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3

海南新闻 综合

2016 年 9 月 27 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胡续发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

定安大批村庄利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移风易俗、新风养成

崇德尚礼乡风淳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王聘钊
在锦山秀水中沿着弯曲的村道前
行，不过短短几分钟就仿佛进入了另
一个世界：古老的清代建筑鳞次栉比，
葱郁的百年树木随处可见，雨后湿滑
的青石板道上不时有垂髫小儿追逐而
过……
这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定
安县龙湖镇高林村。负有清代探花张
岳崧故里盛名的它，因其充分利用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乡风的做法，带动了龙拔塘村等周边
一大批村庄走上了物质丰富、生态文
明的美丽乡村之路。

守村容村貌 树教育新风
张党权是张岳崧的第 7 代后人，
15 年前便开始为来探花故里参观的
游客做免费导游，现在他每年要接待
2 万多位中外游客。

开栏的话

文明乡风润琼州
穿过纵横交错的巷道，推开张岳
崧故居的沉重木门，以此为中心方圆
二十几亩地都是村里规定的“核心保
护区域”。在这片区域里，
无论是高官
富贾还是普通村民，都不允许修建新
的 瓦 房 洋 楼 ，以 保 持 村 子 的 古 朴 风
貌。村里老人颇为得意，
“200 多年过
去了，张岳崧再
‘回’到这里，
仍能沿着
当年踏过的青石板路找到自己的家。”
不变的，
还有高林人骨子里对教育
的重视、对文化的尊崇。每逢金秋，
村
里就会自发组织活动为考取中学、
大学
的学子壮行，已设立 11 年的张岳崧教
育基金会还会为他们送上奖助学金。
而肩负村人期望的学子在离乡之际，
会
不约而同地来到张岳崧故居恭谨拜别。

文明乡风是美丽乡村的灵魂。没有文明的乡风，美丽乡村建设就徒
有其表，不可能持续和长久。为了进一步营造海南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浓厚氛围，本报今起推出“文明乡风润琼州”专栏，对我省美丽乡村建设、
推动移风易俗、
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有关情况进行报道。

学子们心怀感恩远行追梦，寒暑
假返乡之时亦不忘带回教育新风：通
过交流座谈会、专题辅导课等方式，帮
助同村的弟弟妹妹们提升学业水平。
在外担任教师的村民回家小住，
也不忘
抓紧时间给村里的孩子们上一堂课。

立百年宗祠 推崇德尚礼
好读书、读好书，数百年来，定安
县各个乡村的尚学之风始终浓郁。
龙门镇龙拔塘村早在清代就举办私
塾，
抗日战争时期，
定安中学一度搬迁于
此。教师们白天讲授文化知识，
夜晚传
播 革 命 思 想 ，星 星 之 火 映 红 古 城 天
空。当时授课的地方，就是龙拔塘李

氏宗祠。李氏宗祠始建于清乾隆十八
年，经历数百年昌盛、变迁、毁灭、重建
之后，仍然凛然而立、肃穆庄严，堪称
海南宗祠文化的典型代表。
宗祠有着
“三不进”
的规定：
“作为公
民，
违法乱纪者不进祠堂；
作为村民，
损
害集体利益者不进祠堂；
作为子民，
不孝
敬父母者不进祠堂。
”
守护祠堂的李时农
老人说，
“龙拔塘村民风淳朴、
氛围和谐，
就是因为有了宗祠这个主心骨，
让我们
长期浸润在崇德尚礼的族训之中。
”

育文明乡风 造最美定安
2012 年，龙拔塘村要修建一条长
达 200 米的村道，沿途要占用土地、清

除树木。
“ 农民世世代代靠土地吃饭，
向来是寸土必争。
”但令龙门镇委组织
委员莫娆没有想到的是，镇政府在发
出通知后一周再来询问时，龙拔塘村
不仅土地征用完毕，连路基都铺上了。
龙湖镇纪委书记黎泉说，村里若
有无人照顾的老人卧病，周边的邻居
定是十几年如一日侍奉床前。他还
说，定安部分地区有种风俗，有人去
世，人们须得远离其家，担心沾上晦
气。但在高林村，
哪家办丧事，
却总有
人络绎不绝登门吊唁，这么多年的相
互扶持，他们早就活成了一家人。
文明新风从美丽乡村吹遍定安大
地。省文明办多次调研发现，在这些
绿树环绕的村落里，不仅恶性案件、黑
恶势力或非法活动不见踪迹，而且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五好家庭不断涌
现，处处道德文化氛围浓厚，讲文明、
讲卫生、讲科学蔚然成风。
散落在定城周围的座座美丽乡
村，
为打造
“最美定安”
添了抹抹亮色。
（本报海口 9 月 26 日讯）

“放大镜下的世界
真有趣！”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
乡王下小学，三年级学生在
科学课用放大镜观察植物。
“放大镜下的世界真有趣！”
孩子们的脸上写满笑容。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大
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发
展，为帮助基础差的学校完
善设施，让农村孩子也能享
受到优质教学资源。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本报海口 9 月 26 日讯 （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林敏 通讯员黄顺祥）在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期
间，
《海南省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
（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
）二次提请
审议。草案对渡口渡船的管辖范围明
确为海南经济特区范围内，同时明确
了各级交通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在渡
口渡船安全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草案中的
“渡口”
是指经依法批准
在海南经济特区的江河、湖泊、水库、
港湾及海南岛与近岸岛屿之间，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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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01 版
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省散居少数民族
权益保障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海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草案）的说明；
听取关于《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口市城镇园林绿化条例
>的决定》审议意见的报告；
听取关于《三亚市河
道生态保护管理条例》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关
于《三亚市山体保护条例》审议意见的报告；
听取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情
况的报告；
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房地产
业发展情况的报告；
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外
事侨务工作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情况的报告；
听
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食品安全法检查整改落
实情况的报告；
听取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深
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的专题报告；听取海
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侦查监督、
维护司法公
正情况的报告；
听取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海南省
沿海防护林建设与保护规定》实施情况暨 2016
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报告；
听取关于个别代表
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听取关于提请审议有关干部
职务任免的报告；
审议关于接受辞去职务请求的
议案。
列席今天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有：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陆俊华，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诚，省人大法制委员
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各工
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同志，部分省人大代表
和有关工委委员，各市、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负责同志，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第二十二次全国地方立
法研讨会精神。
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
从今天下午开始，
常
委会组成人员开始对以上各项议程进行分组审议。

我省开展第三季度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一版纵深
本报海口 9 月 26 日讯 （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黄顺祥 实习生陈卓斌）在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期间，
《海南经济特区农药管理若干规定修正
案（草案）
》
（以下简称
“草案”
）二次提请
审议。草案对农药使用者违反国家和
本经济特区有关农药使用规定的行为，
以及将农药残留量不符合质量安全标
准的农产品运出、运入本行政区域的
行为处罚作出了详细规定。
草案对农药批发企业提出了新的
要求，
规定相关企业应当将在本经济特
区销售的农药报送省人民政府农业行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

《海南经济特区农药管理若干规定修正案（草案）》提交审议

运输销售农药残留超标农产品要受罚
政主管部门备案，
不得以任何形式允许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农药
批发经营许可证，以本企业的名义从
事农药经营活动。在购进农药时，农
药批发企业应当向农药生产企业或者
供应商索要购买凭证，而销售农药时
应当给农药购买者开具购买凭证。这

些凭证应当记载农药的名称、数量、用
途和买卖双方的相关信息，并与购销
台账一并保存，
以备核查。
草案明确禁止农药使用者的以下行
为：
不按照标签标注的适用范围、
方法、
技
术要求、
注意事项使用农药；
不遵守农药
标签标注的安全间隔期使用农药；
在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内违反有关规定使用农药；
其他违反有关农药使用规定的行为。
草案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加强
对本行政区域农产品生产、收购、销售
的监督抽查。对农药残留量不符合质
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
不准运出、运入

本行政区域，不准销售。对农药残留
量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运
出、运入本行政区域的，分别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权没收
农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对托运人、
承运人处以罚款。

《海南省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草案）》提交审议

禁止渔船等从事渡运
两岸专供渡船渡运人员、车辆、货物的
场所和设施，包括渡运所需的码头、水
域及为渡运服务的其他设施。
草案对安监部门在渡口渡船安全
管理工作中的职责提出新要求，规定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对渡口渡船安全工作实
施综合监督管理。在渡口渡船的经费
保障方面，草案提出市、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应当将公益性渡口渡运服务纳
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所需资
金列入财政预算，
统筹安排。

草案明确提出禁止排筏、农用船
舶、渔 业 船 舶 或 者 报 废 船 舶 从 事 渡
运。渡船夜航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
夜航设备，并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规定。乘客、车辆过渡，
应当遵守渡口
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听从渡口渡船工

■■■■■

作人员指挥。渡船满额时，不得强行
登船过渡；渡船未停稳或者已启航时，
不得强行登离渡船。
此外，人大法制委员会还增加了
有关建立渡口防洪预警机制、主管部
门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本报海口 9 月 26 日讯 （记者孙慧）记者今
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9 月 26 日至 30
日，省住建厅组织开展第三季度城乡综合整治
检查行动，对全省 18 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环境卫生进行考核督查。
按照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省住建厅今年已
及时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全省城乡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工作的通知》，把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市
县、部门和具体人员。同时还与全省 18 市县签
订了《海南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目标责任
书》，每个季度都要开展一次城乡环境卫生整治
检查，
并对市县整治工作成效进行考核评比。
国庆临近，省住建厅将采取暗访、随机抽
查、群众举报等多种形式，加强城乡环境卫生工
作督查，及时了解、反馈各地环境卫生状况。

万宁取缔1362灶
槟榔黑果加工点
本报万城 9 月 26 日电 （记者赵优 特约记
者黄良策）时下正处于槟榔成熟采摘季节，
为彻
底清除“榔烟四起”现象，万宁市生态环境保护
局和市槟榔产业和热作局加大榔烟治理力度，
截至目前已取缔 43 户 1362 灶黑果加工点。
在进行槟榔烘干设备绿色改造方面，已有
190 多家槟榔烘干设备绿色改造企业接到了
《关于限期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的
通知》。据了解，现有槟榔烘干设备绿色改造企
业也需在 12 月 31 日之前完善相关环保手续，
完成污染防治设施改造、升级燃煤锅炉及办理
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对逾期不完成相关环保手
续的、选址不合理的、污染处理设施不到位的企
业，将采取关停（闭）、限期搬迁等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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