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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清澜港海豚觅食视频
视频来源：网友

本报文城2月7日电（记者刘梦
晓）今天上午，一条清晰地拍摄到3只
海豚在文昌清澜港航道中觅食嬉戏的
视频红遍网络。

在这条时长近4分钟的视频中，3
只海豚在清澜大桥下的海面上齐头并
进，时而跳跃于海面之上，溅起朵朵浪
花；时而游弋于海水之中，颇为悠然自
得。在阳光的照射下，跳出海水的海
豚通体发亮，激荡的浪花也极为耀眼，
视频拍摄者兴奋地大喊：“太漂亮了！”

经过几番寻找，记者见到了当时
的拍摄者之一，文昌市东郊镇沙头曹
黄村村民黄世秋。据黄世秋介绍，2月
6日中午一时许，他和几位朋友驾驶一
艘小船到清澜大桥下钓鱼。当时天气
晴朗，风平浪静，海水蔚蓝。突然之
间，一位朋友看到海上跃起3只海豚。

“起初我们不敢相信这里竟然有

海豚，直到看到它们再三跳出海面，我
们才兴奋地拿起手机把这珍贵的画面
记录下来。”黄世秋说，自己在海边生
活了几十年，见到海豚还是头一次。
黄世秋说它们是来觅食的，因为在海
豚经过的海面上，有一层层小虾米，海
豚不停地跳出水面，去吃那些虾米。

“那一幕真的太美了！”兴奋之下，黄世
秋和朋友们发出了呼喊声。在湛蓝的
海水中，3只海豚直到把海面上的小
虾全部吃完，才渐渐沉入海中游走，整
个过程约有10分钟。

一时间，海豚出现在清澜港的消
息不胫而走，渔民们颇感自豪：“海豚
能出现在清澜港，说明我们这里海洋
环境好！”

对于渔民的说法，文昌市海洋渔
业局海洋环境与渔政股股长韩健表示
赞同：“海豚是哺乳动物，也是国家级

保护动物，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要求
很高。只有清澜港的海水非常干净，
海洋生态保护工作做得好，它们才会
成群前来觅食。”

据悉，文昌清澜港在天气晴朗的
时候，进进出出的渔船有近百艘。为
了做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文昌渔政
渔港监督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每天巡
逻，严禁进港渔船设置渔网，为海洋生
物在清澜港航道的活动提供畅通渠
道；管理站还禁止渔船港内排污，避免
机械油污污染港内海水，没有专业处
理设备的港外排污也不被允许。

目前，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已
派出执法人员和执法艇在清澜大桥附
近海域搜寻，如果能找到海豚，将引导
海豚游出港口，避免受到伤害。同时，
管理站也已通知所有船只注意避让，以
免误伤海豚。

本报三亚 2月 7日电 （记者孙
婧）《三亚市潜水活动珊瑚礁生态损失
补偿办法》近日正式发布。即日起，凡
三亚辖区海域开展的潜水经营活动，
都要提前缴纳一定保证金。

据悉，保证金的数额按照核定的
珊瑚礁生态损失补偿资金数额确定,
包括珊瑚礁生态修复费用、恢复期珊
瑚及其他生物资源损失费用、恢复期
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用，以及为
确定珊瑚礁生态损失的性质、范围、程
度而支出的调查费用等。

此外，缴纳一次保证金并不能“一
劳永逸”。《办法》规定，用海者应当每3
年开展一次潜水用海区珊瑚礁生态调
查与损害评估，以便重新核定生态损失
补偿资金数额。

三亚发布新规

潜水用海者需
提前缴纳保证金

3只海豚昨日现身文昌清澜港

嬉左戏右相逐欢 窜上潜下觅食忙

春耕忙
赶时节

网友视频截图中的海豚

◀上接A01版
另一方面在航天产业发展过程中大力推动军民融
合，争创军民融合发展的实践范例。

刘赐贵表示，海南已经具备了发展航天产业
的诸多优势。首先，生态环境、经济特区、国际旅
游岛“三大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其次，全省上下
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正在凝聚，社会看好海南、投
资海南的热情日益高涨；此外，“一带一路”重要节
点和国际门户建设不断加快，与相关国家交流合
作不断深化；特别是“海南速度”不断提速、“海南精
神”日益彰显，“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营造
了良好的软硬件环境。希望有关部门和企业进一
步增强信心，抓住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积极参与
海南航天产业发展。海南各级政府也将为前来投
资发展的企业、机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优惠的人
才政策，真正把海南打造为以航天为先导的军民融
合发展示范基地。

会议就梳理与会专家意见建议，凝聚各方共
识，切实做好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

海南航天军民融合产业
发展座谈会举行

◀上接A01版
继续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更有力更扎实
地实施房地产“两个暂停”，监管好开发规划、质
量，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各环节；要更有力更扎
实地推进全域旅游省建设，有序推进点、线、面的
结合，有序推进百个特色产业小镇和千个美丽乡
村建设，有序推进重大景区景点建设；要更有力更
扎实地提升国际旅游岛的国际化水平，增强国际
化视野，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服贸创新发展试
点取得新成效。

刘赐贵寄语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在新的一年
里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身心干事创业、
立志拼搏，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实际行动体现忠
诚、干净、担当。一是要认真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以《准则》《条例》规范我们的行为，严明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领导班子要带头遵从党章、依规
治党、廉洁自律，认真整改巡视审计中发现的问
题，坚决查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二是要加强
学习，提升干事创业的本领。三是要进一步优化
海南发展的软硬环境。

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中央驻
琼单位、省政府其他部门、单位及各市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列席会议。

审议通过《政府工作
报告（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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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来城市的人以温暖
曾有常到海南过冬的朋友感叹，春节自驾

游海南最好，但就怕“过海难”，排队等轮渡过海
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今年春节，这位朋友却
高兴地发微信朋友圈：“排队过海等待时间短了
许多。等待过程中可以领到免费矿泉水、饼干、
八宝粥，还有姜汤哦，棒棒哒。”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口返程出港车辆增
加了，但游客排队过海的时间却短了，体验也变好
了。这源于两方面的改进，一是道路体系等硬件
设施的升级，二是管理服务更贴近游客需求。实
时发布港口船只情况、路况信息，创新轮渡购票方
式，引导过海者错峰出行……服务体验的提升，无
疑离不开管理的创新、互动的优化、工作人员的奉
献精神等，但更重要的是海口这样受人关注的旅
游城市，服务好每一个游客的责任感和真情实意。

公共服务的水平，受制于基础设施、人口规
模、规划定位等客观因素，但更要看城市管理者
们是否走心用心，能否将心比心。走心用心，总
是能发现群众身边的各种不便，并努力尝试各
种可行的办法去改进。如，轮渡班次安排可以
更合理，路段标识可以更清晰，提示可以更明
确，绕行路线设计可以更丰富。对于曾经出现
过的突发情况，也可以把预案做得更详尽……

城市治理，不仅要尊重基于公共利益的通行
规则，也要洞悉人在不同处境的独特感受。而后
者，往往才是公众评价公共服务的起点。同样是
等待，人们会因为等待时间变短，而减轻焦虑
感。哪怕仍不完美，但那些照顾到公众感受的进
步和改善，总能让人多一些理解和支持。哪怕有
些诉求一时不能满足，耐心倾听、尊重差异、设法
解决的努力，也能获得更多人理解和支持。

人们离开故乡奔向城市，不仅因为那里有完
善的保障、可期待的未来，更因为那里通过公平而
便捷的公共服务提供了最可及的便利。城市就是
通过这些普遍提供的公共服务，与个人建立起互
相依赖的情感纽带。这样的服务贴合度越高，人
们感受到的真情越浓郁，认同感和归属感就会越
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给每一个
来到城市的人以温暖，“热姜汤”这种最朴素的表
达，或许最应该捧在心头不忘。 （丁汀）

（摘编于2月7日《人民日报》）

■ 张成林

近日，省教育厅牵头多部门打响
消除大班额现象攻坚战。对“大班
额”现象之所以进行专门“会诊”，是
因为这一问题已经相当突出，据调
查，截至去年年底，在我省义务教育
阶段，56人以上的“大班额”已达3473
个，占教学班总数的 13%。班级“肿
胀”疾在“腠理”，消除“大班额”现象固
然需要班级调整、学校扩容，但从更深
层次来看，仍需向教育均衡要效力。

笔者求学于内地生源大省，深知
“大班额”之害。单单从教学效果来
看，在“大额班”、“超大额班”中，学生
很难与教师充分交流，也很难获得应
有的教育资源，其直接结果就是成绩
优劣分化极为明显。就教师而言，无
论是作业批改，还是课堂秩序维护，
负担都很沉重。对“大班额”之弊，不
少学校深有体会，但出于生源考虑往
往默不作声。不少地方教育部门也
多次整改，但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单纯地进行学校改扩建，这虽
然能解一时之弊，但久而久之，“大班

额”现象必然死灰复燃。
事实上，在部分班级过度“肿胀”

的同时，却是另一些班级的过度“萎
缩”，甚至“消亡”。一些学校的班级在
超负荷运转，而另一些学校的班级却
门前冷落，这种“冰”与“火”的鲜明对
比，体现的正是家长们对优质资源的
追逐，而背后原因正是教育资源分布
的不均衡。基于此，班级“肿胀”现象
需要关注，但学校“萎缩”问题同样不
容忽视。在两极分化中如何寻求班
级、学校以及教育的健康发展？毫无
疑问，只有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才能
从根子上消除教育“肥”“瘦”之苦。

对高效人性的小班授课，我们早
已心向往之，但生源日益增多、不断
集中的不争现实，却使我们不得不面
对“大班额”的“教育臃肿”。教育均
衡虽是解题良方，但也多是说易行
难。各地之间的资源整合、各部门之
间的紧密配合、教育理念的及时转变
……哪一项做起来都非易事。然而，
惠民利民贵在迎难而上，在城镇化纵
深推进的今天，我们需要与时俱进，
根据村落、城镇形态的变化，不断探
索完善更优越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
式，更好地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使义
务教育更加健康、高效。

班级“消肿”需向均衡发力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2月5日，湖北襄阳市召开作风
建设年动员大会，重点治理干部作
风中懒、庸、推、慢、浮五大病症。然
而，大会开始没多久，几位参会者便
在座位上昏昏欲睡。在作风建设年
动员大会上，他们不认真听取会议
精神，不对照自身不足找差距，竟然
毫无顾忌地打起了瞌睡，慵懒的状
况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匪夷所思。

治理庸、懒、散的作风建设动员
会，活生生地开成了庸、懒、散问题
的“现场会”，何等讽刺？这也从一

个侧面说明，当地干部“作风病”病
得不轻，不在状态已成为常态。对
于这些工作不在状态、精神懈怠的
党员干部，理应从严查处，以儆效
尤，还党风政风高效、廉洁、清明、务
实之风。这正是：

治庸会上打瞌睡，
不守会纪不守规，
更与民心相违背，
如此干部谁不怼？

（图/朱慧卿 文/饶思锐）

慵懒干部谁不怼

■ 袁锋

农历大年初二上午，海口蓝城大道
和谐路附近，环卫工人符荣少在捡拾清
运路上的烟花爆竹垃圾时，有烟花“哑
炮”突然爆炸，符荣少当场被炸伤，右眼
球惨遭摘除。（2月6日《南国都市报》）

喜庆的日子，丢弃的烟花，无辜的
工人，悲情的事故，虽然节前海口和三
亚等地已发布公告，禁止在市区生产、
销售、燃放烟花爆竹，但还是有人图自

己开心、无视禁令地燃放，人们最不愿
意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家境
贫困，已到了颐养天年年纪的符荣少
两口不得不打工维生，岂料突遭飞来
横祸，读罢他的遭遇，不由得心绪难
平，必须要为他写下一点什么。摘除
眼球，那该是怎样一种无法想象的痛，
况且痛楚还将折磨余生，而如果不是
有人违规燃放，这样的伤害怎么可能
发生？禁燃烟花爆竹，已经不再是个
体自己的决断，也不再简单地关乎节
日气氛，而是关联着公共安全、环境污
染等一系列痛点，需要全社会加以直
面并改变行为的严肃课题。

有道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鞭炮是吉祥的象征。讽刺
的是，烟花爆竹不仅会造成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产生大量垃圾，也容易造成
各种人身伤害及火灾事故。在市区等
指定区域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近
年来在不少城市广为推行，也已经渐渐
深入人心。随着社会各界对于大气污
染关注的持续升温，以及近期的“跨年
霾”等环境事件，让公众的视线再次聚
焦碧空如洗的南海之滨，也让海南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又一次凸显。海南
省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2016-2018
年）就提出了2018年底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8%的目标，其
中还专门将烟花爆竹管控列入重点任

务。试想，如果离开了禁燃烟花爆竹的
全民参与，缺失了维护洁净空气的“从
我做起”，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只能改善、
不能下降的目标又该从何实现呢？

同时，惨痛的事故在前，负有监督
管理责任的有关部门，是时候让烟花
爆竹“禁燃令”长出牙齿了。《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明文规定，违规燃放
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100
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职能部门不能让禁令沦为墙上挂
着的摆设，而需要有板有眼地刚性执
行，做到令行禁止，向社会公众传递严
明的信息，发出明确的信号。

要想更好实施“禁燃”，只有规定
还不够，还需要对欢庆的形式进行调
整。当前，应尽快全面推广环保型烟
花，并明确禁放药量较多、对环境污
染较大的品种；大力推广更安全、更环
保的电子鞭炮、电子礼花来代替烟花
爆竹作为节日庆祝工具。其实不放烟
花爆竹，一样也能过个热闹年，各种新
颖的文化娱乐方式，完全可以取而代
之，让人们寻找到安宁、平和、健康的
新年俗。即将到来的元宵节，又将是
燃放的高峰期，践行低碳消费方式，遵
守相关规定不燃放或少燃放烟花爆
竹，将为我省的空气质量助一把力，为
琼岛的优越环境带来一阵清风。

如何让禁燃令下的伤害不再重现

勿顶“红头”滥用权
“复婚不准操办酒席”“违者礼金

一律‘没收’”……这些限定性极强的
规定是贵州某县印发的“红头文件”，
文件一经曝出，引发质疑。法学专家
和地方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指出：
此类文件，名叫“规范”不规范，头顶

“红头”滥用权。（2月7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一些地方发布的“红头文

件”随意任性，被网民吐槽，不是一两
例。说起来，地方政府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些政策出台
的法律依据从哪里来？在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当下，政府部门更应依法行
使行政权力。监管老百姓办酒席，合
理还是不合理，不能拿善意的初衷来
做依据，而是要看有无法律依据。须
知，政府部门的权力不是从政府部门
自我认可的善意而来，而是从法律所
赋予的权力清单中来。

好在，这些不规范的问题已经被
及时制止。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必须
牢记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切不可肆意
妄为，想当然地乱作为。只有坚守好
依法行政的底线原则，政府部门的管
理服务工作才不会进退失据，屡屡碰
壁。 （侯俊）

锐 评

2 月 7 日，在儋州
市新州镇东坡洋，村民
们忙着管理刚刚播种下
去的花生田。立春刚刚
过不久，勤奋的农民们
就赶忙播种除草，生怕
让庄稼错过开春的生长
好季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肖亚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