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 3月 12日，牛开成（前左）在雅星镇调打村工作时的情景。 （儋州市委供图）

海南翡翠交易中心
诚聘精英

董事长助理： 研究生以上学历， 8 年以上工作经验， 具
备地产及珠宝等相关专业的法律知识， 文笔流畅， 具有良好
的沟通能力， 并能够胜任法律顾问工作， 有在大宗商品交易
所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薪资面议。 同时诚邀交易所、 珠宝
行业的各专业精英人士加盟。

联系人：蔡小姐 13398911528 邮箱：caiyc_hjtc@163.com

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公告
感谢各位家长对我校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目前报名我校

初一新生人数众多，故报名时间截止到 2014年 6月 19日，待我校
统一对拟入学的学生进行综合测评后择优录取。 录取人数为 850
名，其中招收 40名免费生和少量特长生。

拟上我校高一的学生， 预估中考分数在 700 分以上者可到我
校招生办预登记。 学校代码 1146。

详情请到我校招生办咨询。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68580883����68520883����68581083

�������� 2014年 6月 5日

我省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带头节约用电

党政机关 4楼以下停用电梯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梁振
君）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昨天联合
下发《关于加强节约用电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率先垂范， 带头节
约用电。 对违反节约用电规定的单位和
个人，要进行通报批评，对责令不改的单
位由供电部门按规定停止供电。

通知指出，2014 年是海南近年来
电力供需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随着 6

月—9月用电高峰来临， 电力供需矛盾
更为突出。 为此，各级党政机关要带头
节约用电， 制定机关公用设备科学用电
管理制度，专人管理，落实节电措施。 要
加强机关空调、电梯等节电管理，提倡自
然通风， 严格执行空调室内温度控制标
准， 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 26 摄氏
度； 空调运行期间应保持门窗关闭；走
廊、库房、电梯等场所和设施原则上不得
开启空调；缩短空调使用时间，非工作时
段确保空调处于关闭状态。 党政机关办
公场所 4层（含）以下停止使用电梯。

要加强办公照明系统节电管理。党

政机关办公场所要充分利用自然光照
明，除因天气原因影响能见度外，白天
关灯办公；会议场所要根据参会人数和
会议时间，合理使用照明灯具；在不影
响安全的情况下，办公场所公共区域不
开启照明灯。

要加强办公设备节电管理。 在使用
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时，
要开启“省电模式”功能，减少设备待机
能耗；严格落实办公设备“人走电断”的
关停措施，及时关闭办公设备电源。

通知要求，各用电企业要实行避峰
生产和施工，争取错峰不减产。 要确保

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和项目用电。商场、
宾馆、餐厅、娱乐场所等服务业用电大
户在用电高峰时段要自觉减少用电负
荷，提倡结束营业前半小时关停空调。

通知同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节约用电宣传活动，
使节电宣传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
学校、进商场，省内主要媒体要加大节能
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节约用电、低碳生
活的舆论氛围，提高全社会节电意识。要
组织全社会开展节约用电活动， 全省要
严控景观照明的使用； 在确保群众出行
安全的前提下，实施路灯照明减半。

快高考了,
广场舞不妨歇歇
■ 海风纯

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
开始了。 广场舞引发的噪音扰民
话题， 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有人士建言 ，为了孩子 ，大妈大
姐们不妨先歇歇，让考生好好睡
个安稳觉。 只要宣传、沟通到位，
相信大妈大姐们会理解，毕竟跳
舞停几天事小，高考事大。

广场舞本是全民健身的有益
活动， 近年来却演变成噪音扰民
的代名词，个中尴尬，发人深省。
从本质上说， 广场舞噪音扰民也
凸显了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
薄弱。 小区居民特别是中老年人
的文化健身需求非常强烈， 但离
家近、开放时间长、设施齐全的公
共文化机构太少， 想活动却找不
到合适的地方。

广场舞先停停不难， 但高考
后呢？估计一切又会恢复常态，该
跳的照跳，该烦恼的依旧烦恼。因
此， 政府应加大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力度，堵疏结合，才是根本上解
决广场舞噪音扰民之道。

面对噪音扰民问题，社会各群
体间，少强调权利，多一份宽容、多
一份理解，社会就会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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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赤诚昭日月
———再记牛开成

■ 本报记者 杜颖 特约记者 谢振安

儋州新州镇坡朗村，6 月热辣的骄
阳烘烤着一片新绿的花生地，古稀之年
的邓美乾老妈妈用消瘦的肩膀，背回了
一麻袋花生， 煮熟了一盘放在庭院下，
等她的孩子回家。 她喃喃向我们讲述
着，她说她的儿子“牛仔”除了出生那
天嘹亮地哭过一回外，就没见他什么时
候再流过泪。

这老母亲是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
进工作者、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牛开成
的妈妈。 老妈妈不知道的是，在十几年
前知道乡亲挖山凿石过苦日子时，在眼
见农民将告状信上摁满刺痛人心的红
手印时，在发现饿得揉肚皮却喊不出声
音的老阿婆时， 望着那些老百姓的身
影，牛开成都曾流下眼泪……

牛开成在儋州最基层农村奋斗了
24年，但 2013 年 10 月 24 日却被病魔
夺走了年仅 46岁的生命。

我们再一次叠合着他的脚印重
走了儋州， 寻找着这份可贵的精神
遗产。 在这样一块古老土地上生息
繁衍的人们， 必然烙下这块土地的
印记，勤劳与勇敢 、艰难与隐忍 、幸
福与梦想都化为血、结成果，为这里
的人们凝成了一种秉性：赤诚、坚韧
、厚重。

牛开成就是这片红土地的儿子，是
具有这样精神和品性的人……

群众的难处
就是他心头的痛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是能天天
和乡亲在一起”

2014年 1月 8日，牛开成过世 2 个
多月后，寒冬的清晨，要坐 3 天 2 夜火
车从吉林赶回海南与母亲相聚的牛立
峰早早背上背包，在吉林建筑大学校门

口，他被一个中年人喊住了：“小牛！ ”
“你是张叔叔！ ”
“可找到你了！ ”高兴地紧紧拥抱

小牛的人叫张建华，吉林财经大学纪委
副书记。 牛开成事迹被媒体相继报道
后，其感人故事传遍大江南北，素昧平
生的张建华是含泪读完报道的，他知道
小牛在吉林读书，下决心要找到小牛当
他异乡的“爱心爸爸”，“牛开成所付出
的，人民不会忘记他，咱更不能让英雄

的孩子心里落了单。 ”
牛开成离去半年多，社会无数的好

心人关心关注这个家庭，被子、围巾、数
不清的书信…… “我都不知该怎么报
答。”大年初一，牛开成妻子郭启焕就这
样问过赶来家里陪她包饺子的儋州市
长林东和他爱人。

“老牛不也从没向老百姓要过报答？”
1997年，牛开成是骑自行车驮铺盖

卷来到包点的木棠镇高堂村的，牛拉过

的土道上，一辆辆小货车装满大石头经
过，卷起呛人的尘土。 200 多户人家的
村落，农民靠凿石头讨生活。 牛开成看
着老百姓的苦，心隐隐作痛。

儋北地区的老百姓用“两个太阳”
来形容这里的高热，人站在太阳下不干
活身上都湿漉漉，“当年‘乌侬’（黝黑
的小伙子，指牛开成）在这海边一担子
一担子帮农民垒虾塘。 他说村民不能一
辈子凿石头， 得让大家活得有尊严、有
奔头。 ”高堂村委会主任吴圣位说。

讲起牛开成，吴金义、吴圣武等老
农民都围了过来，“日子从村里有虾塘
蟹塘后变了，农民收入翻着番涨上去。”

北门江口最贫穷的村庄的确发生
了巨变。 仅 1 年时间，高堂村农民年人
均收入从不足 1000 元一跃升至 3500
元。 而 16 年后再度来到高堂下辖的南
边上村、南边下村、南边新村等地走访，
这个木棠镇人口最多的村委会，至今仍
有一半以上农户收入来源靠养殖海虾。

“养虾赚钱，如果当年老牛要为自
家围个虾塘，那是多容易的事。 ”木棠镇
副镇长岑题科记得，老牛自己不搞虾塘，
又一头扎进帮农民建旱厕的工作中了。
那一年，没有农民知道，老牛念高中的弟
弟牛开业等着钱交学费，牛开成咬咬牙，
把老家还没养大的 5只小猪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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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典型为镜 做人民的好公仆
■ 本报评论员

牛开成同志是用生命践行党的群
众路线的榜样，是全国纪检监察干部学
习的楷模，是我省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人
民好公仆。 在全省上下深入开展“远学
焦裕禄，近学牛开成，做党的基层好干
部”活动之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监察部追授牛开成“全国纪检监察系统
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们要以典型
为镜引路， 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
以先进人物为标杆，深学、细照、笃行，
切实转变作风，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办实事。

焦裕禄、 牛开成都是基层干部的好
榜样。 他们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扎根基层，服务百姓，呕心沥
血，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了党的根本宗
旨， 为广大党员干部树起了一面光辉旗
帜。焦裕禄精神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承，已
铸就了一座奉献精神的丰碑。 在琼岛大
地上，焦裕禄精神一直得到很好的传承，
并深深根植入广大党员干部的心中。 牛
开成就是焦裕禄式干部的典型代表，从
牛开成的身上， 我们深切感受到一种坚
定信念、忠于职守的政治品质；一种忘我
工作、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一种真心为
民、体恤百姓的公仆情怀。

榜样和标杆的力量是无穷的。 牛开
成、吴春忠、周经发是从我们身边走出
的典型，是我们熟知的同事、朋友，是我
们基层的普通干部，是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可亲、可敬、可
学。 日前，我省刚刚组织了牛开成同志
先进事迹全省巡回报告会，就是要求全
省广大党员干部学好、 用好身边的典
型，以典型为镜、为标尺，对照自身，查
找“四风”问题，从思想深处对灵魂进行
洗涤，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做人民
的好公仆。

学典型，找差距，改作风，促工作。
学习牛开成先进事迹，就是要对照自己
的不足，找理想信念上的差距、找思想
认识上的差距、 找工作行为上的差距。
学习他始终把人民群众冷暖放在心上，
事事以民为先，事事以民为重，深入基
层 ，扎根基层 ，急群众所急 ，想群众所
想，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办实事好事的公

仆情怀。
学习牛开成， 要学习其精神本质，

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要学习
牛开成艰苦奋斗、牢记使命、励精图治
的精神；学习他保持本色、一心为公、默
默奉献的精神；学习他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

全省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要
坚持典型引路，深入开展“远学焦裕禄，
近学牛开成，做党的基层好干部”活动，
弘扬焦裕禄、 牛开成同志心中装着群
众，唯独没有自己的公仆情怀，党员干
部要将其作为推动教育实践活动的宝
贵精神动力，真正做一名践行群众路线
的好党员、好干部。

牛开成被追授为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姚嘉）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
获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察
部日前决定， 追授我省牛开成同志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
誉称号。

牛开成生前任儋州市雅星镇党委
副书记、镇纪委书记。 2013 年 10 月
24 日， 他因劳累过度倒在工作岗位
上， 年仅 46 岁。 牛开成同志牢记宗
旨、一心为民，扎根基层 24 年，始终

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把自己当
成村里人， 想方设法带领村民脱贫致
富，真情关心贫苦群众。 他敢于担当、
秉公执纪，担任雅星镇纪委书记期间，
组织查办信访案件 16 件， 调解处理
纠纷 30 多起； 面对恐吓威胁和利益
诱惑， 他都顶住压力不为所动。 他克
己奉公、清正廉洁，从不拿群众好处，
从不利用权力办私事。 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身患重度肝硬化长达 7
年，却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今年 1 月，省委追授牛开成“海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号召全
省广大党员干部“远学焦裕禄，近学
牛开成，做党的基层好干部”。

据了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监察部同时追授河南省纪委驻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原人事厅)
纪检组组长、 厅党组成员王宏同志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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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召开世界环境日媒体通气会

去年全省空气
优良天数超过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
海森 罗祥武）记者从今天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召开的
2014 年世界环境日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2014 年
“6·5”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向污染宣战”。 我
省将借此机会，重点针对城乡生活垃圾、机动车尾气
排放、农业生产、饮用水源地、海岸带等领域的污染
问题开展整治行动。

据介绍， 去年我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在国家下
达指标内，全省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近岸海域环
境质量优良，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优良态势。

特别是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深受雾霾之苦时， 我省
空气质量总体表现优良， 去年空气优良天数超过了
99%。 全省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
度符合国家一级标准， 各市县空气质量均达到或优于
国家二级标准。

去年海口市还首次开展了含细颗粒物（PM2.5）
在内的 6项指标监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93.2%。
受细颗粒物、臭氧、可吸入颗粒影响，海口出现了 22
天轻度污染、3天中度污染； 其余 17 个市县开展 3 项
指标监测， 空气质量优良比例天数均在 98%—100%
之间。

据分析， 与 2012 年相比， 我省空气质量略有下
降，空气中颗粒物浓度有所增加，主要是受大陆污染物
远距离输送带来的污染， 以及本地污染源排放和静稳
无风等不利气象条件共同影响所致。

本报今推出巴西世界杯观赛宝典

一起《球动桑巴》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林永成)全球瞩目的

巴西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 6月 13日凌晨开战。 昨日，
世界杯 32强最终 23人球员名单全部确定。 本报精心
策划制作的巴西世界杯观赛宝典———《球动桑巴》将
于 6月 5日随海南日报一起与读者见面。

《球动桑巴》为四开全彩 16 版，便于阅读、携带
和收藏。 《球动桑巴》特刊打破常规，所有版面都图表
化、可视化，令人耳目一新，使读者对即将举行的巴西
世界杯一目了然。内容包含赛程表、32强阅兵、大势分
析、场馆巡礼、巴西风情等。

世界杯 32 支参赛队的情况介绍和实力剖析占据
了 8 个版面。 在此板块中，各参赛队员名单、当家球
星、球队数据，以及小组赛程、小组出线前景等内容应
有尽有，这些内容全部以图表化展示，简洁、直观。

读者关注的世界杯赛程表， 清晰地标识了电视直
播预告，不仅查阅方便，还极具视觉冲击力和美感。 赛
程表跨版背面是“巴西风情”跨版展示，一幅幅火辣动
感的图片值得你收藏。

巴西世界杯就要来了，让我们一起《球动桑巴》。

吴春忠被追授全国一级英模

2013 年，人社部、公安部追授
吴春忠“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称号。吴春忠生前任东方市公安
局天安乡派出所所长。 2013年 2月
24 日，因积劳成疾牺牲在工作岗位
上，年仅 55 岁。 他从警 31 年，始终
扎根山区，坚守清贫，忠诚履职。

周经发被追授全国模范检察官

2014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
社部追授周经发为“全国模范检察
官”。周经发生前是文昌市人民检察
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从检 20 年
来，清正廉洁，恪尽职守。 去年 6 月
18 日，因工作过度劳累，心脏病突
发不幸殉职，享年 56岁。

99%

浩然正气在人间
纪念牛开成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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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前 任
儋州市雅 星
镇党委副 书
记、镇纪委书
记。他身患重
度肝硬化 长
达 7 年，却带
病扑在工 作
上 。 2013 年
10 月 24 日 ，
因工 作劳累
过度，积劳成
疾 ， 不 幸 去
世 ， 年仅 4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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