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动海南 让昂扬正气日益充盈

发展教育 让公民素质日益提升

百花齐放 让文化氛围日益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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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萃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
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恰
便似嫦娥离月宫，奴似嫦娥离月宫……”3月11
日下午4时许，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玉沙
社区居委会的活动大厅里传出柔美婉转的曲
调，近十位老人正在跟老师学习唱京剧。

“每周都会有两次京剧学习课程，社区为我
们请来了专业老师教学，在娱乐的同时，还有这
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感觉生活也不
孤单了。”来自吉林的候鸟老人张阿姨来玉沙社
区已有一年有余，从刚来的陌生担心，到现在的
放松享受，她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新环境，“幸
福、和谐、温馨”是她对社区生活最大的感受。

从海口最大的“城中村”蜕变为“全国示范社
区”。短短几年，在社区党总支的带领下，社区实
现“华丽转身”。如今走进玉沙社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图画所传递的浓浓传统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干净整洁、商铺与居民楼相得益
彰的社区环境，给人舒适的感觉。居委会办公楼
内，爱心超市、图书阅览室、远程教育中心、儿童游
乐室、老年人活动中心……各种活动室一应俱全。

据了解，玉沙社区在海口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积极学习先进地区的社区治理经验，不断
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创新使用“三社联动”服务
模式，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
者为支撑，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通过社会组织
实施项目和政府购买服务，形成协调联动机制。

说到玉沙社区为居民提供的服务，玉沙社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玉花如数家珍，

“除了一站式服务平台外，社区内还设有远程教
育室、妇女之家、道德讲堂、棋牌室、琼戏班、娱
乐室、舞蹈班等，努力为居民提供暖心的服务。”

“为了提高居民道德素质，营造文明和谐、
崇尚道德的良好社区氛围，社区还与京华城联
手共建，积极开展好人好事评选众议活动，例如
评选‘玉沙好人’‘孝老爱亲模范’‘最美家庭’

‘诚信商家’‘京华服务之星’等，树立好人好事
典型，传播社会正能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
张玉花说，通过各类服务和活动，可以让每一个
社区居民和前来休闲购物娱乐的群众都可以学
习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市民文化
素质，让椰城文明蔚然成风。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

海口玉沙社区：

打造幸福生活乐园

■ 张成林

“最好最美海南”不仅包括自然之美、生态
之美，同样涵盖文化之美、人文之美。我们在精
心呵护绿水青山、碧海蓝天的同时，也要不断挖
掘海南的人文底蕴，彰显海南的人文特质，实现
人文之美与环境之美比翼双飞，让“大美海南”
更加瑰丽多彩、生机勃勃。

弘扬人文之美，需筑牢思想根基。近年来，
在琼州大地上，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尊老爱幼
等凡人善举层出不穷、美德义行蔚然成风。感
动海南、最美村官、最美医护……一个个“最美”
典型，璀璨着海南的道德星空。这股股道德力
量、精神力量从何而来？就获益于全省上下大
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深才能
叶茂，源远方能流长！我们要一以贯之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为“最好最美海南”建设筑牢思想的压舱石、价
值的定盘星。

弘扬人文之美，需充分激发个体力量。身
处海南，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市民，都是国际旅
游岛的鲜活名片，其一言一行与海南的人文形
象紧密相关。彰扬海南的人文之美，就要激发
起每一个个体的自觉意识，推动个体文明素养、
公民素质的提升。一方面，要通过入脑入心的
宣传，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文明风尚，并通过强
化学校教育，做好公民教育，大力提升个体的公
民素质；另一方面，就公民个体而言，也要自觉
从我做起，时刻注意自身形象，不断提升文明素
养，为海南的人文之美增光添彩。

弘扬人文之美，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在
历史长河中，身居祖国之南，海南形成了独特且
深厚的文化底蕴，黎苗文化、南洋文化、绿色文
化、海洋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文化，在琼州大
地交织交汇、共融共生。在新形势下，这些优秀
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展示出其独有的时代魅力，
大型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原创民族舞剧《东
坡海南》、琼剧《海瑞》、电视剧《天涯浴血》……
由优秀传统文化衍生出的一个个文艺精品，走
出海南，享誉全国。基于此，我们要营造更加浓
厚的文化氛围，让海南优秀传统文化激荡出新
的光芒、新的精彩。

人文之美，美在内在品质，美在精神内涵，
但凡一个好地方，必定是一个人文盎然的地方、
一个精神昂扬的地方。只有不断挖掘人文底
蕴，涵养人文之美，以美凝神，以美聚力，才能为

“最好最美海南”建设增添生生不息、源源不断
的人文动力。

厚植人文底蕴
添彩“最好最美”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最好最美海南”，好在社会经
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美在琼岛绿水
青山的方寸之间。在省文体厅厅
长丁晖看来，“文化软实力是一个
地方凝聚力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
也是决定其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重

要因素。建设‘最好最美海南’，应
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当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百姓对
于文化的渴望与需求亦与日俱
增。这份“渴望”激活了近两年我
省文体事业的蓬勃发展——国家
级院团的各类精品剧目在家门口
上演，好戏连台；公立图书馆与实
体书店的焕发活力，飘香琼岛；532
个行政村文体活动室全部完工；一
系列硬件设施与项目推动全民健

身深入城市与乡村；阿里巴巴、腾
讯、爱奇艺、万达诸多“大咖”落户，
积极挖掘海南文化产业潜力……

“提升海南文化软实力，重在推
动文体事业和产业全面发展。接下
来，我们要从强化基础、优化结构、
确保重点和突出特色四个方面来全
力加速海南文体工作发展，为建设

‘最好最美海南’添入持续不断的人
文动力。”丁晖介绍，省文体厅正全
力冲刺国家南海博物馆工程建设，

积极推动省美术馆、省音乐厅、省图
书馆二期等重大文体基础设施建
设；努力实现行政村文体活动室和
健身设施全覆盖，将其打造成体现
海南民族文化特色的休闲旅游驿
站，丰富海南全域旅游内容。

文化软实力关系着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也反映着百姓的精气神。

“在全面总结澄迈、保亭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先行区建设试
点经验后，我们要将其在全省推广实

施。大力宣传、深入贯彻《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强化国家指导标准和
海南实施标准统筹执行，实施‘公共
文体服务提质增效工程’。”丁晖说。

文化建设的“好”和“美”要有
海南特色。抓好特色文艺精品创
作，培育壮大特色赛事品牌，加快
特色文体旅融合发展，促进特色文
化交流，这些也将成为建设“最好
最美海南”打出的文化“特色牌”。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

每至岁末年初，“感动海南”十
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总会给乍暖还
寒的椰城带来一股暖流。

靠送煤气为生却慷慨资助高考
特困生的万宁老人蔡松庭；年过8
旬仍为海洋生态环境奔走的候鸟专
家罗九如；癌症晚期仍坚守一线岗
位的海口排水工人陈清琪……这一

个个温热的故事，从不同角度为我
们作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
动诠释。

“建设‘最好最美海南’，离不
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产生于身边的典型，最能从
精神层面引导人们向好向善，共
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全国人

大代表李建保举例，海南大学职
工符灶儒重疾在身仍忘我工作，
用行动扛起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
当，其感人事迹一经报道便在全
省掀起了学习热潮，“他的敬业精
神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而受他
感染的人，哪一个不是建设‘最好
最美海南’这桩大工程里的‘螺丝

钉’呢？”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连介德

说，我们要通过持续发掘、宣传、
学习等方式，让先进典型的社会
影响力和“传帮带”作用得到不
断发挥，让越来越多的群众把良
好道德情操体现在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

海口市万绿园步行大道，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公益广告显眼美观。据了解，海口目前已将万绿园、人民公园、白沙
门公园、金牛岭公园、西海岸带状公园等5个公园建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在每个公园内都建有一处宣传图画长廊，使
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人心

代表委员热议彰显“最好最美海南”的文化自信

让人文美与生态美相得益彰

国家级院团的各类精品剧目家门口上演

公立图书馆与实体书店焕发活力

532个行政村文体活动室全部完工

阿里巴巴、腾讯、爱奇艺、万达落户

■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黄媛艳 金昌波

“海南不只有良好的
生态之美，也充满了迷人
的人文之美。”省委书记
罗保铭曾在接受中央媒
体专访时，以“海南故事
讲述者”的姿态，满怀深
情地表达了海南的文化
自信。

用5到10年时间把
海南建设成为全国最好
最美的地方之一，不光要
有大自然的绿水青山，更
要打造人文环境的“绿水
青山”。现在的海南，自
信满满。

在北京参加全国两
会的我省代表、委员谈到
海南都颇为动情：我们之
所以敢说用5年到10年
时间建设“最好最美海
南”，不仅因为这里绿水
青山美、蓝天碧海美，更
因为这里的人文环境优
良和人文资源丰厚。

省文体厅负责人：

促进特色文化交流 打出文化特色牌

未来将从 个方面来加速文体工作发展近年来我省文体事业蓬勃发展

无论是南海渔民世代相传的
《更路簿》，黎族群众的黎锦、黎陶、
纹身、船型屋，名扬中原的丘浚、海
瑞、王佐、张岳崧“琼州四大才子”，
还是在战争年代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红色娘子军……都为筑牢海南文化
基石不断注入能量。

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利用好
深厚的海南文化底蕴，也是为建设

“最好最美海南”营造良好人文环境
的重要着力点。

吉明江代表介绍，当前，海南黎
苗歌舞已经从村寨走向城市，从海
南走向全国，《哒哒瑟》《黎族家园》
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槟榔谷、呀
诺达等旅游景区也常设少数民族民
俗节目展演，吸引了大批游客。他
希望，政府能注重培养海南传统文

化传承人，并建设一批文化保护基
地，在保护的同时以传承人和基地
为支点发挥辐射作用。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朱鼎健则
说，“海南绝不是所谓的‘文化沙
漠’，不仅有民俗文化、生态文化、海
洋文化，还有世界小姐大赛的时尚
文化、世界高尔夫明星赛的体育文
化、各种影视拍摄地的电影文化

等。”他所在的观澜湖集团十分注重
海南文化的开发和挖掘，所打造的
冯小刚电影公社近几年吸引了《芳
华》《动物世界》《英雄成名》等电影
在此拍摄。这些电影都带有明显的
海南符号，是海南文化的直接体现，
也必将为提升海南的文化知名度提
供助力，希望更多海南文化企业加
入其中。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如连介德委员所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做好长
期教育的准备。这几年，海南教育
事业蓬勃发展，为提高公民素质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且不说海口、三亚，就是远离海
南本岛的三沙也日日可闻朗朗书
声。全国人大代表肖杰告诉记者，

三沙永兴学校自前年开学以来，硬
件设施不断完善，师资队伍也不断
壮大。学校里的31名学生不仅可
以在8名优质教师的教导下学习基
础课程，还可以在上岛考察的知名
作家、画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的带领下体验丰富课余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基础教育，

岛上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也发展得
如火如荼：交谊舞、足球裁判技能、军
警复员就业指导、军旅歌曲交流与提
高等培训课程既精彩又有特色。

近几年，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特别
是中西部山区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
提高。全国人大代表吉明江说，有了

“两不愁，三保障”的兜底政策，孩子

们再也不用担心因贫失学，思源学校
的建设更是让他们享受到了优质的
教育资源，希望政府更加重视对教育
的投入。

“我们的孩子不比城市里的孩
子差，未来一样能够成为建设‘最好
最美海南’的生力军！”肖杰代表、吉
明江代表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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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身边的典型，最能从精神层面引导人们向好向善，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