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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海南信息很不发达"我每
天要骑摩托车到镇上打电话" 问全国各地
的菜价# 有时要打国际长途" 还得跑去海
口$ %!如今"通过协会的会员和合作单位"

我们在全国拥有了 !""个销售点" 也是我
们的信息眼$ %在澄迈县永发镇上一间光线
明亮的办公室里" 许泉一边盯着电脑屏幕
上的惠农信息网"一边说#

一旁的澄迈县果菜运销协会会长王美
志补充道&!现在一个电话" 我们就能知道
全国菜市场的价格和主销品种" 对菜农来
说"这些信息太宝贵了$ %

!你看$ %许泉指着电脑屏幕上的瓜菜
图片如数家珍"!这种毛节瓜很受香港人
的欢迎' 这种小尖椒在江浙市场销路最
好" 我们号召农民种了 #"万亩' 大丁苦

瓜(葫芦瓜(泰国丝瓜都是我们根据各地
市场需求而引进的品种# %如今"澄迈果菜
运销协会已拥有供港澳蔬菜基地 $万亩(

供杭州蔬菜基地 %&&& 亩( 供上海蔬菜基
地 '&&&亩))

这时窗外骤雨初歇"一眼望出去"满目
碧绿# 一畦畦叶菜舒展着花朵般饱满美丽
的身躯" 一枝枝还沾着雨水的豆角垂在架
上"它们是这个季节的主打蔬菜"不久就将
被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从自己的合作社到 ()&多家会员的运
销协会" 再到全国 !&&多个信息眼" 许泉
!织%的这张网越来越大了# 但朴实的他只
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对与农业相关的工作
很有兴趣"同时我又能为农民干点儿实事"

感觉挺有价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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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孩子们平均分 (#*$分"邢源
霞掉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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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海南的乡镇学
校"老师基本上是!全能%的#

因为缺乏专任教师" 有些老师除了自
己的主课"如语文(数学外"还兼教音乐(美
术(自然*科学+课))

邢源霞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万冲
镇中心学校"她教过除语文外所有课程$

刚到学校不久" 邢源霞接了她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课程&四年级(六年级数学'二
年级(三年级音乐课'四年级到六年级的美
术课# 总之"每天的课几乎都排满了#

!那时候年轻"精力充沛"还没成家"晚
上也没有电视看"就忙着备课(写教案(改
作业(辅导学生了"感觉也挺充实的# %邢源
霞说#

因为自己读的是海南民族师范学校普
师班"音乐课邢源霞还算掌控自如# 美术课
就有点麻烦了"自己给学生示范"画兔子怎
么也不像兔子" 而是像别的动物" 她没办
法"又得训练基本功#

给学生上自然*科学+课"因为缺乏实
验器材" 一些需要通过实验才能讲解的项
目无法进行# 她就教孩子们如何观察豆子
发芽(花类生长"通过观察发霉的馒头"让
孩子们了解霉菌如何形成))

$&&)年"因为体育老师临时有事"邢源
霞居然顶着上了一个月的体育课#

那一个月"她教孩子们队形队列"教孩
子们做游戏" 用自己读书时候练过的几下

篮球技术"教学生们投篮"其乐也融融#

她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砥砺成长"她
在这里结识了同为教师的爱人" 有了可爱
的女儿# 她的根扎得更深了#

万冲镇中心学校教师刘朝美经常能看
到这样一幅景象& 某位女生头发乱糟糟地
经过邢源霞身边" 邢源霞总是从包里掏出
梳子"帮女生扎头发(梳辫子"像个!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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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小学的六年级" 许多孩子已经长
得比邢源霞还高# 这些正在经历青春期变
化的孩子"有时相当难管#

有位父母在镇上工作的男生" 有一次
没做作业"邢源霞课后把他留下来做作业"

他将作业做完后直接扔到邢源霞脸上$

!你这里面"很多题是错的"我给你检
查讲解一遍"合格了才能走$ %邢源霞强忍
委屈对那位男生说#

讲解完后" 那男生很不耐烦地重新抄
了一遍"冲邢源霞说了句!我干嘛要学那么
多%"就把作业本扔在桌子上"扬长而去#

看到自己的学生这个样子" 邢源霞痛
在心里# 她没有放弃对那男生的严格要求"

那孩子气得有几次差点动手打她# 明里不
敢动手"有一次"背地里把邢源霞在宿舍旁
种的葫芦瓜全部拔出来"篱笆也全踩坏了#

邢源霞当时就哭了# 教师们爱在宿舍
旁种些菜# 那些葫芦瓜种了半年"已经长到
拳头大"一夜之间全没了#

邢源霞猜到是谁干的# 她不动声色"依
旧该怎么管就怎么管"而她也发现"那孩子
的学习成绩在慢慢改观#

有一次" 邢源霞到这位男生家做家访"

刚开始他躲出家门"不敢听邢源霞和他父母
的谈话内容#后来"他偷偷溜回来"躲在门后
偷听"出乎他意料的是"邢源霞主要谈的是
他进步的点点滴滴"而不是如何告他的状#

第二天"那男生当面给邢源霞道了歉"

交了认认真真做好的作业本# 他承认了葫
芦瓜是他拔的"篱笆也是他破坏的# 邢源霞
百感交集"她觉得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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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尚未实行免费教
育前"由于受新的!学习无用论%影响"加之
对法律的漠视" 部分家长不想让孩子去上
学# 因此"为了控辍保学"许多乡镇教师们
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动员学生上学$

#'''年" 邢源霞刚到万冲镇中心学校
任教的第三年" 被学校分配到万冲 )队包
点动员学生上学工作# 有一姓张的家长"坚
决不让两个小孩再去上学#

不想上学, 是家长的意思还是孩子的
意思, 邢源霞找到两个孩子"问他们喜不喜
欢上学"得到孩子的肯定回答后"她决定会
会家长#

第一次" 邢源霞来到张家就吃了闭门
羹"人家根本不让进门'第二次"邢源霞带
上两个孩子"虽然进了家门"但是"家长装

出很忙的样子"不搭理人"一直呆到晚上 )

时"邢源霞都说不上一句话"又只好离开#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同样无果#

倔强的邢源霞不信这个邪# 第六次"邢
源霞继续登门拜访" 适逢对方家长在稻田
里收割# 她卷起裤腿"一边帮对方干农活"

一边想聊几句话"对方还是不理不睬#

第七次" 张家办喜事" 宴请亲戚好友
们#邢源霞跟小孩的外婆是好朋友#外婆邀
请邢源霞一起前往张家喝喜酒# 在酒席上"

在外婆和其他亲属的大力协助下" 众人轮
番对这对!顽固%的夫妇做思想工作"事情
终于有了转机#

第二天"张家夫妻亲自带上孩子"到邢
源霞办公室道歉" 并为两个孩子办了入学
手续#

十五载斗转星移"十五载春风化雨#

邢源霞就这样坚守乡镇校园" 她带的
学生学习成绩稳步提高" 每年都有十多人
考上国兴中学(县民族中学等学校"她也收
获了许多荣誉# $&&'年"邢源霞被评为!全
国模范教师%"并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巾
帼建功标兵%称号#

十五载奉献三尺讲台" 历经无数困难"

邢源霞却始终怀有感恩的心&!我刚工作的
时候"工资是 #+'元"而且经常不按时发"现
在是 (&&&多元"翻很多倍了"挺好的$ %

今年 +月毕业的万冲镇中心学校六年
级*$+班学生卢学莉"怯生生地告诉记者"

邢源霞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如
果有一天哪个孩子没来" 她一定会打电话
给家长#

!马上要离开学校"告别邢老师了"我
和同学商量了"买玩具熊送给她$ %卢学莉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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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从海
口市交警部门获悉" 海口电动自行车上牌时
间延续至本月 $%日"不过只限于已预约登记
但错过上牌时间的车主" 并且只能在椰海大
道海口交警支队琼山大队办公点办理#

+月 #%日后"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将撤掉 (个办牌点"错过办牌时间的电动自
行车主只能到椰海大道办牌点办理上牌"需
携带预约登记卡"身份证明*外地户籍的还
需暂住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电动自行车发
票(合格证等有效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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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三亚市人民政府与
海航集团在海口签订!海航杯%海南桥牌邀
请赛合作协议"海航集团自此拥有 $&#$年
至 $&#%年海南桥牌邀请赛的独家冠名权#

由中国桥牌协会(省文体厅(三亚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年度!海航杯%

海南桥牌邀请赛定于 #& 月 #) 日至 $$ 日
在三亚举行"今年除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
参赛队伍外"亚太地区的新加坡等国家也
有意向参赛"预计将有包括现役中国国家

队主力队员在内的 ,&& 多名桥牌运动员
参赛#

海南桥牌邀请赛于 $&&$年首次举办"

$&##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入全国性重要赛
事和海南省!十二五%规划重要赛事#经过多
年市场培育"!海航杯%海南桥牌邀请赛现已
成为年度国家级赛事"影响力在国内和亚太
地区逐步提高" 每年都吸引 !&余支来自内
地和港澳台俱乐部的选手前来参赛#

省委常委(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姜斯
宪出席今天的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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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马上开始彩排# %随着队
长一声令下" 王艺颖熟练地换上舞鞋"迅
速站到舞台上轻松地摆开了一个优美的
舞姿))小姑娘是海南省歌舞团-黎族故
事.的小演员"她将与演出团队一起在明
天的 $&#$韩国丽水世博会海南活动周上
担纲开幕式 $&分钟歌舞表演# 她们今天
上午来到中国馆"就是想熟悉场地(进行
#&分钟彩排并参观中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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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江苏活动周的最后一天"因此
上午 #&分钟的彩排是赶在江苏省代表团
舞蹈演员彩排的间隙进行的#虽然时间很
紧"但-黎族故事.的演员们依然有条不紊

地向在场的媒体展示了自己良好的舞蹈
素质#今天彩排的剧目是-黎族故事.里面
的一场"主要是展现黎家姑娘在吹奏鼻萧
时的动人场景# 在女主演王琳的领舞下"

#&多位美丽少女分成两队" 在不大的舞
台上舞姿翩翩地进行精彩演绎#

此次参加演出的舞蹈队共 #+人"其中
包括 %位来自海南省歌舞团芭蕾舞定向班
(年级的!'!后%小演员"王艺颖就是其中
之一# 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此次来韩之
前" 他们在近 #个月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
进行演出和训练#尽管强度很大"但演员们
都表现出了良好的精神状态" 尤其是舞蹈
队中的众多小女生"都是第一次出国"显得
格外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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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 韩国
丽水世博会中国馆海南活动周新闻吹风
会获悉"近年来"随着中韩经贸往来密切"

人文交流活跃" 海南省与韩国的经济交流

合作不断加深#今年 #-!月份"双边贸易大
幅增长 .&,*#/#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 今年前 !个月"韩
国与海南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万美元#

前三项进口商品是无机化学品(车辆(零件'

前三项出口商品是水海产品(家具和纸类#

韩国近年来也逐渐加大了在琼投资力
度# 截至 $&.$年 %月"韩国在琼登记存续的
企业共 ($家"投资总额 ''%+万美元"注册资
本 !(.$*)万美元# 近三年韩国在我省投资企

业 %家#主要投资锡板制造(光纤电缆和芦荟
种植加工等领域# 主要企业是海南海宇锡板
工业有限公司(三星0海南1光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海南南洋芦荟生物工程2美国1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 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是海
南省重要省级友城"双方自 .''!年结好以
来"高层互访不断"在经贸(旅游(教育(文
化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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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通讯员 @A

一张有些发黄的相片" 一个皮肤晒得
黝黑的年轻人"正站在一片沙地上"背后是
成片的椰子树#

相片右下角"迎着光仔细辨认"还能看
到!'. ( .'%字样#

!这是 .''.年 (月 .'日拍的"我那时
正在西沙永兴岛上建机场#%看清这行小字
后"相片主人公李军飞欣慰地笑了#

李军飞现在是海南海事局的一位处长#

.')'年/.''.年"他作为南海舰队工程处
的一名助理" 参与了中国在南海第一个机
场///永兴机场的建设"在岛上负责施工的
人员物资(器材设备运输(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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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飞老家在河南" 他 .+岁就参军
了" 此后南征北战" 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
战# .')'年"随工作调动来到了海南岛#当
年国庆"$'岁的李军飞奉命从海口某基地
码头"乘登陆舰前往西沙永兴岛"他要去岛
上参加中国在南海的第一个机场///永兴
机场的建设#

当时"李军飞的女儿才半岁多"他舍不
得年轻的妻子" 更舍不得幼小的女儿# 但
是"祖国建设的需要"李军飞没有犹豫"忍
痛告别妻女出发#

从内陆过来"没有在海上长途航行经验
的李军飞" 到了船上才尝到了大海的苦头#

!那一年冷空气来得特别早" 在船舱里闷得
很"走到舱外"海风一吹"又冷得发抖#%李军
飞告诉记者"由于受冷空气的影响"登陆舰
剧烈颠簸摇晃"一直在海上走了 $)个小时#

!吐得不行"翻江倒海地吐"胆汁都吐
出来了# %这个考验"让李军飞至今记忆深
刻#

!在永兴岛上施工"非常辛苦#%李军飞
回忆"永兴岛上天气炎热"烈日下施工"汗
流浃背不说"由于空气中盐分高"皮肤经常
被晒伤晒脱皮"而且淡水极度缺乏#

刚上岛时"李军飞住在搭建的帐篷里"

密不透风又低矮的帐篷极其闷热" 一住就
是 (个多月"直到部队营房建好才搬离#饮
用水是经过处理的雨水'生活用水"比如洗
衣服洗澡"是经过简单处理的海水"用这种
水洗澡(洗衣服"头发(皮肤都有一种粘粘
的感觉#一天苦干下来"想清爽地洗去一身
疲惫"都是一种奢望#

最为难熬的是想家之苦# !那时候"电
话不通"写封家书"苦等很久才有回音#%李
军飞告诉记者"当时他年轻"特别想念还在
襁褓中的女儿#有时想得苦了"便一个人到
永兴岛的石岛上去" 静静地坐在一块礁石
上"望着海口的方向"想像女儿的哭声(笑
声"一坐就是好久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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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飞说" 永兴机场中间部分修在礁
盘上"两边都是填海建起来的#

建机场需要大量的水泥(河沙和石料"

还有大型机械设备"这些都从岛外采购来"

然后用船运到永兴岛# 当时部队成立了西
沙工程指挥部" 在指挥部下设了好几个工
程处"李军飞是工程建设处的"负责建筑材
料的运输(装卸(管理和分配使用#

!在永兴岛"要把大型施工器材从登陆
舰上卸下来"真是件痛苦的事# %登陆舰装
卸甲板很窄"靠港口后"甲板一头搭在码头
上"也就是说像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这
样的大型器材"从船舱一出来"就得 '&度
直角转弯"爬上一个陡坡"才能从船上卸到
码头上#

距离短(又是急转弯"加上海水起伏不
定"船身晃荡"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海里#装
卸一部机械"顺利的话"要用十多分钟"不
顺利要用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李军飞在三
亚码头将一部吊车装上登陆舰" 天气不怎
么好"涌浪大"登陆舰摇晃得厉害"李军飞

组织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法将吊车开上船"

急得他肝火上升"满嘴冒泡#

李军飞骄傲地说" 他负责装卸的上百
台机械设备和车辆从来没出过事#

虽然很苦"但军营男子汉多"苦中也有
很多乐趣#工余打打篮球"就是李军飞很喜
欢的一项娱乐" 驻岛部队组织了几支篮球
队" 李军飞所在的南航工程处也组织了篮
球队"他所在的球队一直保持不败的纪录"

是永兴岛上的!梦之队%#

永兴机场建设的艰苦" 也引起了总政
领导的关注#有一次"总政派慰问团登岛演
出"慰问全岛官兵"演员有郁钧剑(毛阿敏(

董文华" 让永兴岛上极少见到女性的小伙
子们个个欢喜起来#演出时"西沙水警区礼
堂座无虚席#

!施工单位一位喜欢唱歌的何姓工程
师" 被邀请和董文华同台演唱 -十五的月
亮."他非常激动# %李军飞笑说"即使站在
后排的他" 也看见何工程师拿话筒的手抖
得厉害#

两年很快过去#那个时候"相机仍然是
比较稀罕的物品# 虽然在南海建机场是件
非常有意义的大事"但两年里"李军飞留下
的相片很少#

.''.年 (月" 永兴机场快竣工了"部
队领导来检查工程# 李军飞有机会和部队
领导一起合影" 也顺便给自己年轻的生
命"在永兴岛的青春"拍下了一张有纪念
意义的相片" 把时间定格在了 .''. 年 (

月 .'日#

如今"永兴机场可起降多种大型飞机"

机场水泥跑道同时是重要的雨水收集场#

机场建好后"李军飞是乘坐飞机离开永
兴岛的#当飞机驶上天空"他向下望去"永兴
机场威武地铺展在万顷碧波中"而他相片上
的那片沙地也建成为机场的机库区#

这是他和战友们( 还有很多参与机场
建设工人的杰作" 是无数人牺牲了个人的
情感(奉献青春(抛洒汗水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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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 著名时事评论员( 专栏作
家(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阮次山先生"今
日在省歌舞剧院" 面对千余海南父老乡亲
侃侃而谈"作了题为-中国在沿海所面临的
挑战.的精彩演讲#为听众带来了一场时局
分析盛宴#

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 黄岩岛(钓鱼
岛等中国沿海岛屿争端频发"中国在沿海所
面临的挑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在如此复杂多变形势下"更应
高瞻远瞩"未雨绸缪# 祖籍海南儋州的阮次
山凭借其多年的时局观察及独特视角"妙语
连珠(深刻全面地为现场听众解读了中国在
沿海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应对策略#

在近三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 阮次山
旁征博引"智论天下# 他首先指出"中国自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
也大为提高# 他认为"喧嚣一时的!中国威
胁论%现已为!中国机遇论%所取代#特别是

在世界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 欧美疲于自
救无暇他顾"世界对中国充满期盼"希望中
国引领世界走出经济困境#阮次山认为"中
国数十年的改革开放" 已有实力担当起负
责任大国的角色#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阮次山缕析中
国的沿海局势" 特别是中日钓鱼岛争端(

中越南海问题(中菲黄岩岛对峙等# 阮次
山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的立场要
坚定不移# 他认为"中国渔政船在黄岩岛
海域" 执行维权护渔的行动有进有退"不
战而屈人之兵"干得很漂亮# 阮先生强调"

南海地区不是冒险家的天堂# 在主权问题
上"中国不要让越南(菲律宾等国有和稀
泥的希望#

演讲结束后" 听众还就南海局势(神
九飞天(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等焦
点话题和阮先生交流互动"深度交流碰撞
出许多思想的火花"会场气氛热烈(高潮
迭起#

QRS>TUVW "!&&5XY

^_:A

!

!

")

k� !!"FGG

234HI"截至今天上午 .$时".$$所本
科学校在本科提前批中已经录取了我省
.!++名考生#据介绍"该批次中"%!所学校
为我省增加了 $.% 个招生计划# 其中"

!$..%高校增加了 ((个招生计划# 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的#

从我省今年本科提前批的招生情况
来看"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一
如既往吸引了许多高分考生# 这 $ 所学

校计划招生 ' 人"+ 名考生的投档成绩均
在 )&&分以上#

军队院校和招收国防生的学校在我省
的生源与去年大致相同"国防科技大学(海
军工程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 军事经济学
院(武警警官学院生源较好# 与此同时"公
安类院校出现了生源贫富不均的情况# 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 中国刑警学院和南京森
林警察学院第一志愿不足"公安海警学院(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生源较为充足#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等招收免费师范生学校的生源情况总体走
强"在我省所录取的考生成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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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深入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
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制度"进一步推动
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真正把群众
工作做到群众家里(做到群众心坎上"努力
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一心为民(甘于奉献(

群众信赖的信访干部队伍# 四要着力创新
体制机制# 继续探索建立科学高效权威的
信访问题解决机制和终结机制" 切实减少
重信重访(非正常上访"降低行政成本(社

会成本# 完善信访工作程序和信访事项处
理标准" 推行信访公开" 提高信访工作效
能#五要着力完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党的
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 进一步
强化统一领导(部门协调"各负其责(齐抓
共管"增强解决信访问题的合力"形成全社
会关心支持信访工作的良好氛围" 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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