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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史慧敏）记者今天从海南省司法厅获悉，由省委宣
传部、省司法厅、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海南省“公民
道德与法”公益大讲堂，将于8月29至31日在海
口市人大会堂举行。

据悉，本次讲堂主题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
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的部署，通过宣讲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
道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省举办“公民道德与法”
公益大讲堂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
尹建军）海口市个别耕地开垦项目存在偷工减料、
工程质量差、后续管护不到位等问题近日经媒体
曝光后，引起了我省有关方面的关注。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近日下发关于加强土地
整治项目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
县国土部门加强土地整治项目工程质量监管，
进一步落实项目责任人，采取专人驻点方式做
好工程实施的现场协调督促与质量监管工作。
加大土地整治项目巡查力度，对不按设计要求
施工、工程质量不合格或未同步提供工程质量
保证资料的，不得拨付工程进度款。并强化对
施工合同、监理合同的管理，细化项目实施期
限、质量要求、款项拨付、结算等关键内容，明确
相应的违约责任，并严格执行合同约定。施工
方、监理方一旦有违约行为，项目业主就必须及
时按照合同条款进行违约处理，不得姑息纵
容。严格执行通报制度，各市县发现土地整治
项目工程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的
施工或监理单位，要及时作出处理并报告省厅，
通报全省，限制和取消其今后参与我省土地整
治项目工程的资格。

通知还要求要规范验收，完善验收程序，对工
程质量不合格或耕地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项目通过
验收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我省强化土地整治项目工程质量管理

工程质量不合格
不得拨付进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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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文昌受灾家庭大学生爱心捐助活动

超强台风“威马逊”对我省群众

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据灾后统

计，文昌市有2025名在校大学生和

326名今年秋季入学大学生因家庭受

灾，面临读书困难。为此，中共海南

省委宣传部联合海南日报、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南国都市报、海南特区报、

国际旅游岛商报、南海网、海南在线、

天涯社区、凯迪网络共同开展“资助文

昌受灾家庭大学生募捐活动”。希望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企事业单位以我

省“师德模范”陈起贤为榜样，踊跃捐
助，为受灾家庭大学生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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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即将到来的金秋，是开学的季节。但
对文昌灾区的大学生们来说，度过这一个
暑假却有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曾经一度，
上不起学的阴影深深笼罩在他们心头。
如今，在社会各界的关爱和自己的努力
下，他们打点好了行囊，肩负起家的希冀
和求知的梦想，即将开启新的旅程。

一个崭新的白底黑斑的行李箱摆在
符夏秋的床头旁边。对这个今年刚考上
华东师范大学的姑娘而言，看到它，就仿
佛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票已经订好，9月5日就走！”她说。
符夏秋的家在昌洒镇宝彩山北村，

台风中房屋被掀顶，围墙倒塌，田里种的
农作物也多半被毁。7月20日，父亲符
泽沉在看到她的通知书后，喜忧参半。
毕竟，靠一点薄田得来的积蓄，连房屋的

重建都还顾不过来。
现在符泽沉的心境缓和了不少。前

几天，爱心人士给了符夏秋一笔捐助，这
让她的学费和路费得到解决。其他的费
用，她申请了每年6000元的贷款来应付。

炎热的中午时分，身着球衣的符洲存正
在满脸大汗地烧菜。即将上大三的他，已经
没有了新生时候的兴奋，却多了一份成熟。

符洲存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家在
翁田镇福堆村。7月6日就从北京回来
的他亲眼目睹了台风肆虐的惨状。

“咱长大了，懂得父母的辛苦，一定要
多做点活儿。”他说。台风过后，屋顶上残
留的破瓦是他上去清理的，灾后清洁他也
全力参与。

家庭困难的符洲存还在等着政府的
资助。尽管回校的车票已经订好，但他
并不期盼这一天快点到来。他说，自己
呆在家里能多帮父母一点忙。

“现在的人心就是好啊，帮了我们还
不留名！”在大一新生林师奋的家，这一
句感慨透出农村人朴实的一面。

林师奋家在锦山镇后坡村，今年刚
考上江苏大学。几天前，媒体报道了他
家的困难情况，引起了爱心人士的关注。

“大学4年每年给孩子5000元，今
年的已经打入银行卡里。”林师奋的父亲
林道祯一脸感激地说，“这个人真好，不
和孩子见面，不留名，只知道他叫王先
生，说自己也是穷孩子出身。”

有了王先生的捐助，林道祯说自己
心安了不少。他还透露，在孩子拿到录
取通知书后，乡亲们三百两百地凑了一
些钱给他们。

“有了这么多人的关心，孩子上学会
好好用功。”他说。还很腼腆、不善言辞的
林师奋在一旁默默地点头，还有几天他就
要启程了。 （本报文城8月25日电）

社会各界的关爱，助文昌灾区大学生渡过难关

爱，让前行更有力量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郭景
水 实习生李艳）“第一节课的时候还
有点紧张，第二节课的时候就好了很
多。”今天下午，海南省工业学校
2012 级汽修班新学期的新老师王咸
捷，向记者说了他初登中职学校讲台
的感受。

8月17日，作为我省首届免费中职
师范毕业生的王咸捷，正式开始在海南
省工业学校担任2012级汽修班教师。

初登讲台，海南省工业学校就给王咸捷
压了重担，给汽修专业毕业年级四个班
讲授《自动变速器》及《汽车故障诊断与
排除》两门课。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我省首
届 19 名免费中职师范生返琼任教，
分别到海南省工业学校、海南省商业
学校、海南省农业学校、海南省民族
技工学校、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海
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海南省财税学

校、海南省旅游学校、海口市第一职
业中学、琼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澄迈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昌江黎族
自治县职教中心等12所中职学校。

据介绍，省政府自2010年开始委托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每年培养30名
定向免费中职师范生，今年首届毕业生
正式毕业。免费中职师范生通过高考
的报考、录取程序进行，学生在天津职
业技术师范大学期间免除学费，免收技

能培养费、免收住宿费，适当补助生活
费。省政府承担学生在学校4年修读期
间的相关费用，标准为每生每年1万元。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处长林岗介绍，今年1月15日，我省首
届免费中职师范生参加了省里统一组
织的免费中职师范毕业生公开招聘考
试，并和省内15所中职学校进行了面对
面的接触，进行“双向选择”教师岗位。
当时，省内15所中职学校提供了42个

教师岗位。
据了解，进行双向选择之后，免费

中职师范生在1月16日进行体检，并经
公示无异议后，各招聘学校与拟聘人员
签订就业协议。2014年7月15日前，免
费中职师范毕业生将毕业证、学位证、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和中级及以
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送省教育厅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审核，之后到签约单
位报到。

首届免费中职师范毕业生返琼任教
应聘到海南省工业学校等12所中职学校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记者郭景水 实习
生李艳）今天，省教育厅正式公布《关于 2014
年全省民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年检结果的通
报》（以下简称《通报》，全省共有注册民办中小
学校179所，在校学生共120796人。经年检认
定，优秀学校24所、合格学校135所、暂缓通过
学校17所、不合格学校1所、停办2所。此外，
全省共有注册民办幼儿园 1329 所，在园幼儿
235423人。经年检认定，优秀幼儿园91所、合
格 1098所、暂缓通过 120所、不合格 13所、停
办7所。

对定为年检暂缓通过的民办中小学校和
幼儿园，要求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
措施，并在 3-6个月内进行整改；定为年检不
合格的民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责令停止办
学，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收回办学许可证并做
好善后事宜；对未取得办学资质的学校，一律
不得招生办学，如擅自招生则属非法办学行
为，属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依
法予以取缔。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民
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年检过程中，发现许多问题是
全省共性的问题。一是民办学校和幼儿园管理不
够规范；二是大部分民办学校和幼儿园投入不足，
办学条件较差；三是幼儿园教学“小学化”倾向严
重，以识字、算数、拼音教学为主，教具、玩具及幼
儿读物严重缺乏，保健设备配备不齐；四是幼儿园
班额偏大，幼儿健康资料不健全；五是教师队伍不
稳定，教育教学质量不高。

13所年检不合格
民办幼儿园将停办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段剑良 实习生周川又）连日
来，台风灾区大学生们的上学难问题
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为帮助重灾区
文昌翁田镇的大学生顺利入学，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于8月19日发出《关
于资助文昌翁田灾区学子圆梦行动的
倡议书》，动员住建系统干部职工、热
心企业在灾后捐款的基础上再为灾区

大学生献一份爱心。
据统计，截至8月25日，全省住建

系统共为翁田灾区学子捐款201.16万
元，其中一对一帮扶28名学子。此次

“威马逊”台风给全省住建行业特别是
施工企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企业仍克
服困难积极参与援助灾区学子，捐款超
过5万元以上的企业就达到21家，表
现出住建行业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住建系统援助
翁田灾区学子200余万元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何华 实习生张林）今天上
午，省妇联在海口举行“妇联组织
和社会各界支援海南妇女儿童捐
赠仪式”，将各地妇联组织及社会
各界捐赠给灾区妇女儿童的价值
共计 400 万元的助学金及救灾物资
送往灾区。

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海南，全
省各级妇联组织不仅第一时间筹措约
100万元资金和物资，组建救灾小分

队、医疗队和巾帼志愿服务队深入基
层，为灾区妇女儿童送去党和政府的
关怀及妇联组织的温暖，还积极争取
全国各级妇联组织、相关单位和社会
各界支援我省灾区妇女儿童。

副省长何西庆代表省政府对捐助
单位表示感谢，并指出，妇联组织和社
会各界对灾区妇女儿童的援助是充满
人道主义、惠及我省灾区妇女儿童的善
举，充分体现了妇联组织和社会各界对
海南人民的深情厚谊和关爱。

妇联组织和社会各界
支援灾区妇女儿童

捐赠助学金及救灾物资共计400万元

8月25日上午，在省民政厅支持和指导下，省慈善总会联合省潮汕商会在海口军宏花园酒店举行了“2014年海南省潮汕商
会助学”捐赠仪式。省潮汕商会于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捐赠100万元资助家庭困难学生上大学后，今年又捐赠110.3万元
资助221名学子上大学；海南省慈善总会永久荣誉副会长卢业樑先生今年也参与助学活动，捐款15万元资助30名学子。今年考
上大学的贫困学子，每人获得5000元助学款。

文/本报记者 范南虹 通讯员 陶善军 图/本报记者 张茂

251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

◀上接A01版
暴雨中冻得瑟瑟发抖；文昌铺前镇民政
助理韩春燕，身患肾结石，连续奋战在抗
灾一线，晕倒在给群众发放救灾物资的
现场……

而为这份坚守的执着，更有付出了
宝贵生命的海南电网职工庄华吉和温
和。他们都在妻子、女儿面前食言了曾
经对亲情的承诺，将生命的最后时段和
难以诉说的情感，留给了抗风救灾事
业，这种失去令人痛断心肠，而这种自
强不息，也更令人缅怀赞许：琼岛从来
出英雄！

回访中，北港岛乡亲最常念叨的一
句话是：“要是换了过去，遇上这么大的
难，我们可能早成难民了，哪能像现在这
么快就有了支援，开始了重建，又怎会这
么快就有了新渔船！”

希望，总在令人顿感绝望的日子中
孕育。我们渡过了最艰难的黑夜，也从
那一天起，冰冷离人们远去，充满新生和
希望的日子已经来临……

在最细微的心弦里，有
一种最深情的感动——它
叫做互助

我们行进在灾区见到了数不清的救
援画面，当老百姓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话
语来表达心中的感激时，他们更愿意伸
出大手紧紧地握住你。

文昌罗豆农场农民周娇斌紧握住
记者的手时，她正红了眼眶哽咽着求
人：“能不能报道一下我家的救命恩
人？”她恳求报道的人叫符传强，东安村

普通农民。超强台风袭来时，符传强家
的屋顶成了村民的避难所，本可以避在
家中躲雨的符传强，两度跑出门去，拉
回了7名乡亲，包括被困在家里的周娇
斌的亲人。而符传强是这样回应感激
的：“邻里间本就得关照体谅，这不算大
事啊！”

上山村农民杨月桂紧握住子弟兵的
手时，眼里含着泪花。海口三江农场在
超强台风之夜，76个受灾村落中19个
失联，省军区某炮兵团战士连续奋战13
个小时才最终打通了失联村的村道。蹲
在村口的老百姓眼睛亮了，像见了亲
人。没有干净水，阿婆把台风打落的椰
子用袖口擦了又擦，捧给年轻的小战士，
那一幕，我们的喉咙也像是被什么哽住
了似的。

还有什么，比他们更值得让老百姓
握紧双手！

受灾最重的地区，往往有更多耐人
追寻的故事。罗豆农场，那里有让我们
深刻纪念的南洋村26岁青年符传道，他
为转送16名乡亲脱险，付出了自己年轻
的生命；同村25岁青年符永存在暴风雨
来临时奋不顾身把8名老人和孩子，一
个个地背上楼顶，用塑胶袋罩住乡亲的
身体，自己淋在大雨中；家在罗豆街上的
云玉兰大妈，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四
姐”，从台风那天起，她收留了周边农村
不相识的18名群众到家里，包吃管住，
不要一分钱，在受灾群众无法安眠的夜
晚，“四姐”的家帮助他们渡过了最艰难

的时日……
在中心城市和广大乡村，我们还

能看到一个不停奔忙的特殊群体——
志愿者。他们中有异乡人，甚至也有
国外友人。来自公益群体的省汽车运
动协会志愿者，在灾后第一天就为文
昌送去了20吨物资；来自企业的海航
志愿者全程参与种树清路等灾后恢复
行动；来海南参加中美夏令营文化交
流的美国中学生也加入了垃圾清理的
志愿队伍……

文昌翁田镇明月村的一位乡亲曾
跟记者说过，他们知道为了灾后能有
今天这样的日子，有太多人在背后付
出艰辛，要吃的粮食，要喝的水，甚至
重新耕种要用的化肥，都要靠爱心人
从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一趟一趟运来，
乡亲们都记下了。

在最困难的地方，总会有最深切的
互助和体谅。爱，让灾难重创之地，有了
任何艰难险阻也打不垮、压不倒的能量！

在最宽阔的胸怀里，有
一种最长久的激励——它
叫做高尚

灾区的新生活就是这样，静静地，却
是勇敢而顽强地向前走着。

各方驰援的力量不断向灾区汇
集。中国南方电网从云桂粤黔四省区
增派 6000 余名电力工人支援海南电
力设施修复。“大锅菜”炒到了田间地

头，电力工人每天3顿靠盒饭和矿泉水
打发，这情形，人们赞许着，感激着，记
在了心上。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颇令人感喟的
事情。东莞供电局职工方楚祺在文昌
昌洒抢修复电中不慎丢了钱包，里边装
着800多名抢修工人吃喝拉撒要花的
费用，急得直跺脚。“人家来帮我们复
电，遇到难处了我们该做什么？”昌洒村
民的答案很简单：找，不遗余力！两天
后，派出所传来好消息：一位养鱼户找
到了钱包，3.2万元现金和上百万元的发
票，一样不少。

“跑过那么多地方，海南人是最纯朴
的。”方楚祺发自内心的感叹，正是海南
人高尚情操的真实再现。

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对
灾区都掏出了真情，一笔笔来自社会
各界的捐赠款，雪片般地涌向灾区，为
孩子上学的，为重买树苗的，为恢复生
产的……95岁高龄的老红军吴以怀，
让曾孙通过省军区捐给灾区 500元。
战火硝烟的革命老英雄，多已耄耋之
年，受伤病困扰，但救灾捐款他们捐了
4万余元。

一种爱正在被升华。
于救灾中牺牲的东昌农场干部梁统

安的遗孀王英丽，将收到的2万元慰问
金交到省农垦总局工会负责人的手中。

“我家虽然穷，但我希望把获得捐助的这
笔钱转捐给更需要帮助的灾区群众。”刚
刚经历了丧夫之痛的王英丽的声音很弱

小，但语气异常坚定。
8月中旬开学前夕，为救人而牺牲

的南洋村青年符传道的母亲符霞，用信
封包裹了3万元钱，没有任何犹豫地把
爱心款捐给同样身处灾区的贫困大学
生。符霞说，“如果阿道能继续读书，他
也会是个大学生。没钱读书的遗憾，我
揪心啊！”

在灾后重建中因公殉职的海口环
卫工人邓育军留给妻子利友香的，仅是
3个孩子和一个残缺贫困的家。然而在
环卫系统的大会上，利友香在同事的啜
泣声中快步走向台前，毅然决然地将一
封已握得发皱的信封投进了捐款箱，里
面装着社会各界捐给她家的2万元爱
心款。

逝者，是永远不可触及的痛，坚强的
利友香说：“我想帮我丈夫完成他救灾的
遗愿。”突然间，她哭了。

哭过之后，阿香的眼睛里重新现出
光彩，她在丈夫“头七”过后，又回到了环
卫岗位上继续工作……

“全社会都在关心我，而回报社会就
是我的使命。”当听到这样深挚的话语，
我们读懂了，这就是不屈不挠的琼岛人
的价值观，是一种新的积蓄，伤痛里奔涌
出的最厚重的力量！灾难固然带来创
伤，但它更见证了海南人民骨子里流淌
着的坚韧和高尚。

打不垮压不倒的英雄的海南人民，
正在这一片充满深情的岛屿上，创造着
新的奇迹。

浴火重生的红土地，一定会走向更
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

大灾淬炼坚强 磨难见证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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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数的守望相助、互帮互助的行为，也彰显出大
灾面前海南人心不倒、人心向善的道德光辉。不
仅如此，在灾后的重建中，这种高尚的行为再次屡
屡出现。救灾中牺牲的东昌农场干部梁统安的遗
孀王英丽，为救人而牺牲的文昌青年符传道的母
亲符霞，因公殉职的海口环卫工人邓育军的妻子
利友香等几位“抗风救灾英雄模范”的家人，面对
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家庭困难的现实，仍拿出数万
元善款捐给更需要的人；海口南北水果批发市场
的商户们自发地连续7天向电网抢险职工免费赠
送新鲜水果；文昌重灾区的村民互助修房不谈钱；
文昌昌洒村民全体出动，为东莞供电局职工寻找
丢失的钱包……这一桩桩义举、壮举，让人倍感温
暖、倍受感动。这种高尚的行为，弘扬了社会道
德，张扬了正气，为我们重建家园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精神力量。

台风可以摧毁我们的家园，但击不垮我们
的斗志。坚强和高尚，就是我们最有力、最强大
的抗灾“武器”，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
有了这两种强大的“武器”，灾区群众才能够砥
砺前行，于困境中奋起。当前，灾区重建和恢复
生产工作正在有力有序进行，让我们继续从灾
难中汲取坚强和高尚的力量，进一步弘扬伟大
的抗风救灾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大灾之年拼搏苦干，奋力夺取灾后重建和恢
复生产的全面胜利，为全面完成今年的各项工
作任务而努力奋斗！

礼赞人性之美
汲取前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