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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田园城市 幸福交响
中央媒体看海南
■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夏冠男
风轻云秀的初夏，清新诱人的琼
海，郁郁葱葱、色彩斑斓——绿树、红
花、蓝天、青山、碧海、清泉……扑面而
来，涌入眼帘——在海南省琼海市，
“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新
型城镇化建设宛如一幅活生生的画
图。如同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介绍
的：我们的发展就是既让人们享受美
好的田园风光，记住乡愁，又让民众获
得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拥有更多
“获
得感”
。

不折腾，坚定走出民生
和谐康庄道
北方来的徐先生初到琼海，即被
清清的万泉河边一间“老房子”吸引

——装饰得亦新亦旧，格调亦拙亦雅，
温馨又古朴，传统又时尚……
据琼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基
钊说，
“ 老房子”是由旧民宅按照整旧
如旧原则翻修而成，因处于河畔公园
的路口，自然引人注目，
成为游客到此
一游的驿站。
琼海的“老房子”还有很多，它们
是琼海市坚持“不折腾”造福百姓、城
乡一体化建设，坚定走民生绿色和谐
发展之路的缩影。
早前听说琼海有“不砍树、不占
田、不拆房，就地城镇化”的“三不一
就”民生发展和谐建设的做法，
当面听
符宣朝解释，其实就是秉承“田园城
市”发展理念，尽量不折腾、少动土、保
风光，力避
“摊大饼”
“逼农进城”
“以城
吞乡”等建设误区。琼海就地城镇化
的探索，完全尊重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方式，充分保护和尊重现有农村地形
地貌、田园风光、农业业态和生态本
底，协调推进现代城市功能向农村延

伸覆盖，让城乡居民比较均等地享受
城市生活品质和田园风光的滋养。

“田园+”，村民就地踏
进小康致富路
从琼海市区向南驱车不到 10 分
钟，一片连绵的田野奔来眼底。当地
市民及外来游客在田间铺设的观光栈
道上或骑行或漫步，田里的莲藕、禾
稻、鲜花与蛙鸣融合曼妙，
构成一幅别
具风情的热带田园风光画。
这片核心区 6 万多亩的连片田
野，就是琼海市政府所在地嘉积镇的
龙寿洋，它联通了琼海市区以及周边
两个乡镇，
覆盖了 162 个自然村。
黄基钊告诉记者，作为推进国家
农业公园建设的示范点，琼海按照国
家标准对片区内农村、
农田的基础设施
进行公园化、观光化提升，把农田本身
变成了市民和游客免费观光的公园。
龙寿村成立了 35 户农民入股的

花卉种植合作社，把原来一年种两季
稻的耕作方式变成了一季稻一季花
卉。村支书李树告诉记者，
“ 龙寿花
海”已成为琼海市乡村旅游的金字招
牌，从每年 12 月下旬开始，花期时每
天有数以千计游客前来观光，门票收
入每天最高可达近 6 万元。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的“田园＋”，
美了乡村，
富了农民。

家 门 口 ，写 在 脸 上 的
幸福味道
“儿时，村头总是有这么一个场
景，淳朴的妯娌们有的在砍椰子，有的
在捏粑仔，小伙伴们在黄皮树下嬉戏
玩耍，
欢欣地等待着美食出炉，正是这
种翘首期盼的简单与易于满足，便是
幸福生活的本源……”北仍村一农家
咖啡屋门口的小黑板上，曾出外打工
现返村创业的店主林芳玉如此描述幸
福的味道。

如今的北仍村，在周边成片的商
品房小区之中，仍然保持着古村落的
风貌。在城镇化过程中，琼海市就地
改造这个村的道路、排水、电力等设
施，引导村民按照村庄原有风貌进行
绿化美化。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
会期间，北仍村举办了一场高级别的
外事活动，众多外国要人对北仍村频
频竖起大拇指，
啧啧称赞。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琼海实现就地
城镇化的基本条件。
“ 城镇化过程中，
我们将民生工程放在首位，
不走
‘弃农
进城’的路子，始终坚持城乡资源统
筹，城市优质资源加大向农村覆盖。”
琼海市副市长梁誉腾说。2015 年，琼
海民生支出 33.6 亿元，占地方公共财
政支出的八成。
城乡环境的变化，吸引在外打工
的琼海人纷纷返回故里。据了解，琼
海在外打工的共有 6 万多人，近年有 4
万多人返乡创业就业。
（据新华社海口 5 月 10 日电）

我省印发免费师范毕业生
履约管理办法

免费师范生违约
或将记入诚信档案
本报海口 5 月 10 日讯 （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为进一步加强我
省部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履约
管理工作，日前，省教育厅印发了《海
南省免费师范毕业生履约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对免费师范毕业
生跨省就业、终止协议、违约处理等作
出具体规定。
《办法》规定，海南生源的免费师
范毕业生一般应回海南省中小学任
教，对确有特殊情况的，经毕业学校、
外省接收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接
收地所在省和海南省教育厅批准，允
许其跨省就业。而外省生源的免费师
范毕业生一般应回其生源地中小学任
教，对确有特殊情况的，经毕业学校、
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海南省教
育厅审批同意后，允许到海南省就业。
存在“就业时未经批准，违反《师
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自行就业”
、
“由
于自身原因在学习年限内未取得毕业
证书或《教师资格证书》，不具备从教
资格”
、
“未完成协议规定的服务期（从
事中小学教育工作 10 年）”、
“ 服务期
内在农村学校任教（含支教）不满两
年”等情形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均视为
违约，将按规定收取国家核拨的师范
生免费教育经费及违约罚金，其违约
记录还有可能记入个人诚信档案。但
免费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和协议规定
服务期内，因身体原因不适宜从事教
师职业的，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定
的三级甲等医院按照教师资格认定体
检标准检查确认后可终止协议，不属
于违约。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办法》，免费
师范毕业生服务期内一般不得报考脱
产研究生，
否则按规定由研究生培养学
校取消学籍，
并送海南省教育厅备案。

全省321公路
战备钢桥架设技能
总决赛举行
本报海口 5 月 10 日讯 （记者邵
长春 特约记者陈涛 实习生李佳霖）
为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和防御自然灾害
能力，培养全省公路战备钢桥架设骨
干力量，检验我省国防交通保障队伍
训练成果，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战备
办公室、省国资委等单位联合举办全
省 321 公路战备钢桥架设技能竞赛，
总决赛暨颁奖仪式今天上午在省交通
学校举行。
据介绍，该活动从去年 8 月开始，
历经技能培训、选拔赛、半决赛、总决
赛等阶段，持续 9 个月，来自 21 个单
位共计 546 名队员参赛，是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以来，组织国防交通专业
保障队伍进行系统训练，持续时间最
长、人员规模最大的一次。
今天的总决赛，来自南部、中部和
北部三个赛区的第一名展开了总冠军
的激烈角逐，队员们配合默契，
操作娴
熟，有条不紊，最终，海南路桥工程公
司代表队仅用 62 分 24 秒就将钢桥架
设完成，成功夺魁，文昌和白沙公路分
局则分获第二、三名。
国家交通战备办、交通运输部、广
州军区交通战备办以及广东、广西、浙
江、湖北、湖南等兄弟省份相关负责人
出席了活动。
■■■■■

把环岛高铁沿线
建成景观带经济带
◀上接 A01 版
加快发展物流业和旅游业，把火车站区域打造
成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快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
大力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加快改善水利等
基础条件，使宝贵的土地资源发挥应有的价
值。要统筹规划经济带的打造，积极开展试点，
逐步分阶段推进，用 2-3 年时间构建具有本地
产业特色的经济带。
刘赐贵强调，要高度重视铁路安全生产工
作，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加强沿线居民的安
全意识教育，加大铁路巡查力度，防控好“孔明
灯”
，加强管理，
及时清除人为障碍，
确保环岛高
铁运行安全。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副省长王
路，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调研。

以
“两学一做”为契机
扎实推进政协各项工作
◀上接 A01 版
于迅在会上指出，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的重要部署，是持续推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
实践，是推动管党治党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
举措，
更是推动省政协工作发展的强大动力，我
们要充分认识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部署
要求上来，将问题导向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
“学”要带着问题学，
“做”要针对问题改，政协机
关各党支部要结合自身实际，以学习教育为契
机，推动党员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把全面从
严治党落实到每个党员。
于迅要求，要以
“两学一做”
为契机，
扎实推
进政协各项工作。一是要加强领导，认真组织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省政协及机关的党
组织负责人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对学习
方案和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各环节，要认真审
定、周密部署，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二是要
充分发挥工匠精神，将学习教育同落实好省政
协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精益求精做
好重点调研、视察、协商工作。
省政协党组成员陈辞、王应际、王勇、赵莉
莎、李言静出席会议，并结合政协工作实际，围
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行交流发言。

建设书香海南
推动全民阅读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

南航举行开放日
空保人员亮身手

5 月 10 日，空保人员在南航海口美兰基地进行体能训练。当天，南航海南分公司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邀
请媒体从业者和公众代表一起走进南航海口美兰基地，了解南航在海南的运行指挥系统，观摩空保人员的体能训
练，品鉴南航空中酒文化、茶文化。同时，
媒体从业者和公众代表还了解到有关雷雨季航班大面积延误、空中紧急
医疗救援知识。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关注海南名粽展销会

“金字招牌”助儋州粽子畅销境内外
本报那大 5 月 10 日电 （记者易
宗平）儋州粽子越来越成为代理商和
消费者的“香饽饽”。今天，从事跨境
电商业务的人人优品代理符秀敏，增
加儋州广和粽子的订购量。她认为，
儋州粽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后，境内
外行情看好，近期网上销售目标直指
10 万个。
不仅仅是广和粽子一路热销，儋
州各粽子厂家整天都忙着购料、生

产、接单。儋州“五哥粽子”店负责人
陈照用说：
“ 现在我每天销售粽子上
千个，其中网上销售占了一半。”他透
露，今年目标是，端午节至少销售 12
万个粽子，
全年至少销售 50 万个。
更多儋州粽子通过线上线下销
往境内外。儋州尚年粽子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尚铮说，今年 1 月
以来，该公司销往华东、华南和港澳
地区的“那大粽子”已超过 70 万个，

比去年同期净增 20 万个，品种包括
海 南 黑 猪 粽 、那 大 香 茹 蛋 黄 粽 、那
大红豆蛋黄粽、那大蜂蜜咸水粽等
15 类。
今 年 2 月 初 ，儋 州 市 收 到 国 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
2016 年第 9 号公告函，该总局正式
批准对“儋州粽子”实施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
据 统 计 ，儋 州 有 上 百 个 粽 子 厂

家，其中具备常年生产能力的有 30
多家。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府将
“儋州粽子”作为富民兴市的特色支
柱产业来抓，产销量与年俱增。尤其
是 2015 年，儋州粽子销量 850 多万
个，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1 亿元大关。
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明确了新的
冲刺目标，即 2016 年端午节至 2017
年端午节期间，将生产销售儋州粽子
3000 万个。

口味创新让和乐粽赢得更多食客
本报万城 5 月 10 日电 （记者赵
优）生产车间里，工人双手麻利地包
粽；三角路口，一口口大锅香气四溢
……临近端午节，万宁市和乐镇粽子
市场已格外热闹。
据万宁市相关资料记载，和乐三
角路自古就是万宁通往海口的驿站
之一，因“一粽一茶一旅途”而美名远
扬。如果说三角路的粽子店沿袭着
古时的传统，那和乐镇上一家家粽子
加工厂，则代表了和乐粽的现代化产
业发展方向。
“生产线让粽子的产量提高了，
比传统的作坊卫生标准更严格，但粽
子的口感丝毫没有影响。”和乐温氏
粽子负责人温国辉介绍说，工厂化生
产依然沿用和乐粽子的传统制作工

艺。和乐粽子的糯米、猪肉、蛋黄、老
盐的配方没有改变，粽叶和包扎技术
也没有变，流程发生改变的是实现高
温蒸煮和真空包装，食品安全更有保
障的同时，口感又不受影响。今年端
午节，温氏粽子订单量达十多万个，
目前正以每天 2000 多个的生产量加
紧生产。
“ 和乐粽子已不仅仅在端午
期间销量大，全年订单不断，工厂年
产量超 80 万个。
”温国辉说。
和乐粽子的名气大展，还来自于
口味的不断创新。在“万宁杯”2015
年海南省龙舟锦标赛现场，特别设置
了粽子品鉴展区，展示展销猪肉、咸
鸭蛋、鲍鱼、蟹黄、菠萝等 8 种口味的
和乐粽，并提供免费品尝。
“我们立足
本地资源禀赋，把和乐粽子与龙滚菠

■■■■■

萝、和乐膏蟹、港北对虾等相结合，创
造出更具万宁特色的和乐粽子。”令
温国辉高兴的是，品类更加丰富的和
乐粽受到更多食客的欢迎。
即将正式开业的五月香粽子加
工厂，也有自己独到的营销模式。
“通
过微信、淘宝等平台订购的粽子，已
占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万宁五月
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瑞雄说，公
司成立了品牌的微信公众号，并通过
微店等各类网络平台推介和乐粽，使
得顾客下单更为方便快捷。
据了解，为了做大做强和乐粽子
产业，2012 年起，万宁市政府就对和
乐粽子进行产业扶持，成立粽子协
会，制订和乐粽子的标准化生产流
程，引导和乐粽子走品牌化道路。

不要对着
别人开出的书单读书
本报海口 5 月 10 日讯 （记者尤梦瑜）
“就
像女孩子的漂亮衣裳都是自己一件件淘出来的
一样，
书也要你自己去淘，而不是对照着别人开
出来的书单读。”今天下午，琼台师范学院桂林
洋校区的报告厅里笑声阵阵，茅盾文学奖获得
者、当代知名作家阿来在此与海南的莘莘学子
分享他的阅读与创作心得。
阿来回忆，在自己读书的那个年代，
学校常
常要上劳动课，但他却从未停止过阅读。阅读
对于他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他做好成为作家的准
备。
“从未被强迫过，所有的书都是我自己主动
想要去读，可以说阅读对我的整个人生都产生
了很大的作用。”
“阅读在我看来有两个功能，一来是功利性
的阅读，为了自己的事业或是要达成某件事而
去读，这算是狭义的学以致用；第二个，就是通
过阅读去逐渐完成自己内心的塑造、精神的丰
富、审美的提升，使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更
加敏锐、宽广、包容。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更
为广义的学以致用。”
阿来用自己对待阅读的态
度来呼吁年轻人用心感受阅读的“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在讲座中，阿来还谈到作为文明之邦，国家
的文化正面临危机，在这个最容易读到书的时
代，中国人的阅读率却一直在下降。
“书香节作
为政府组织的，希望它可以让我们的阅读氛围
更加浓烈起来！”

“为残疾人捐助一元钱”
爱心万里行走进五指山
募得善款231万余元
本报五指山 5 月 10 日电 （记者易建阳 丁
平 通讯员符国楠）爱心弥漫，气氛热烈。5 月 9
日晚上，
“大家都来为残疾人捐助一元钱”爱心
万里行走进五指山助残募捐晚会在五指山市三
月三广场举行。在助残募捐活动中，五指山干
部群众、驻军官兵、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为我省
残疾人募捐善款 2318636 元。
当晚，省残疾人基金会向 4 名五指山残疾
人的创业项目捐赠 14 万元，鼓励残疾人朋友创
新创业。同时，还资助 5 名五指山重度残疾人
每人每月 1000 元，10 名五指山贫困残疾人每
人每月 500 元，并向五指山残疾人朋友赠送 50
台电视机，共计 130 万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