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5日早晨，屯昌屯城镇上空，浓浓的大雾将整个城市笼罩着，犹如人间仙境般。据了解，近日，随着气温的上升，我
省多地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市县早晨都出现了大雾天气。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邓积钊 摄屯城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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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10月 15日电 （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符国楠）“文兵经常活
跃在‘地贫’宣传、无偿献血等公益事
业现场，他是五指山人的骄傲，我们将
组织全市机关、学校以及社区等单位
学习他这种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精
神。”今天下午，获评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称号的文兵回到了五指山市，受

到该市有关领导的热情接待。五指山
市还召开座谈会，并给予文兵5000元
奖励。

座谈会上，文兵表示，全国道德模
范这项荣誉不属于他个人，属于与他
并肩战斗的志愿者群体。他会珍惜这
项难得的荣誉，把志愿者服务工作继
续做下去。

“目前，海南地贫关爱网已经开
通，我准备为海南每一位‘地贫’孩子
建立健康档案，里面有他们的家庭情
况、病情以及治疗情况等。”文兵说，他
已经收集了七八个“地贫”孩子的基本
信息，由于每个孩子都要现场家访，还
要拍照和跟踪，工作量非常大，他希望
五指山市团市委、计生等有关部门能

给予支持。
“海南地贫关爱网在宣传‘地贫’

防治有关知识的同时，把海南‘地贫’
儿童信息在网上公布，这样有利于爱
心人士了解他们的现状，以便救助。”
文兵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海南供血紧张，部分“地贫”儿童
不能得到及时的输血治疗，这让文兵

颇为忧心。“我想发起‘爱心血库，关爱
地贫’的活动，让这些‘地贫’儿童的治
疗有保障。”文兵说出自己下一步工作
打算。

针对文兵提出的两点想法，五指山
市团市委、计生局等相关单位均表示全
力支持，并发动各乡镇收集“地贫”患儿
信息，配合文兵开展志愿者工作。

全国道德模范文兵下一步工作打算

为每位“地贫”患儿建健康档案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洪
宝光 实习生王娟）今天是国际盲人
节，与往年相比，居住在海口市城区
的盲人朋友明显地感觉到新变化，昔
日屡屡被占用的盲道正变得越来越
畅通。

15日上午8时，与往日一样，在
海口市琼山区朱云路李志坚盲人按
摩店上班的朱德新步行去上班。“现

在道路好走了。”朱德新告诉记者，在
海口市开展“双创”之前，盲道被占用
现象非常普遍，除了乱停车外，还有
占道摆摊经营的。平时从居住地到
上班地点至少需要30分钟，如今乱
占道现象已经很少出现，极大地方便
了他上班，现在步行上班仅需10分
钟左右。

朱德新在这家按摩店上班已有7

年，明显感觉到海口在发生新变化，许
多道路都建起盲道，盲人出行便捷了
许多。

在府城文庄路某按摩店上班的陈
阿华也深有同感，3个月前，盲道总被
占用，行走不便，海口开展“双创”后，
这种现象越来越少，出行不用担心盲
道被占用了。

记者对海口市朱云路、中山路、白

龙路等路段进行采访时看到，昔日乱
战盲道的现象比以前减少了许多，盲
道比以前畅通了。

“盲人出行与以往不同了。”海南
省盲人协会会长吴海龙说，之前海口
违章建筑比较多，乱摆摊现象和电动
车占用盲道现象也比较突出，如今这
些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解决，更加方便
盲人出行。

道路设施日益完善，盲人朱德新深有感触

海口盲道比以前更好走了

本报三亚 10月 15日电 （记者孙
婧 通讯员冯谋瑞 黄健海）10月14日，
一名长期在三亚市海棠区藤桥片区一带
贩毒的可疑人员落网，随同缴获毒品疑
似物2克、毒资560元。

据介绍，9 月下旬，有线索表明，
藤桥片区一带有人长期从事贩毒活
动，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经过民警的
走访侦办，初步确认了该可疑人员就
是犯罪嫌疑人符某（男，32岁，海南陵
水人）。

三亚边防支队林旺边防派出所民警
称，由于符某长期活动于三亚和陵水的
交界处，且在三亚藤桥一带交易完毒品
后迅速返回陵水住地，给抓捕行动带来
一定的困难。

经过近半个月的暗地侦查，14
日，当犯罪嫌疑人符某又一次在藤桥
某村路口进行毒品交易时，被民警当
场抓获。

目前，符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陵水男子三亚村中贩毒

民警潜伏半月
布网擒获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林曦）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五指山市纪委日
前对禁赌工作重视不够、工作措施不力的该市公安
局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集体约谈。

约谈会上，五指山市纪委负责人表示，五指山市
公安局党委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自觉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明确职责使命，坚
守责任担当，贯彻执行中央重大决策、省委重要工作
部署不走样、不打折。对不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导致出现重大问题而不制止、不查处、不报
告的，五指山市纪委将实行责任倒查，严格追究责任
人、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五指山市公安局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将深刻反省
自身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把思想统一到省委
工作部署要求上来，加强干部队伍管理和监督，努力
提高履职能力，自觉肩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
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对群众反映的赌博问题严厉打
击，对抓获的涉赌人员顶格处理，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落实主体责任不力

五指山公安局领导班子
被集体约谈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杨军）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乐东黎族自治县
水务局副局长石挺琪涉嫌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
织调查。

乐东水务局副局长石挺琪
接受调查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黄云平）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文昌市东路镇原
副镇长符之堂因贪污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经查 ，2005年12月至2015年2月，符之堂在
担任东路镇政府副镇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虚
报征用土地上的青苗及附属物，骗取征地补偿款
1.907万元。2015年7月，文昌市人民法院以贪污
罪判处符之堂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根据有关规定，文昌市纪委、市监察局审议，并
报文昌市委、市政府批准，决定给予符之堂开除党籍
和开除公职处分。

骗取征地补偿款获刑
文昌一副镇长被“双开”

关注国际盲人节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实习生王娟

“需要按摩吗？”10月 15日上午
10时，在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一间10
多平方米的盲人按摩店里，当按摩店
大门打开时，盲人按摩师陈阿华脸上
露出了笑容。当得知对方不是来按摩
后，他又静静地坐下耐心等待。

“按摩50元一小时”，门口处清楚
写着按摩的费用。因顾客光顾得少，

按摩师陈阿华和吴阿强大多时候坐着
聊天打发时间。

“按摩师每天能接待3位客人就
算不错了。”陈阿华说，从业10多年
来，虽然按摩费用不断上涨，但他们的
收入并没有随之增长。辛苦工作一个
月大约能拿到1000多元的工资，收入
不高，但能养活自己。

虽然这家盲人按摩店已小有名
气，拥有6名按摩师，但该店负责人蔡

师傅还是直呼压力越来越大。盲人保
健按摩现在市场价是50元/小时，价
格不是想涨就能涨的，但是价格不涨
房租涨，经营压力很大，“希望政府能
支持我们办盲人按摩事业，加大帮扶
力度。”

据蔡师傅介绍，目前该店租金是
4000元一个月，房租还在不断上涨，
除了设备折旧外，还要管工人的吃住
等，经营压力越来越大。

“要是能有更多人来按摩就好
了。”吴阿强说，客人来得多了，他们虽
然辛苦，起码收入会多些。

据省盲人协会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省大约有6.8万名盲人，走上工作岗
位的大约1000人左右，大多数从事按
摩工作。因为顾客光顾得少，加上店
铺租金不断上涨，这些盲人按摩店的
经营压力确实增大许多。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

盲人按摩店小老板有一盼

希望政府加大力度扶持盲人

日前，市民途经三亚市南边海路路口文化墙时
发现，由于长时间日晒雨淋造成色彩剥落，加上人为
破坏，墙体已变成“花脸猫”。

城市中的文化墙本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展示
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形象。如今变得如此“花猫
脸”，相关部门能否为它“补补妆”，让文化墙重新焕
发光彩？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文化墙需“补妆”

本报五指山10月15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陈育）针对卫生整治工作不力的问题，日前，五指
山市通什镇委对福利村、报龙村、什会村、番慢村、番
赛村等5个村党支部书记进行集体约谈。

今年9月，通什镇委组织卫生检查小组对全镇16
个村进行突击检查，发现福利村、报龙村、什会村、番
慢村、番赛村等5个村存在村道两旁垃圾暴露、水沟清
理不干净、家禽乱放养、房前屋后环境差、村民参与卫
生整治工作不积极等情况，影响卫生整治工作效果。
针对此情况，通什镇委决定：对此次检查中评比不合
格的5个村党支部书记进行集体约谈。

卫生整治工作不力

五指山5村支书
被集体约谈

本报石碌10月15日电（记者张靖超 通讯员
李光贵）两个水桶大小的马蜂窝在镇政府树下筑巢，
给政府工作人员和办事群众的安全造成威胁。昨
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消防官兵经过近一小时的努力，
成功祛“蜂”。

昨天下午，昌江119指挥中心接到求助电话称：
位于昌江昌化镇政府大院内有两个马蜂窝分别驻扎
在槟榔树和三角梅上，给工作人员和群众造成了严
重威胁，请求消防官兵前来摘除。接到报警后，一辆
抢险救援车和5名消防官兵迅速到场处置。

根据马峰窝的驻扎位置，消防官兵决定对三角
梅内的蜂窝采取“火攻”，利用编织袋对槟榔树上的
蜂窝进行摘除。为防止摘除过程中马蜂受刺激蜇伤
附近人员，官兵们在危险区域拉起警戒线。

做好各项准备后，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的两名
消防战士，用事先准备好的火把和编织袋对两个蜂
窝进行摘除。经过50分钟的努力，两个蜂窝被成功
摘除。随后，消防官兵检查确认现场安全，并向马蜂
筑巢处喷洒灭蚊剂，防止马蜂再次筑巢。

马蜂筑巢镇政府树下大如水桶

昌江消防官兵
成功祛“蜂”

本报那大10月15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赵妙华）今日，儋州东坡诗词
背诵大赛，第三季度成绩揭晓，黎冠花
以背诵685首诗词的成绩，在前三季度
逾千名选手中独占鳌头。

“考研很忙，但我每天都抽出时间
默记20多首东坡诗词，不知不觉，参赛

时就背诵了685首。”今天，海南医学院
大五女生黎冠花平静地告诉记者。她
来自东坡先生谪居3年的儋州市中和
镇，今年22岁。尽管从高中时就选择
了理科，但黎冠花却对古诗词充满兴
趣，尤其是对作为她“家乡人”的东坡先
生的诗词，看几遍就能记住。

儋州东坡诗词背诵大赛组织方有关
负责人介绍，第三季度除了黎冠花技压
群强，前六名中其他五位成绩也很不
错。据统计，自今年2月7日儋州启动“东
坡文化体验之旅”以来，到9月底，全国共
有1082位选手参加东坡诗词背诵大赛，
他们中年龄最大者82岁，最小者5岁。

儋州东坡诗词背诵大赛前三季冠军决出

海医理科生背诗685首折桂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陈蔚
林）“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总量超过
1亿人，‘裸老族’或将规模化出现。”今
天晚上，海南大学法学院学生周书含等
人发布了精心撰写的社会实践报告，为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提出
了诸多建议。

“裸老族”一般是指没有农村社会

养老保障的农民工或空巢老人。在为
期一个多月的暑期社会实践中，周书含
等人深入上海、广州等地，与当地工厂
职工、建筑工人、码头搬运工等新生代
农民工深入交流，了解他们的参保现状
和利益诉求。

报告指出，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参
保率稳步提高，覆盖率不断扩大，但仍有

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没有得到任何养老保
险保障。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养老
保险缴费年限不足的补救政策缺乏、跨
区域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机制不完善、大
部分农民工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农民工对养老保险重要性认识不足
等。

他们对有关部门提出建议，鼓励市

级社保局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为没有
任何养老保障的“裸老族”提供新的参保
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群团组织和新
闻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宣传作用，让更多
的劳动者知晓企业补充性养老保险，并
了解企业应尽义务和自身应有的权益，
在全社会营造参加社会保险的良好氛
围。

海大学子发布社会实践报告

呼吁完善“裸老族”养老保险体系本报讯 10月13日上午，东方市三
家镇窑上村一采砂场发生村民受挑唆阻
挠施工事件。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此事进
行受理调查。

据了解，今年8月 6日，东方海阳
永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通过公开竞标
获得了位于东方市三家镇窑上村一砂
场采矿权。但该公司在进场施工过程
时，窑上村部分村民受挑唆，以砂场是
祖辈留下来的资源为由，多次进场阻
碍施工，工程无法进行。

为切实解决窑上村砂场问题，东方
市政府成立了联合工作组，进村入户做
村民的思想工作。

10月13日上午，为便于群众了解
砂场的界限范围，工作组再次进驻砂
场，对砂场界限范围进行桩点加密工
作。但受人挑唆的部分村民到现场阻
碍施工并用沙子、石块等袭击工作组成
员，更有人持刀棒威胁工作组成员。在
多次劝解未果的情况下，三家派出所负
责人对天鸣枪示警，事态才得以平息。
除一名工作组成员遇袭受轻伤外，无其
他人员伤亡。

（宣文）

东方窑上村部分村民
阻挠施工被制止

本报万城 10月 15日电 （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卓琳植）日
前，万宁市禁毒志愿者服务支队成立暨

“禁毒微电影进基层”巡映宣传活动在万
宁举行，共青团海南省委副书记陈屿向
万宁市“禁毒护村”志愿服务支队授旗，
标志着万宁市禁毒志愿者服务支队正式
成立，这支队伍共232支1200多人，基
本覆盖全市207个行政村（社区）和部分
中小学。

据了解，“禁毒护村”志愿服务支
队由村两委干部牵头，由返乡大学
生、基层政府雇员和农村青年等人员
组成。

当天，万城镇番村、西门、乐山、益
民、新兴、车头、月塘、三联、宾王、水边
10个村（社区）的“禁毒护村”志愿服务
队以及万宁市13个镇（区）和北师大万
宁附中“禁毒护村”志愿服务大队获得授
旗，同时启动了万宁市“禁毒微电影进基
层”巡映宣传活动，逐步加强禁毒志愿服
务市、镇、村三级联动。

据了解，为了创新禁毒宣传方法，
让禁毒形成长效机制，万宁不仅采用传
统的发放禁毒宣传资料方式，还开设了

“禁毒宣传系列内容”微信平台，及时发
布禁毒宣传知识，并深入镇村、社区、学
校、企业免费播放10余部禁毒警示电
影，向青少年发放禁毒扑克牌介绍有关
毒品知识。

此外，万宁还组织志愿者走进社
区，开展“千名禁毒志愿者进万家”禁毒
宣传活动。

万宁禁毒志愿服务实现全覆盖

232支队伍服务
全市207个行政村

第一名 儋州 黎冠花 685首
第二名 海口 母丹 546首
第三名 儋州 杨乐斌 503首
第四名 儋州 杨乐婷 499首
第五名 河北邯郸 司翠翠 323首
第六名 屯昌 曾林星月 25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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