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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随思录

观察 ■ 黄媛艳

近年来，随着海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南的
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而由此带来的征地补
偿、失地农民安置等问题也愈来愈多。能否解答
好这些问题，关系到城镇化的成败。

三亚海棠区江林村的城镇化转型实践，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7年前，江林村失地农民拿到巨额征地补偿
款后，一味地吃喝玩乐，让人着急。而经过数年
的“凤凰涅槃”，如今这些失地农民很多都成了小
老板，生意虽小，却是可喜的新变化。

江林村的转型经验，关键就在于做好了
“人”的工作。一是实现了“人”的心态转变，通
过引入社工力量，从人的心智开发入手，引导

“一夜暴富”村民快速适应城乡两种文化的转
变，融入城市发展浪潮；二是实现了“人”的发展
转型，通过研究区域发展定位，实施产业带动，
帮助村民在家门口有尊严地就业、创业，从而让
村民融入城市产业浪潮，实现自我的可持续发
展。村民精神生活丰富了，腰包鼓了，幸福感和
成就感明显增强，相应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就消
解了。可以说，江林村转变所触及的农民市民
化难题的破解，就是海南在“人”的工作领域的
一次成功探索。

重视人、发展人、成就人，说来容易做却难。
新型城镇化绝非简单地让失地农民洗脚上楼，如
何让农民住得下、住得稳才是关键所在。这就要
求我们既不能强硬地让失地农民与城市生活接
轨，也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转行就业、盲目创业，而
是要通过多种举措，实现“人”与环境的相应调整
和相互适应。不同的区域，环境、产业背景都不
同，失地农民面临的转型也完全不同。因而，要做
好“人”的工作，也不能简单的一刀切或是“复制粘
贴”，而是应该因地制宜，因问题寻良方。正如“海
棠模式”虽好，但也难以完全借鉴到海南其他市
县，只有充分考量当地失地农民心理、产业发展等
情况，才能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人”这堂课，讲好虽不易，但讲好一定有精
彩未来。放眼当下，各地城市治理无不将目光
聚焦在百姓家园环境的改善、幸福感的提升上，
其着眼点和落脚点无不是放在“人”上，也只有
我们以人为本，做好“人”的工作，才能通过“人”
的全面发展，消解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进
而带动城市更高质量的发展。

（作者系本报驻三亚记者站记者）

做好“人”的工作
城镇化问题方有解

■ 张成林

近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

《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
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
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
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5
月10日《海南日报》）

近年来，校园欺凌现象不断出现
在公众视野，侮辱谩骂、围殴打斗、无
情掌掴、扒光衣服、拍摄裸照……透
过视频、通过报道，诸多无下限的校
园欺凌现象让人大跌眼镜。更甚的

是，有些施暴者还将暴力行为拍成视
频，在网上传播，不以为耻，反引以为

“傲”。目睹青少年中诸多怪现象，人
们不禁惊呼：这些孩子怎么了？事实
上，校园欺凌在我省也时有发生，青
少年暴力现象的存在，让人痛心，更
让人担心。此次从国家层面对校园
欺凌现象进行专项整治，显示了该现
象的严重性，表明其已经不是可以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恶作剧，而是已
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有损社会
风气的不良社会现象，必须进行全面
整治。

校园欺凌，看似小孩子之间的不
和，实则危害极大，首当其冲的就是
被欺凌者。在同学、同伴肢体或者语
言暴力之下，被欺凌者往往不敢反
抗，甚至事后也不敢声张，由此短时

间的身心伤害还在其次，长远的性格
影响更为严重。而对施暴者而言，因
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便动辄拳脚
相加，极尽侮辱之能事，直接显露出
其心智不全、以我独尊的性格缺陷，
如此行为，纵然能逞一时之快，但从
长远来看，却难免使自己陷入无法自
拔的境地。当其长大成人步入社会，
倘若仍然如此作为，等待他的就可能
不再是学校、家长的教育疏导，而是
严厉的法律制裁。校园欺凌现象频
频发生，折射的正是暴力行为在青少
年中的蔓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要知道，当暴力滑向青少年，殃及的
不仅是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更是民族
的未来。

然而，很多时候，校园欺凌现象却
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部分家长、教师

往往认为这只是孩子之间的恶作剧，
影响不大，为了息事宁人，也往往私下
解决。如此态度、如此处理方式，使施
暴者得不到应有惩罚和引导，无疑进
一步纵容了校园暴力的发生。事实
上，校园欺凌现象远非孩子之间的事，
从横向看，它涉及学生、家长、教师、学
校、社会等诸多主体，波及面广；从纵
向看，它事关所涉孩子的成长、人才的
培养和教育的良性发展，影响深远。
因此，于情于理，对校园欺凌都不能漠
然视之、小而化之。

再进一步看，校园欺凌现象还折
射出诸多深层次社会问题。施暴者往
往只顾自己发泄，毫不顾忌对方感受，
对施暴行为毫无负疚感，这反映出其
心理问题，也反映出其对他人权益的
不以为意，更反映出其法律意识的淡

薄。长期以来，学校、家长、社会对孩
子的教育，更多地专注于考试和知识
的灌输，而道德、心理、安全、法治等方
面的教育则相对薄弱，得不到应有重
视，使得部分学生误入歧途，做出一些
让人瞠目结舌的事。

孩子的所作所为，往往是成人世
界的投射，是成人社会价值观的体
现。因此，治理校园欺凌现象，倘若仅
仅只是针对暴力事件本身，便只能是
治标之策，难以触及内里。当务之急，
必须瞄准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
因，从学校教育抓起，从家庭教育抓
起，从社会环境抓起，认真做好青少年
的心理、道德、安全、法治等教育，只有
如此才能标本兼治，使校园少一些戾
气，多一些正能量，使每一个青少年都
能健康成长。

校园欺凌是不容忽视的痛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珠峰大本营
景区内的“涂鸦”现象出现反弹，珠峰
观景台纪念碑、珠峰登山大本营纪念
碑上涂鸦泛滥。

“到此一游”的涂鸦陋习，已经不
止一次成为公众谴责的对象。从埃及
卢克索神庙浮雕，到上海迪士尼乐园，
再到海拔5000多米的珠峰大本营景
区，都被“到此一游”涂鸦，严厉惩戒不
文明旅游行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针对涂鸦行为屡禁不止的现象，
珠峰景区将通过建立“黑名单”制度、
进行曝光等措施，纠正游客的陋习。
同时，将在一些景点设置“涂鸦碑”，
疏导游客需求，杜绝在景区纪念碑上
涂鸦的不文明行为。

一些游客在出游时希望通过“到
此一游”等签名，或抒发情感，或刷

“存在感”，但绝不能以破坏文物、景

区环境和他人观感为代价。不少人
都有西藏情结，希望有生之年能到

“世界屋脊”观光游览。但不能忽视
的是，西藏是一个生态环境脆弱的地
区，游客到高原旅游，更应想想自己
的行为是否会破坏高原的生态环境、
风景文物，严格遵守文明旅游公约，
切勿以涂鸦等行为刷“存在感”。

2015年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游客
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旅游主管部门应将“游客不文明
行为记录”信息通报游客本人，提示
其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不良影响，必
要时向公安、海关、边检、交通、人民
银行征信机构等部门通报。这无疑
将增加游客不文明行为的“道德成
本”和“信用成本”。此外，管理部门
还应加大执法力度，与媒体配合加大
对涂鸦等不文明行为的曝光力度，让
现场监督、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发挥
更大作用。

（张京品）

不文明旅游要不得
新华时评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昌国土资告字〔2016〕33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县乌烈镇石昌公路北侧，地块编号为乌烈镇
WL-05-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构（含港、澳、
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6年5月11日至2016年6月14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土
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5月11日至2016年6月14日到昌江黎族
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建设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14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建设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6
年6月14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6年6月1日08时00分至 2016年6月16日9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三）本次挂牌不接
受邮寄竞买文件。（四）此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由竞得人严格按照县住建
部门批准的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五）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
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
状条件无异议。（六）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应按出让合同中约定的
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七）本
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所产生的所有税
费由竞得人承担。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签
订出让合同，并于合同签订后按约定缴清土地出让价款。（八）按正常
工作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
续，节假日除外。（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十）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九、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26630913、65303602、66288920
联 系 人：李文高、林靖翔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11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建设保证金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乌烈镇WL-05-01号 宗地面积
70年 容积率
≥40 土地用途

69928.14平方米
1<容积率≤1.7
城镇住宅用地
估价报告备案号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宗地坐落 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石昌公路北侧
建筑密度(%) ≤25
保证金 2700万元

300万元
4385万元

2016年6月1日8时00分

4604316BA0016
1万元及其整数倍

2016年6月16日9时30分

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珠支行与被执行人海南
鼎盛航运有限公司、王日升、林梅竹、邓不芬、王日辉、海南长盛航运有
限公司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2016）琼72执恢1号之
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对被执行人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所有的“良工2
号”、“能工2号”、“良工5号”、“良工6号”船舶和第三人洋浦致远航运
有限公司、余武尤名下的“泰安盛”号轮共5艘船舶予以拍卖。本院依
法成立“良工2号、能工2号、良工5号、良工6号、泰安盛”轮拍卖委员
会,并定于2016年6月11日上午10时在海口海事法院对该轮进行公
开拍卖。“泰安盛”轮评估价为人民币1313万元，“良工2”轮评估价为人
民币1132万元，“能工2”轮评估价为人民币1132万元，“良工5”轮评
估价为人民币1155.8万元，“良工6”轮评估价为人民币1143.9万元。
凡有意竞买者可于2016年6月4日17：00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
申请，并缴纳保证金参加竞拍（上述各艘船舶的单艘船舶竞买保证金均
为人民币200万元）。意向竞买人需实地察看船舶的，由拍卖委员会根
据意向竞买人申请，统一安排时间上船。

展示时间：2016年5月9日-6月4日
展示地点：
1.“良工2”和“能工2”船舶扣押地——福建省福安市甘棠镇；
2.“良工5”和“良工6”船舶扣押地——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外锚地；
3.“泰安盛”船舶扣押地——海南省海口新港外锚地。
凡与该轮有关的债权人、优先权人、抵押权人，自公告最后一次发

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
放弃从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特此公告
附：
一、船舶基本情况
1.“良工2”船舶所有人：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船籍港：海口；船舶

类型：自航式开体工程驳船（运泥船）；船舶总吨1575；净吨882；船舶总
长67.00米，船长64.00米；船宽15.00米；型深5.00米；船舶建造地点：

龙台市龙达造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0年12月28日。
2.“能工2”船舶所有人：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船籍港：洋浦；船舶

类型：自航式开体工程驳船（运泥船）；船舶总吨1575；净吨882；船舶总
长67.00米，船长64.00米；船宽15.00米；型深5.00米；船舶建造地点：
龙台市龙达造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0年12月28日。

3.“良工5”船舶所有人：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船籍港：海口；船舶
类型：自航式开体工程驳船（运泥船）；船舶总吨1575；净吨882；船舶总
长67.00米，船长64.00米；船宽15.00米；型深5.00米；船舶建造地点：
武汉长航青山船舶修造厂；建造完工日期：2009年10月30日。

4.“良工6”船舶所有人：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船籍港：海口；船舶
类型：自航式开体工程驳船（运泥船）；船舶总吨1575；净吨882；船舶总
长67.00米，船长64.00米；船宽15.00米；型深5.00米；船舶建造地点：
武汉长航青山船舶修造厂；建造完工日期：2009年12月10日。

5.“泰安盛”船舶所有人：洋浦致远航运有限公司、余武尤；船舶经营
人：海南长盛航运有限公司；船籍港：海口；船舶类型：多用途船；船舶总
吨2931；净吨1641；船舶总长99.24米，船长93.18米；船宽15.80米；型
深7.50米；船舶建造地点：鄱阳县航运公司昌江造船厂；建造完工日期：
2010年12月18日。

二、缴纳保证金账户：
开户单位：海口海事法院
开户银行：农行海口龙昆南支行
帐户：21104001040007570
三、联系人及电话、地址：
债权登记联系人: 夏小华 0898-66160119
船舶竞买联系人：雷鸣 0898-66253787 13807658377
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 邮编：570208。

海口海事法院
二0一六年五月五日

海口海事法院船舶拍卖公告

千年儋耳粽千年儋耳粽
万家端午情万家端午情

儋州粽子服务热线：4000549669

绿 色 材 料绿 色 材 料 千 年 工 艺千 年 工 艺 传 统 味 道传 统 味 道

●2013年销售600万个，产值6000多万元；
●2014年销售750万个，产值9000多万元；
●2015年销售850万个，产值突破1亿元；
●2016年5月8日，儋州粽子海口明珠广场展销，当天线下现
场销售及线上电商交易共卖出14万个，实现收入210万元。

儋州粽子 岛内外
儋州粽子，历史悠久，品质独特，是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越来越受市场青睐,从儋州销
往全省，从海南走向全国。

今年将再创辉煌……

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反映学校强
制修体育课的女生进行跳操训练并为
校运动会进行表演，未按要求参加者
体育课成绩将被扣分；部分女生称学
校发放的跳操裙裤过短，容易走光。
学校回应称扣分只是约束机制，学校
将统一为跳操的女生发放打底裤。

学校上体育课的目的是为了强
身健体，而不应是进行所谓的表演。
即便要表演，长裙、长裤有何不行，何

必非要短裙不可？短裙舞的审美取
向有无迎合某些男性观众特殊癖好
的成分？要知道，校园应是圣地，学
生更非舞女，学校的变态要求，只会
让团体操表演成“走光操”，从而让学
校丢了节操。这正是：

体育跳操为表演，短裙穿给谁来看？
任尔有法防走光，学府难免失雅观。

（图/王铎 文/饶思锐）

跳操何必要短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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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小道理”
“大道理”是宏观的，“小道理”是微

观的，相对于“大道理”，“小道理”的话
题比较小，但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看得见摸得着。“小
道理”的话题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

老百姓是很实在的，对老百姓讲“小
道理”也必须讲究实在。讲“小道理”，也
须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入手。要设身处
地，不要只唱高调；要切中肯綮，不要隔
靴搔痒；要实事求是，不要强词夺理。

“小道理”不能光靠嘴巴去讲，更
要用事实去讲。老百姓往往会以你

“怎么做”来检验你“怎么说”。老百姓
一旦发现你只想升官发财，借公营私，
那么，不管你讲的是“大道理”还是“小
道理”，都会徒生逆反心理。（宋志坚）

（摘编于5月10日《福建日报》）

党报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