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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白居易曾踏访琼岛!那首"大林寺
桃花#定当被"五指山红叶$代替%人间露
月寒冬近!琼岛枫红始盛开!长恨秋归无
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月 !! 日至 !"

日!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举办
首届五指山红叶节!为海南森林游增添新
的活力&

'尽管全国各地有不少赏红叶的胜地!

但五指山的红叶却别具特色&(据五指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介绍! 五指
山的枫叶从秋末便开始逐渐变红! 而且因
为海拔高度等造成的小气候不同等因素的
影响!能成片地持续到明年 !月!让慕名而

来的广大游客不虚此行&

记者在保护区德满保护站邂逅了某户
外俱乐部的一群)驴友(&一名来自海口的
姑娘告诉记者! 五指山的红叶比很多地方
的红叶多了绿叶的衬托!显得更加妩媚!更
有生机!风景这边独好*

)保护区内不仅有丰富的植被景观!还
有千姿百态的瀑布群以及浓郁独特的民族
民俗风情! 同时还是昌化江+ 万泉河发源
地&(据介绍!在举办首届红叶节期间!保护
区管理局还将组织开展)穿越五指山!呵护
一山两水(环保活动!既有利于扩大五指山
热带森林旅游品牌知名度! 也有利于培养
公众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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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见习记者 )*

郭仁东今年 !#岁!定安富文镇大榜村
人&$岁时!其父母相继病逝!他便和弟弟与
奶奶一起生活&去年 %月!刚从新竹中学毕
业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不久! 海南金盘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
老师和定安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找到了
他! 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中职教育& 去年 &

月!他入学了!不仅免交全部学费!每月还
享受 "'(元的生活补贴&

)这个爱心助学的项目叫,冉冉朝阳-爱
心育才行动.!由海南省慈善总会和海航集团
共同主办!第一批共资助了 !"%名孤儿!在我
校就读汽修+旅游酒店管理等 #个专业/除了
助学基金对他们进行资助! 学校在各方面也
给予了关照和支持&(金盘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负责该项目的何坚介绍! 这些孤儿在学校和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爱下!变得十分懂事!

学习也很努力!郭仁东便是其中的一位&

)上午听了 )节自动变速器理论课!加
深了我对汽车构造的认识! 我想这对我以
后将从事的工作一定有所帮助&( 郭仁东
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他现在对自己的人

生有了一定的规划&他说!他要利用受教育
的机会多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将来毕
业计划从事汽车销售工作&

利用学校的实训室和校办工厂等提供的
实践机会!郭仁东慢慢学会了汽车喷涂+维修
等技能0利用寒暑假时间!郭仁东进入一些企
业锻炼实习!不仅对社会有所认识!语言表达
能力和与人交往的能力亦有很大提升&

)在不断学习和磨练中!我收获了一种
乐观面对+积极向上的心态&(郭仁东说!学
校和社会爱心人士给予的关爱!他很感激!

眼下他无以回报! 只有珍惜机会好好锻炼
自己!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实习期间每月挣得的 &(( 元工资!他
攒了下来!已报考了驾校!目前已通过理论
考试!正在练车阶段&

)这些孩子懂得感恩!许多方面都表现
很出色&(何坚说!这些孩子目前的精神状
况和学习态度都十分良好! 目前已有一些
爱心企业对他们表示关注! 以后的就业情
况也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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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省创业
大赛已启动 *个月!!!月 !!日!主办方特邀
请北京的新生代创业名人王潇来到海南!在
海南医学院为大学生们进行创业经验辅导!

其创业实践激励了现场数百名学生&

王潇于 *(($年创立 +,-.,/0,1-顾问公
司!也是畅销书作家!其公司 *(!(年承办了
巴菲特和盖茨的北京之行&在与我省大学生
们交流过程中!她没有把重点放在创业项目
的运营上!而是主要建议学生们首先从规划
人生开始!树立明确的目标!注意完善自身!

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在创业的准备阶段注重
人脉积累!选择行业!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

梦想!学生们与其交流互动气氛热烈&

在此之前!我省已邀请了 #(后创业明星
茅侃侃前来海南! 为我省大学生和参加创业
大赛的选手现身说法! 受到学生欢迎& 据悉
*(!!年海南省创业大赛自 &月启动以来!目
前已完成海选阶段的工作& 来自社会各界的
"'((多名选手报名参加了社会组和专业组的
比赛&经过大赛专家组的考核!报名选手中有
!#(个创业方案想法较为独特可行!成功入围
初赛&进入初赛后!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力
资源名师和创业明星来对选手们进行培训!最
后从 !#(个方案中挑选出 !((个进入晋级赛
和决赛&大赛设一等奖 *名!奖金各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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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近日!"海南-吊罗山热带雨林旅游
区总体规划$1以下简称 "吊罗山总规$2评
审获通过3根据规划!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
未来将打造成)百瀑雨林+梦幻吊罗(&

由于自然资源独特+环境优良!吊罗山
成为海南省发展森林旅游的 )一中心四重
点八大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规
划发展好吊罗山热带森林旅游! 对于提升
海南热带森林旅游的品质+ 打造滨海旅游
资源之外热带森林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意义
重大& 为此!!!月 !(日省旅游委组织专家

评审了由雅克设计公司编制的 "吊罗山总
规$项目!这是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
海南热带森林旅游的决定$出台后!第一个
提交专家评审会的热带森林旅游规划!是
对加快发展海南热带森林旅游重要决策的
贯彻落实&

"吊罗山总规$将吊罗山规划定位为%

以)瀑布-雨林(为主题!以)热带雨林文化+

民族文化(等特色文化为载体!打造一个集
)雨林沟谷探奇+森林瀑布观光+锣文化体
验+康体养生和避暑疗养(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具有国际水准的热带雨林生态旅游胜
地&规划区重点策划了三条精品线路%百瀑
雨林之旅+吊罗祈福养生之旅+原生态热带
雨林体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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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 记者从省气
象局获悉!今年以来!省气象部门积极开展
乡村专项气象服务工作! 确定了陵水和琼
中为试点县! 建设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和农
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 目前已建成气象信
息服务站 *!个!覆盖试点县的所有乡镇&

据了解!陵水+琼中两县都建成农业气
象及预警发布平台! 实现了从平台直接向
气象信息服务站发布信息! 并从服务站向
平台反馈信息的双向功能&气象部门分别在
陵水南繁育种生产基地+琼中 $$(亩的绿橙
基地各建设了自动气象站 !个!对服务对象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直通车气象服务&陵水选

取反季节瓜菜+林果+南繁育种等!琼中县在
橡胶+绿橙上大做文章!如农业气象专题分
析+专题气象服务+热带风暴警报等&

陵水三才镇大圆村芒果园负责人老梁
说! 自从气象信息显示屏在他家建立起来
后!他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当天的天气信息!

县里的气象服务人员还会定期给他送来果
树气象情报&利用这些农业气象服务信息!

他对果园的管理更加科学和精确&

据了解! 省气象局重视建设农村气象防
灾减灾体系&陵水+琼中两县分别组建了气象
信息员队伍 !*"人和 !("人! 并开展了培训
和气象灾害应急演练&*个试点县共安装气象
预警大喇叭 !$(个!气象电子显示屏 *!块&

A6 !EFG

综 合
$%!!

H

!!

&

!&

' IJK

LMNO

'

P Q NR

'

S T UR

'

VWX

YZ[%\#A]^_`$a=bEcdefgh

A]ijkl^mnopqrstuvw^cxp'

yz{|uv}~�����-%�_`!�

(%)!

H

A]ijklC����%

%\���A]YZ[N�%�! ��

&%%

�!�

�A]ijkl���B�!�����&Y��&��

� �¡=>!¢£¤¥¦§¨©&ª_¨©&ª_«¬

®«¯°±% ¦§¨©¢£²³´

**%%

µ¶·!¸¹

Bº»&^¼»&½¾`&¿ÀÁÂÃÄpÅ®ÆÇ¬È

É% ª_«ÈÊËªÌÍ!ÎÏoÐÑÒÓÔ!^_»Õ

�

+

·!ÖÌ-;×ØÙ!¿Á¹^ÀÚK-ÛÜÝÞ

ßà!ághw^âã-uv}~% äåæçèéê'

!"#$%&'$()*+,-. !/ 01#"#$%&'(%)&&*+,-)"./0000023#12324,5653333456789 :;<1232465653322

é ê

!"#$!%&'("

O6ëì

)*+,-./-01234-5%67-89:;<=>?@ABCDE-89 #FGHIJKLM$NOPQR

STU"V!%&'("WXEYZ["VW\]^_["VWN`abP$Wcdef[P$W"P$ghi $ jR

=

!"#$%

> ?

!"#$%&'()*+! ,-.

!"#!$%&"

/01"2

'&%$'

3#456789:;9<=>

?@AB!CD#E

!

FFGHIEHJKL$$

MKN%O

("

PQRS=>T@UV& W=>T

@XYZ[\]^_`a!bcd$$%&e:f

ghij]%6klm!nopq=>T@!rs

otuaUV&

$@(AB78C

D!EEFGEHGIJ

美丽湾汽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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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狱”回到“人间”
)))���z����8���¢�����&��S� ¡ 8 H¢£

本报记者 ?@A 通讯员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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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做人真好* (#年了!陈建学第一次感
受)人(的温情&

!!月 #日! 当他鼓足勇气迈进省检察
院大门时!漂浮了 #年的心终于落地& 那一
晚!他破天荒一觉睡到天亮!美美地做了个
梦&梦里有干净的水喝!有解馋的方便面吃!

有不怕风吹雨打的房子住!有至亲骨肉的亲
情守候44

可是!#年前!是他!将自己送上了一条
不归路%在任农行临高县支行加来分理处主
任期间!涉嫌贪污+挪用公款 "(((余万元&

潜逃!竟成了他逃避法律惩治的天真选
择& 从此!他走进了地狱般的逃亡之路&

用他自己的话说!)过上了生不如死+人
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恐惧———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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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陈建学是个敢作敢为的创业青
年!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进入银行工作前!

已经积累百万身家& 父母都是银行退休职
工!岳父母家境也颇为优越!一家人过得富
足而温馨& 然而!一个莫大的阴影正慢慢靠
近这个令当地人羡慕的家庭&

*(("年 !*月 !%日! 是陈建学人生的
分水岭& 这一天!他从光明走向黑暗&

农行海南省分行对临高县支行加来分

理处进行例行检查时! 发现巨额现金短款&

时任农行临高县支行原副行长陈建学闻风
潜逃&当天!省人民检察院)!*-!%(专案组进
驻临高县! 立案查处贪污+ 挪用公款 ")件
")人& 该案因为案值大+涉案人员多+作案
手段五花八门且案发在金融系统内部!一时
轰动全国&

为将犯罪嫌疑人陈建学缉拿归案! 省检
察院协调公安部门出动数百警力! 多次对他
可能藏身的村落和山区进行拉网式搜捕& 省
公安厅在全省范围内发布通缉令! 并上网追
逃& *(('年 )月 %日!公安部发布 2级通缉
令!悬赏 !(万元!在全国范围内通缉陈建学&

#年来!省检察院从未放弃对陈建学的
追捕!多次协调临高当地部门及依靠当地群
众!积极查找陈建学的去向和藏匿地点& 同
时耐心做陈建学亲属的思想工作!通过亲属
动员他投案自首&

)我知道案子太大!涉及的钱太多& 被发
现后!我精神崩溃了!就想到跑!抱着侥幸心
理!想过一段时间看看风头再说& (&日中午!

陈建学向记者回忆起他不堪回首的潜逃经历&

陈建学一直藏匿在老家附近的山林里!

那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地方!地形地貌都很熟
悉& 案发不久! 大批民警开始地毯式搜山&

)我跳到山里的小河!钻进河边的洞穴!用大
树叶盖住脸& 有的警察端着枪!有的拿着警
棍!慢慢走过来!警犬在呼哧呼哧地跑!我都
看得清清楚楚!吓死了* (他记忆犹新!心有
余悸&

整整两天!他不敢离开洞穴& 饿得实在
不行!就趁天黑时用手捧些河水喝&

风声稍弱的几天后! 陈建学开始挖地
道!作长期潜逃打算&他说%)一共挖了 "个!

每个不大!但可以容纳下我& 选的地方很隐
秘!每次躲进去!上面盖上树枝+树叶!从外
根本看不出是地道& 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连续在那里睡了两个多月& (

天气炎热时!山区蛇虫多&陈建学很多次
遇到毒蛇!但因为怕暴露行踪!他不敢放手驱
赶!只能硬着头皮保持姿势一动不动!让毒蛇

静静地从身边爬过& 每每吓得他一身冷汗&

晚上是他最难熬的时候&当邻近村落的
村民进入梦乡时!失眠总缠绕着他& 蜗居山
林间!他时刻提心吊胆!怕突然搜山的民警!

怕不期而至的村民& 一有风吹草动!汽车声
响或狗叫!总惊得他马上起身观察情况&

痛悔———
-§¨©ª«è¨©¬.

今年 !!月 $日晚上! 临高县加来镇陈
建学家里!一幕人间悲剧正在上演&

潜逃期间!陈建学和妻儿近在咫尺却不
敢现身见面&当决心投案的他和家人拥抱在
一起时!嚎啕大哭足足半个小时&接着!他跪
倒在妻子面前%)我很自私! 这辈子欠你太
多!只能下辈子还& 如果下辈子你还愿意嫁
给我!我一定不犯错了0如果你下辈子不愿
意嫁给我!我愿意当你的看门狗!报答你& (

陈建学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却被他活生
生破坏了&

妻子和他从小学起就是同班同学!两人
婚后感情非常深厚&)有多少次!我都想到了
死& 如果有把枪!有根绳子!也许早就自尽
了&(陈建学说!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她不
改嫁!养大两个小孩!替我孝顺父母!我没有
理由去死& (

说到两个儿子!陈建学眼睛红了!哽咽
起来%)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他们*(大儿子
今年只有 !$岁!吸毒史却长达 %年!辍学 )

年0小儿子年仅 !"岁!去年开始吸毒!辍学
!年!去年还不幸被人砍成重伤&

陈建学出逃前!两个小孩分别只有 #岁
和 '岁!一家人享尽天伦之乐0而今!同龄小
孩在父亲的庇护+教育下茁壮成长!自己的
亲生骨肉却惨遭毒品之害!小小年纪饱尝艰
辛和痛苦& 每念及此!陈建学愧疚万分&

悔恨+自责!弥补不了他铸成的大错&

今年 %*岁的老父亲! 患老年痴呆症已
"年&陈建学站在眼前!老人也认不出了&岳
父对他也很好!视其为亲生儿子&然而去年!

岳父不幸过世&听着震天响的哀乐+鞭炮声!

他只能远远地藏在山林里!流了整整一天眼
泪!心如刀绞%)没法给老人送终!我真恨自
己& (天黑后!他想偷偷去祭拜岳父!聊表孝
心&可是!坟墓葬在靠近村庄的地方!人多眼
杂!他不敢走近&

就这样!在忏悔中!他遥祭岳父&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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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被痛苦折磨了 #年后!陈建
学终于向省检察院投案自首&

当晚!办案检察官给他送来饭菜+方便面
和水!和气地跟他攀谈!让他打消了些许顾虑&

)他们把我当人看!给我送吃的喝的& #年了!

我总算过上人的生活& (陈建学感慨万千&

潜逃期间!陈建学通过各种途径坚持读
报!以学习现行政策!了解时事动态& 为了
防止被人发现!每次看过的报刊!他都埋到
地下& )以前我虚伪好强!不懂业务!不懂法
律!所以才犯错!现在不能这样了& (他说&

正是报纸!让他找到新生的机会&去年!

他在报纸上看到)清网行动(!今年 &月!又
看到)两高两部("关于敦促在逃犯罪人员投
案自首的通告$& &月 !&日!陈建学通过其
亲属到省检察院表示投案自首意愿&

接下来!陈建学将被提起公诉+接受审
判& 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制裁!还不得
而知&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未来的憧憬&

)今年我 )*岁& 我跟老婆承诺了!将来好
好跟她过!回到我出生的村子!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过平淡的日子& (陈建学计划好!将来在
监狱里利用小孩探监的机会!一定教育他们!不
能像爸爸一样做坏人!要戒掉毒品做个好人&

长期蛰伏于密林深处的陈建学!尝尽人
间苦痛!备受心灵煎熬&在无边无际的孤苦+

恐惧+愧疚和憧憬中!在法律的威慑和政策
的感召下!他用投案自首的方式!给自己的
内心创造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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