团
1 个特务营，配合空军第二中队 1
个分队共 3000 多人，向琼崖革命
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

8 月 1 日，国民党军八九百人
首 先 向 羊 山 革 命 根 据 地 发 起 进
攻。红军和赤卫队依据有利地形，
英勇抵抗，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
不得不退入深山，据险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 1600 多人分
兵两路，向中共琼崖特委机关和琼
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琼东县
第四区一带进犯。红军独立师师

长王文宇组织军民英勇抵抗，但因
敌强我弱，中共琼崖特委研究决
定，留一部分红军配合赤卫队在原
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中共
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
师部和军政学校学员、红一团、女
子军特务连迅速向母瑞山转移。

8 月 8 日，在飞机大炮的配合
下，陈汉光部集中 4个营的兵力向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狂轰滥炸，红军
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
移到定安县第六区的东安一带。8
月 11日，陈汉光调集6个营的兵力
向东路乐会、万宁革命根据地进

攻，并兵分四路向文魁岭革命根据
地“进剿”。红三团和女子军特务
二连以及赤卫队在文魁岭南构筑
工事抗击敌军，战斗非常惨烈，多
数人员阵亡，剩下少数同志在赤卫
队的配合下，仍坚持在乐万地区战
斗。8月 15 日，陈汉光集中 4个营
共 1500 余人，分四路围攻撤到东
安的红军主力。红军与敌军展开
激烈搏斗，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冯
白驹率领中共琼崖特委机关、琼崖
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及红一团再
次撤回母瑞山。在危急关头，冯白
驹主持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中

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
军警卫连留在山上与敌人周旋，师
部及红一团由师长王文宇、政委冯
国卿率领向乐会、万宁革命根据地
转移，同红三团汇合，击破其对母
瑞山的围困。10月，红军利用连日
暴雨、万泉河水暴涨之机，突破敌
人封锁，并于乐会、万宁交界的文
魁岭、南排岭、龙角岭一带与敌人
展开激战，师政委冯国卿和许多优
秀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陈
汉光迅速调集部队再次“围剿”乐
会、万宁革命根据地，组成五六层
包围圈，发动轮番进攻。

至 1933 年初，除了冯白驹、符
明经带领的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
维埃政府机关、红军警卫连共 100
多人在母瑞山，以及分散在各地的
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中共党政
干部在坚持斗争外，红军独立师已
经解体，各级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
权均遭到严重破坏，与中共广东省
委和中共中央也失去了联系。至
此，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失败，琼崖土地革命再次转入低
潮，琼崖革命斗争进入空前艰苦时
期。

（海 报）

海南公布首批71个红色地名

三亚两个地名上榜
本报讯（记者 黄珍）海南省民政厅联合省老

促会日前公布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冯白驹故居等首批71个
红色地名。其中，三亚两个红色地名入选，分别
是仲田岭革命烈士纪念碑、崖城革命烈士纪念
园。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首批红色地名的
发布，旨在充分利用红色地名资源，创新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大力讲好海南红色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优秀红色文化，从党的光辉历程
中汲取力量，振奋精神，凝聚起爱党、爱国、爱家
情怀，为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创新发展贡
献智慧和力量。

杨学哲：铁骨铮铮 慷慨就义

琼崖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小物件提供大便利，天涯区打造
“零距离”机关党群服务平台

巧用党建“百宝箱”
打造活动“新阵地”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天涯区全力提升区委、区政府机关党群服务
站服务效能，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惠民公益活
动、为民服务的小细节上下功夫，为机关党员、辖
区居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通过巧用党
建“百宝箱”打造活动“新阵地”。

为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提高广大党
员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方便基层支部组织学习和
各项工作开展，天涯区在区委、区政府机关党群
服务站配备“党建箱”。一个小箱子囊括了支部
学习工作中必需的各类物品，既有《中国共产党
章程》《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手册》《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还有党徽、提示帖
等，供机关单位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日常
学习临时借用。

为提供更好的便民服务，天涯区还在区委、
区政府机关党群服务站专门设立便民药箱、便民
雨伞、微波炉、热水壶、茶歇桌椅、针线包、剪刀、
小贴纸等实用品。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下一步
还将陆续增添便笺纸、笔、老花镜、一次性手套等
更多便民小物件。

“我们不仅能在这里避雨，还能从这里借雨
伞”“工作中难免会有小磕小碰，党群服务站里的
药箱就帮了大忙，药箱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消
毒棉片等常见医用物品，伤口消毒、清洗包扎都
能一次搞定”“我们打扫完卫生进来党群服务站，
不仅能歇歇脚，还能喝杯咖啡解解困，真是太方
便了……”机关干部、户外劳动者、居民群众对两
个党群服务站从细节中透露出浓浓的人情味赞
不绝口。

便民小物件既方便了党员群众，也密切了党
群间的关系。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该区各机关
党群服务站将不断地提高服务水平，让机关广大
党员、群众感到更加贴心、便捷，把机关党群服务
站打造成为党员干部的“学习基地”“红色家园”、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服务群众的“亲
民平台”，不断提升党员干部职工以及周边居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月 24 日，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到达大厅，烈士孙毓雄的孙子孙承志从
姐姐孙海燕手中接过骨灰盒。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5 月 13 日，《三亚日报》整版刊发
孙毓雄的革命事迹。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黎良图
韦吉颖）6月 24日 14时 15分，由西安咸阳
机场起飞的长安航空 JD5176 次航班降落
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今年 55 岁的孙海
燕双手捧着装有革命烈士孙毓雄牺牲地黄
土的骨灰盒走下飞机。“让爷爷魂归故里，
一直是奶奶、姑婆和我们几代人的愿望，阔
别家乡82年，爷爷终于可以和我们全家人
团聚了。”

1915 年，孙毓雄出生于三亚梅东村一
个封建地主家庭，在革命志士的引导下，他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 年，孙毓雄所带
领的队伍被敌人包围，不幸被捕。先是被
送往西安监狱，后转到位于西安的西北青
年劳动营。1942 年被残忍杀害，年仅 27
岁。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家人才得知他
是中共党员、参与北上抗日英勇就义。

“找回爷爷遗骸是奶奶生前的心愿。”
2000 年，孙海燕专程去了西安，想向相关
部门了解牺牲在西北青年劳动营的革命烈
士埋在哪里。但到了西安，孙海燕人生地
不熟，也不知道哪家单位负责此事，最后只
能无功而返。

5月 13日，《三亚日报》整版刊发《孙毓
雄：三亚富家公子变卖家产投身抗日》一
文，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5月20日，
20 多名主流媒体记者和网络大咖共聚梅
山革命史馆，聆听孙海燕讲述爷爷孙毓雄
的革命事迹。网络大V“刚峰看世界”在微
博上呼吁帮忙寻找孙毓雄烈士遗骸。

为寻找孙毓雄烈士遗骸，三亚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和崖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次
与西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积极协调

推进寻找烈士遗骸事宜，让烈士早日魂归
故里。

6 月 21 日，孙海燕和家人在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乘飞机千里
奔赴西安。

西安丰庆公园（原来的西北青年劳动
营）北侧是孙毓雄牺牲的地方，如今已变
成高楼大厦。6 月 23 日上午 9 时，孙海燕
在此肃立默哀，无奈之下只能用双手捧起

几把黄土装进骨灰盒。“尊敬的爷爷，您离
开我们已经 82 年了。其实，您为革命牺
牲 20 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忆当年，您踌
躇满志，抛妻弃子，追求理想信念，为中国
革命事业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多年来我
们全家人对您有说不完的牵挂，道不尽的
思念！”孙海燕眼眶湿润，说话的声音显得
有些嘶哑。

6月 24日 16时 30分，装有孙毓雄牺牲

地黄土的骨灰盒下葬在梅山海边的一片松
树林里。

梅东村许多村民也前来迎接英雄“回
家”，大家纷纷表示，孙毓雄是民族英雄，是
我们学习的榜
样，他的精神将
永远激励我们
去开创美好的
新生活。

双手捧起牺牲地黄土装进骨灰盒

孙女千里赴西安带孙女千里赴西安带孙毓雄烈士孙毓雄烈士““回家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