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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南日报记者从今天省政
府在韩国丽水举行的 !"#!韩国丽水世博
会中国馆海南活动周新闻吹风会上获
悉!本次海南活动周 $% 日"$& 日在中国
馆举行!届时将通过地方特色文艺演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海洋文化实物展
示等方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精彩
展示$海南形象%&

!"$!韩国丽水世博会以 $生机勃勃的
海洋及海岸%为主题!展示世界各地海洋文
明和海洋保护发展成果! 传达人类希望与
海洋和谐发展的愿望&海南省参加 !"$!韩
国丽水世博会中国馆海南活动周代表团受
韩方邀请!到丽水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开展
海洋经济文化交流&

在会上! 我省代表团负责人倪健向中
韩两国记者介绍了 !"$!韩国丽水世博会
中国馆海南活动周及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
的有关情况&

据介绍! 活动周期间海南省代表团精

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奉献给韩国的观
众和各国友人!主要包括四大项'一是举行
多场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 具有海南地方
文艺特色的歌舞#琼剧#乐器表演等!展示
海南风土人情& 二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将在活动周期间
现场表演( 还将展出反映海南黎族苗族文
化的黎锦#海南黄花梨工艺品#海南天然水
晶工艺品等&三是展示 '"余张反映海南海
洋发展理念的精美图片!播放)美丽的海南
岛*海洋文化宣传片!从绿色宝岛#耕海牧
渔# 度假天堂等不同角度全面介绍海南致
力于科学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建立人
海相依与和谐共生关系作出的不懈努力和
取得的成就&四是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海南
岛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丰富!高尔夫旅
游#温泉 ()*#滨海度假和生态观光等旅游
产品深受韩国客人的青睐! 特别是高尔夫
旅游近年来发展态势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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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 特约记者 ./0

&月 $+日!临近中午!烈日下的乐东黎
族自治县万冲镇中心学校显得很安静&孩子
们已经开始享受暑假&

这所学校的教导主任邢源霞还没放假!

她在忙着分析六年级学生数学期末考试的
试卷& $%年来!她早已熟悉了这样的生活&

在这里! 她上过除语文课外的所有课
程(在这里!她碰到过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在
这里!她让许多孩子不仅掌握了知识!更懂
得了如何做人&

:;<=>?@ABCDE

$,,&年 ,月 -日下午!!-岁的邢源霞
在万冲镇中心学校开始给六年级学生上课&

这一上就是 $%年&

邢源霞忘不了自己的第一间$宿舍%'初
来乍到!没有宿舍!校领导给邢源霞和另一
位女老师腾出来一间厨房! 而且屋顶破洞&

没办法!就这条件&

那宿舍!说得浪漫一点!夜晚抬头可见
繁星& 可一下雨就惨了!邢源霞和女同事只
好找来大塑料布搭在床顶! 水积到一定时
候!便往中间累积成一大坨!邢源霞奋力往
上一推!积水向四周流淌!往往弄得一地湿
漉漉的& 如此反复!一夜难眠&

做饭基本靠周末捡些柴火!生火做饭烟熏
火燎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每月工资还不到
$.+元的邢源霞!和同事合资买了一个电饭煲&

学校教室破损#教具缺少!学校超过半
数的教师不是师范毕业生!多是代课教师转
正++也许!在今天许多人看来!邢源霞执
教的学校环境糟透了&

当记者问起邢源霞面对这样的生活有
何感受时!她意外地说出一句话'$没什么不
能接受的& 我家比这儿还穷, %

在清贫中成长!在清贫中起步!邢源霞
爱上了这所学校!爱上了这里的孩子& 她立
志要用教育改变家乡的清贫&

FGHDIJKLM

和校园环境相比!令邢源霞压力更大的

是学生&

不了解邢源霞教的是怎样的一些学生!

就无法真切地体会执教 $%年来! 邢源霞承
受了多大的压力#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来万冲镇中心学校就读的!绝大多数是
农村的黎族孩子!由于学前教育发展长期滞

后!许多孩子没上过幼儿园!加上基础教育
发展长期落后!因此!许多孩子基础很差&

在小学阶段!乐东每年组织全县四年级
学生进行考试选拔!成绩优秀者会被选到县
城相对优质学校就读& 这意味着!邢源霞面
对的! 大多数是不折不扣的传统意义上的

$差生%&

到学校不久! 校领导让邢源霞教六年
级数学! 开课前校领导给她下了硬任务'

$你要教的这些孩子!五年级期末考试数学
平均分是 $.分!你得想办法把他们的平均
成绩提高到 -+分以上& %校领导同时宣布
了奖惩办法&

没接触孩子们之前! 邢源霞没觉得有
什么大问题& 不就是 -+分吗- 孩子们有那
么差吗-

上了几节课! 邢源霞发现问题比自己
想象的还要严重'全班 /.人!,+0以上连乘
法口诀都背不出来(基本的加减法!比如进
位加和退位减都不会( 有时两数相加超过
$"的题! 就会有学生数完手指头后数起了
脚趾头,

看到六年级学生数脚趾头!邢源霞一点
儿都笑不出来&她急了!急得晚上睡不着觉&

平均分 -"分!竟真的有些遥不可及&

她采取一切办法!给学生们恶补数学基
础知识'针对原来农村孩子回家一般不做作
业的习惯!她找来一年级#二年级及之前的
一些练习题!抄在黑板上!让孩子们在课堂
上完成练习(实在顾不过来!她让班里学习
相对好一点的!帮着辅导差一点的(周六#周
日她也不休息!忙着备课#想点子&

$你不可能一下子提高对孩子们的要
求!我只想让他们看到经过努力是可以提高
的!哪怕只是提高 $"多分& %邢源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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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123

)鲁滨逊漂流记* 里的主人公是孤苦
的!他成天想着如何逃离那个无人岛&而西
沙群岛上的晋卿岛居民! 日子过得虽然简
单!却快乐而无忧无虑& 这个长不足 $"""

米#宽仅 '!"米左右的小岛!从几个渔民偶
尔小憩的落脚点!慢慢聚居成一个有 -"多
户人家的村落&

&月 '日上午 .时多! 琼琼海 ","-,

渔船在经过 !"个小时左右的航行后!到达
距晋卿岛约 %海里的海域& 这里停有另一
艘渔船琼琼海 ",--%! 管理着附近的深水
网箱养殖场!又因为此处水浅暗礁多!两艘
船都靠不了小岛& 琼琼海 ","-,将我们交
给琼琼海 ",--%后!继续前进驶往南沙&一
番休整过后!我们换乘小艇!带着满脑子的
好奇!直奔小岛而去&

岛上密密地长满绿树!到处静悄悄的!

没有鸟鸣!没有野兽出没(只有几只狗欢快
地叫着!大概很久没有看到生人了& 脚下!

黑土和着细沙!踩上去软软的&

岛东部有几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路旁
搭了好多座小屋' 木板做的墙! 木板做的
梁!木头做的柱子!约有 !1%米高!矮矮的(

房顶用大石块压着!' 面墙根整齐地倒插
着空啤酒瓶!像是 '排士兵守卫着小屋!防
止下雨时沙土流失危及屋子安全( 一些小
屋开着门! 几块木板简单搭成的床和煤气
灶#装淡水的塑料桶#食用油等等!便是屋
主人的全部家当了&

在几棵枝叶茂密的树下!!#岁的李高
健躺在网床上玩手机!聊 22& 附近岛屿上
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信号!让晋卿岛上的
年轻人跟着沾了光& 岛上没有什么娱乐设
施& 打发闲暇时光!全靠一部电视#几台收
音机和互联网&养殖场在岛上设有冷库!发
电靠柴油机&但是电视机前不久坏了!收音
机也收听不了几个台!还嘈杂不堪&

李高健的小舅! 一个光着上身浑身黝
黑的中年汉子! 早餐一水杯白酒下肚后!躺
在椅上沉沉地睡着了&和我们同上岛的琼琼

海 ",--%船长跟他是老相识!拿他开起了玩
笑!捏鼻子#扭耳朵#挠痒!可怎么逗弄他都
不醒& 李高健说!小舅抓了一天的螺!累了&

%年前!只有 $/岁的李高健就跟着小
舅出海!在西沙抓螺打鱼& '年前!他们在
晋卿岛搭起小屋!每年总要住上半年左右&

$想家吗-%我们问&$岛上自由!想抓螺
就抓螺!想睡觉就睡觉!习惯了&%李高健笑
着说!现在是休渔季节!岛上大多数居民回
潭门了!他们和一些老乡留在岛上!在岛周
边的浅海抓红口螺! 这种螺晒干了能卖
!""多块钱一斤&

每年元宵过后是岛上最热闹的时候!

居民达到上百人&岛上没有女人!到了晚上!

很多渔家汉子脱光衣服!用半咸半淡的井水
冲过澡后! 就围聚一起开始他们的夜生活&

在清新舒爽的海风中! 酒友们一边喝小酒!

一边分享各家的美食(聊友们则一边看着电
视! 一边天南地北地侃& $当然不能和陆地
比!但是那感觉还是很好的, %李高健说&

!"", 年 . 月!经过民主选举!晋卿岛
产生了村委会班子!一名主任#一名副主任
和一名委员管理着这座小岛&

&月 %日上午 &时多! 我们再次上岛

时!-! 岁的黄宏清爬上了约 . 米高的木
台& 前段时间!升国旗的竹竿被大风吹断!

村委会干部回潭门了! 他想趁着好天气修
理一下& 他的表弟在地上跑前跑后帮忙&

竹竿很快固定好了&在海风的吹拂下!

五星红旗鲜艳地飘荡在这个祖国南疆美丽
的小岛上& 此情此景!一股神圣#自豪感顿
时在我们心中漾起&

$岛上挂着五星红旗! 我们心里才踏
实!这是中国的岛!我们个个都是护旗手&%

黄宏清很朴实! 却讲了一句令人听了就不
会忘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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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45 特约记者 67 通讯员 89:

/ 月 !' 日上午!天际雷声隐隐!顷
刻大雨如注!路边等雨的人们都恨不得
窝在家里不出门!澄迈惠民果菜产销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许泉却开着他那辆越
野车急匆匆地从海口往澄迈赶去& 因
为他的心里惦记着种植基地里那几百
亩长势正旺的蔬菜&

$第一次买车时! 我买的是轿车!

不过对于整天颠簸在乡间土路上的我
来说!小车太不实用了!所以换成了越
野车&不为别的!就为下乡方便, %风雨
之中!许泉熟稔地开着越野车!一路向
他的家乡"""澄迈县永发镇急驰而去&

今年四十出头的许泉是澄迈县永
发镇侍郎村人& $,.,年!高中毕业不久
的许泉在跑市场中精明地发现!海南瓜
菜质量好#产量高!但批发和出岛的渠
道却并不顺畅& 于是他迅速把握机会!

干起了瓜菜运销生意'

$,," 年!他通过东莞向香港#澳门
等地间接出口蔬菜($,,.年! 与内地经
销商联合建档口实现运销一条龙(!""&

年!建立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备案种植

基地!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市场对
接(!"".年!在澄迈率先全省建立$果菜
追溯信息系统%(!"",年!建成海南第一
家直销港澳农产品的专业企业"""海
南惠民农产品出口配送有限公司&

!" 年间! 许泉牵头成立的澄迈县
果菜运销协会! 不仅将 -." 多家会员
.含合作社# 公司等/ 的劲儿拧成了一
股绳!更在全国布开了一张绵密有效的
惠农运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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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七次全
国信访工作会议 $-日至 $'日在北京召开&

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胡锦涛亲切会见与会代表!向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辛勤工作在信访事业第一线的全国广大信
访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
军委副主席习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会见
并在会上讲话&

$- 日上午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洋
溢着阵阵欢声笑语& ,时 -"分许!胡锦涛等
中央领导同志来到这里同出席会议的代表
见面!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胡锦涛等同代
表们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周永康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信
访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周永康提出 %点工作要求'一要着力加
强源头预防& 坚持科学发展!提高科学民主

依法决策水平! 统筹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

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严格依法行
政!公正廉洁司法!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 二要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落
实好各项惠民政策!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解
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疏
导和法制教育工作& 认真化解信访积案!努
力实现案结事了#息诉息访& 高度重视群众
初信初访反映的问题! 切实做到桩桩有人
管#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三要着力夯实
基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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