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椒江海门码头向东29海里，大
陈岛如一颗明珠，闪耀东海。

60多年前，一批青年团员响应号
召，满腔热血登岛垦荒，用青春和汗水
培育出“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
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

风不言，海不语，芳华在似水流年
中逝去。但人们从未忘记，这座海岛从
原本的满目疮痍，到如今的“东海明
珠”，背后是一代代垦荒者的奋斗足迹。

孤岛垦荒 60余载
1955年初，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败

退台湾，劫运了海岛居民1万多人，留下了
一个满目疮痍的荒岛。1956年起，先后5
批467名青年响应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
的大陈岛”的号召，满腔热血登岛垦荒。

往返大陆与海岛，船是唯一的交通
工具。周银翠说，60多年前，他们撂下
年幼的孩子，作为第二批垦荒队员，从
温州永嘉毅然奔赴大陈岛。那时乘的
还是小木船，海上飘摇6个多小时才到达。

“路不平，灯不明，电话不灵，小船
开开停停。”这段顺口溜，让周银翠记忆
深刻。垦荒队员们纷纷立下誓言：“有

一百条困难，克服一百条；有一千条困
难，克服一千条。”

垦荒的道路，异常艰难。队员们要
开发土地，种上庄稼，发展畜牧业。“大
家都挑重活干，比如挑大粪最累，男的
挑120斤，我能挑100斤，赤着脚一步高
一步低，但从不叫苦叫累。”周银翠说。

60多年过去，当年种下的松树、柏
树已然苍翠盎然。岛上的467位垦荒队
员，也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许多

男女队员还因此喜结良缘。沧海桑田，
也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代代传承奋斗不止
岛上最漂亮也是最坚固的房子，是

学校。每到大台风来袭，这里还是岛上
居民的避灾安置点。

1988年，年仅17岁的翁丽芬到大陈
岛教书，一教就是30多年。“我是大陈岛
走出去的孩子，这里有我割舍不下的情

谊。”翁丽芬说。
由于渔业资源减少，人口大量转产

迁移，海岛学生也开始锐减。翁丽芬和
老师们开始探索特色教育。从引进开
展帆板队文化教育，到配合成立浙江省
委党校“红色学府”讲习所大陈岛讲习
点、台州大陈岛干部学院等，用学校老
师的话说，翁丽芬还在不停地“垦荒”。

“垦荒精神中，‘开拓创新’是重要
的一方面。这种超大型铜网养殖，就是
大陈渔民不断开拓创新的智慧结晶。”
渔民茅兆正说，大陈渔民先后探索了浅
水网箱养殖、深水网箱养殖、铜网围海
养殖三次转型升级之路。

如同60多年前年轻队员们登岛垦
荒，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海岛又
涌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皮肤黝黑的
80后王麒，便是其中一位。“现在的大陈
岛交通更便捷、环境更整洁，我家民宿
所在的梅花湾村整体面貌更是焕然一
新，‘伴山居’也就跟着火了。”

今天的垦荒者中，还有以80后、90
后为主体的年轻乡镇干部。大陈镇党
委书记倪国正说，镇里群众有什么需
要，一个电话上门服务；岛上项目有什
么困难，实施全程代办服务；群众在岛
外需要办理事项，提供“远程”服务，全
面实现了“陆上办事不回岛、岛上办事
不出岛、海上渔民不上岛”的便民目标。

构建海岛垦荒精神传承示范点、打
造“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示范岛”“零排放
生态美丽岛”……如今的大陈岛，正抢
抓湾区建设战略机遇，积极创建全国

“现代化海岛建设示范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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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观众收看
“诸葛亮月”讲座

“名人大讲堂”直播总点击数近千万

4月29日晚的“名人大讲堂”，来
自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研究员梅铮铮
为现场听众们带来了一场关于蜀相诸
葛亮的精彩讲座。同时，这场《名人大
讲堂⑧：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著
名研究员梅铮铮解码诸葛亮》的同步
网络直播，仅封面新闻客户端观看量
就达到了83.5万，而封面新闻微博、
凤凰新闻、今日头条、手机百度等线上
观看量共计17.1万。全网观看量高
达100.6万，数据还在不断上涨中。

每个月总有一个周一，守着封面
直播看“名人大讲堂”，这已经成为一
部分四川人的固定节目。自2018年
11月5日启动以来，“名人大讲堂”圈
粉实力逐渐体现，中国作协副主席、文
学评论家李敬泽，百家讲坛明星教授
郦波，著名作家阿来，著名散文家李
舫，著名教授于丹等文化名人先后开
讲，“名人大讲堂”已经呈现出了惊人
的品牌效应。

2018年11月5日，中国作协副主
席，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以
《万古江河鸟飞回——杜甫与中国人
生》开场，立刻收获了百万级的粉丝。
之后的著名文化学者郦波、著名作家
阿来、散文家李舫、著名学者于丹等，
都收获了百万级的收看量，没有获得
现场观看机会的读者，也选择了在线
收看。

截至4月29日晚第八场讲座，在
封面直播上进行收看的观众人数已接
近千万，“名人大讲堂”显示出的能量
不容小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彭州纪委全省首创
向政府重大项目
派驻纪检监察专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4月
30日，彭州纪委监委组织召开向政府
重大项目派驻纪检监察专员启动会，
创新采取“一项目一授权”的方式，向
政府重大项目派驻纪检监察专员，对
重点项目实施、项目资金拨付、干部作
风等情况开展监督，确保把重大项目
建成阳光工程、廉洁工程。

会上，彭州纪委明确首批将向天
府中药城、三环路建设、柳河沿线综合
整治和龙兴寺片区改造等4个政府重
大项目派驻纪检监察专员开展监督工
作，派驻的4名纪检监察专员和业主
单位现场还分别签订了《廉洁承诺
书》。

据了解，彭州纪委系四川省内首
家探索向政府重大项目派驻纪检监察
专员的纪检监察机构。为规范派驻纪
检监察专员工作，彭州纪委还制定了
《关于向政府重大项目派驻纪检监察
专员实施精准监督的工作办法（试
行）》，对向重大项目派驻纪检监察专
员的目的意义、派驻主体、监督内容、
监督方式、问题办理程序、监督时间范
围、工作要求等均进行了规范。

彭州纪委监委相关领导表示：“确
定向政府重大项目试点派驻纪检监察
专员，实施“嵌入式”监督，重点在于监
督项目落实中的干部作风问题和相关
单位履责情况，强化对政府重大项目
推进实施动态监管，了解项目进展情
况，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落实，最
终为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落实落地和
重大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强的纪律保
障。”

高温天气下
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

临近夏季，高温天气袭来，在高温
环境下连续超负荷工作容易造成中暑
事故的发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提醒
您：合理安排和调节作息时间，尽可能
避开高温时段生产，尽量减少超时加
班生产，做到劳逸结合，保障身体健
康。

1.一些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因炎热
而放弃穿戴防护用品，为了保护作业
人员在施工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作业
人员必须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安全帽，
高空作业时系好安全带等。

2.随着高温天气来临，用电进入
高峰期，触电事故也进入了多发期。
要加强用电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严
禁私自乱拉乱接电源；认真做好机器
设备和安全防护装置的维护、保养和
检测工作，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

3.随着温度升高，劳动强度加大，
加上白昼时间长，员工容易出现困倦、
过度疲劳的状况，容易发生事故。

4.天气炎热干燥，容易发生爆炸
和火灾事故，要落实各项防火制度，配
齐消防设施，严格控制明火作业，严禁
私拉乱接电线，同时对易燃易爆品要
加强储存和使用管理工作，特别是产
生粉尘的车间和煤矿，一定要做好通
风工作，防止浓度超标发生爆炸事故。

5.目前不少企业都涉及气焊、气
割作业，由于气温高，高压气体在烈日
的照射下温度上升，体积膨胀，严重的
会发生气瓶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6.随着高温天气的来临，有毒气
体挥发、扩散速度加快，接触有毒气体
岗位的操作人员很容易发生有毒气体
中毒。对此，要加强相关工作岗位人
员的有毒气体中毒防护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4月30日，日本在位于东京的
皇居举行了天皇退位仪式，明仁天
皇正式退位。皇太子德仁将于5月
1日即位成为新天皇，新年号为令
和。

明仁天皇退位仪式30日下午
在皇居的宫殿正殿举行。皇室成
员、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地方自治
体政府等代表约300人参加仪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作为国民代表发
表讲话说，感谢明仁天皇30年来尽
心履行作为象征天皇的职责，任何
时候都与国民共苦乐，并表示将铭
记明仁天皇走过的道路，努力创造
和平、充满希望的未来。

随后，明仁发表作为天皇的最
后讲话。明仁说，在位30年中，他
得到国民的深切信赖、敬爱和支持，
使得他能够完成作为象征天皇的职
责。对此，他表示感谢。他与皇后
一道，祝愿从明天开始的令和时代
成为和平、成果丰硕的时代，并祝愿
在这一时代中，日本与世界的人们
都安宁与幸福。整个仪式持续约
10分钟。

5月1日上午，日本将在皇居举
行皇位继承仪式，皇太子德仁将即
位成为新天皇。

明仁天皇是日本皇室近200年
来首位在世时退位的天皇。他生于
1933年12月23日，1989年在其父
裕仁天皇去世后继位，是日本第
125代天皇，年号平成。2016年8
月，他在视频讲话中流露退位意向。

据新华社

日本天皇明仁 4月 30日傍晚
在皇居“松之间”宫殿举行仪式并
发表作为天皇的最后讲话，成为日
本皇室近 200 年来首位在世时退
位的天皇。皇太子德仁将于5月1
日继位。一些日本民众表达了对
新天皇的期待，希望他像父亲明仁
天皇一样贴近民众、延续和平外
交。

平民情怀
明仁天皇30日傍晚出席在“松

之间”宫殿举行的“退位礼正殿之
仪”。成年王室成员、日本行政、立
法和司法首长以及都道府县知事代
表等出席仪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代表国民在仪式上致辞后，明仁天
皇发表“告别”讲话。

明仁生于1933年 12月 23日，
1989年在他父亲裕仁天皇去世之后
继位，是日本第125代天皇，年号“平
成”。2016年8月，他发表视频讲话

透露，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已很难履
行职责。外界随即解读，明仁天皇
流露出退位意向。

2017年 5月，日本内阁通过仅
适用于明仁的退位特别法案。6
月，法案分别在国会众、参两院全

体会议获得通过。12月，日本内阁
确定2019年4月30日为明仁退位
时间。

在日本民众眼中，从迎娶平民
女子到呼吁反省历史，明仁天皇有
着平民情怀与和平情结。

62年前，还是皇太子的明仁与
美智子在网球赛场相识，最终迎娶
这位平民太子妃；8年前东日本大
地震后，明仁罕见发表视频讲话，鼓
励民众对抗灾难。灾后，他与皇后
美智子到避难所慰问，躬身慰问灾
民的镜头令民众印象深刻。

作为国家的象征，明仁天皇时
常在各种场合表达对战争的反省，
呼吁日本坚持走和平道路。

期待延续
皇太子德仁5月1日继位成为

新天皇后将启用新年号“令和”。一
些日本民众表达对德仁的期许。

48岁的宫本守男（音译）说，明

仁天皇颇为“亲民”，在灾后鼓励民
众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我希望新
天皇能以同样的方式贴近民众”。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插画师
说，新天皇即位令人充满期待，“希
望在新时期，年轻人能够开心”。

“现在的（明仁）天皇（表现）优秀，”
这名插画师说，“得益于他的外交，
日本负面的形象有所改观。我希
望新天皇像他父亲一样，延续和平
外交。”

67岁家庭主妇藤井树子（音译）
告诉记者，明仁天皇努力工作30年，
希望他退位和新天皇即位进展顺
利，“如果我们对新天皇期望过高，
对他来说可能有些严苛，我希望他
能慢慢来。”

由于德仁只有一个女儿、即公
主爱子，德仁即位后，明仁天皇次子
文仁亲王秋筱宫将成为皇位第一顺
位继承人“皇嗣”，皇孙悠仁将是皇
位第二顺位继承人。 据新华社

日本首位在世天皇退位

“东海明珠”挺立一座“精神灯塔”
——追寻浙江台州大陈岛垦荒精神

日本民众寄望新天皇延续和平外交

看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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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落幕
“令和”开启

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

椒江区少体校大陈帆船帆板基地的孩子们在海上训练（4月20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发

明仁最后一次以天皇身份祭拜先皇。

5月1日零时起，日本开始使用新年号“令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