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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

关注“三月三”
五指山“三月三”将
举办民俗趣味活动

本报五指山3月18日电（记者贾
磊）2017年五指山市庆祝海南黎族苗
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即将拉开帷
幕，“三月欢歌”文艺演出、环五指山
200公里单车挑战赛等活动即将在该
市举行，3月30日在水满乡举行袍隆
扣公祭大典仪式。

3月23日-24日，南圣镇将举行农
民运动趣味赛；3月25日，环五指山
200公里单车挑战赛开始。此外，毛
道乡还将举办三月三趣味民俗活动
等。这些活动的举办，将提升少数民
族文化底蕴，增强民族文化的竞争力
和创新力。该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活动要通过充分展示黎族丰厚的传
统文化，大力宣传五指山独特的文化
特色，为打造热带雨林养生度假旅游城
市注入更多的民族文化魅力。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

“这一株不起眼的植物叫作‘革命
菜’，它吃起来虽有些苦，却能提供营
养，曾是冯白驹和革命战士们8个月
的口粮。”3月17日上午，在位于定
安县中瑞农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的讲解室里，响起了抑扬顿挫的声
音，一场“红色故事会”开讲了。这位
声情并茂的故事主讲人是满脸皱纹、
双鬓花白的78岁老人王学广。

坚持15年讲述革命故事，当人们
问起他的初衷时，这位朴实的老人只
是轻声回应道：“我一辈子跟宣传教育
打交道，老了便想用自己一辈子经验
和体会，讲好讲活红色故事，让后人知
道这片革命热土曾经发生过什么，革

命先烈曾如何以鲜血抗争旧社会。”
王学广的事迹打动了广大群众，

日前，他荣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称号。

讲“真”事的倔老头

王学广当过教师，当过中学校长，
当过农场工会主席，2001年退休。从
2002年开始，王学广做出了让许多人
想不通的选择：到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当讲解员。

说干就干，王学广立即走马上
任。初到纪念馆，他发现馆中原有的
解说词不仅刻板陈腐，有许多人物和
事件指代不明，甚至有缺漏之处。这
个随和的老头发誓一定要纠错到底，
整理出一版正确无误的讲解词。

“革命故事贵在一个真，如果我
说错，那岂不是让先人蒙羞、后人取
笑了。”为此，王学广找来《红旗不
倒》《琼崖革命斗争史》等一批革命
书籍反复阅读，记下大量的读书笔
记，同时他亲身走访母瑞山，寻找当
年追随革命的老人，一一记下他们的
传奇故事。

终于，书籍描述和实地走访相结
合，母瑞山两次保留海南革命火种的
红色传奇，在王学广的脑海中日渐清
晰。回到家中，他奋笔疾书，将所有的
读书笔记和采访笔记整理融合，经过
20多次的修改，写出一本厚厚的红色
历史笔记。

根据参观群体和场合的不同，他
将这份红色历史琢磨成了3个解说词
版本，分别是30分钟版、45分钟版、1

小时版。不少人评价，听了王学广的
解说，仿佛打开了连接历史的大门，所
有革命旧事都在眼前一一展现。

讲“趣”事的幽默家

王学广回忆，起初，他的讲解虽然
史料翔实，但游客们却兴味索然。说
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光靠说感染力
不强，还得有肢体语言配合。

不仅如此，他还注重在讲解过程
中观察听众的反应和表情，什么地方
掌声比较多，等等，相应地对解说节奏
进行调整。果不其然，有语言、有动作
的讲解受到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但即使如此，王学广还总感觉自
己的讲解缺点韵味。直到一位女游客
给了他灵感。“那天我在讲解时，有一

位女游客说，只能听到解说，一不知道
地理位置，二看不到实物，总觉得有些
迷糊。”

女游客的话点醒了王学广，结束
讲解后，他根据自己数十次的走访
经验，绘制了一幅母瑞山的方位地
图，里面详细地标记了各个革命遗
址，随着讲解向游客们展示方位。
同时，他走入林间，采集了不少“革
命菜”，用矿泉水瓶移植到院中，在
讲解中向游客展示实物。此后，每
一个来母瑞山参加“红色故事会”的
游人都流连忘返。

讲了15年，王学广的干劲却有增
无减。他说：“我希望我能坚持解说到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那个时
候，我才真正退休！”

（本报定城3月18日电）

七旬老人王学广15年坚守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讲红色故事 传琼崖精神

本报海口 3 月 18 日讯 （记者
计思佳）今天上午，海口市美兰区
三江镇三江居、琼山区三门坡镇红
明居正式挂牌成立，这标志着海口
国有农场全部完成社会管理职能
属地化改革。

在此之前，海口桂林洋农场和东
昌农场已完成社会职能属地化管理
移交工作。其中，桂林洋农场成立
开发区政务中心。东昌农场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挂牌成立东昌

居，将原农场管理的 21 项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全部移交给属
地政府管理。

今天上午，三江居、红明居成立
后，原三江农场、红明农场承担的社
会管理职能纳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
标志着海口国有农场全部完成社会
管理职能属地化改革。

记者了解到，三江居、红明居的
组织架构由党支部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居民服务中心三部分组成，形成

一个在党的领导下集居民自治、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一体的基层社会
治理体系。其中，居民服务中心受政
府委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揭牌仪式上，省农垦改革办主任
周公卒在致辞中说，三江居、红明居
的成立，有利于推进社会职能属地化
管理，有利于农场下一步转型改制。
对于加快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进
程，推进海南农垦社企分离、政企分

开具有积极意义。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表

示，农垦改革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海
口市区相关部门和三江居、红明居
人员要下大力气理顺权、责、利关
系，啃下人员分流、社会保障、土地
管理等“硬骨头”。切实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特别是居的党组织建
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教
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让居民
享受到更多改革成果。

三江居红明居挂牌成立
海口国有农场全部完成社会管理职能属地化改革

本报海口3月 18日讯 （记者
符王润）昨天下午 6时，一名中年
男子晕倒在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
校区门口，失去意识。此时路过
的海南省卫生学校三年级护理专
业的女学生王秋立即拨开围观的
人群挤了进去，对这名男子进行
急救，在救护车到来之前，让这
名男子恢复了意识。有医护人员
指出，王秋的施救，为这名出现
濒死情况的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抢
救时间。

王秋向记者描述了事发的情
景：当时，王秋搭乘公交车回家，在
海南师范大学门口，看到有一群
人在围观着什么。“我当时立即上
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一看里面
躺着一个人，旁边的人都说可能
是晕倒了，怎么叫都叫不醒，也没

有家人在场。”出于一名护理专业
学生的本能，王秋迅速上前蹲下
呼唤这名中年男子：“叔叔，你怎
么了？能听见我说话吗？”当她发
现患者没有反应后，立即触摸他
的颈动脉，发现颈动脉搏动消失，
没有呼吸，同时用手机闪光灯照
射了患者的眼睛，发现他的一边
眼睛瞳孔散大，另一边眼睛类似
失明。“这时围观的人喊着说赶紧
给他做人工呼吸，我急忙制止了，
说‘我是学医的，让我来’。”王秋
立即给患者进行了人工心肺复
苏。经过抢救后，这名患者出现
了咳呛反应并开始有了呼吸，触
摸颈动脉发现有了搏动。这时的
王秋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我发现他恢复了一些意
识。”经过翻找他的裤兜和公文包，
王秋找出了他的手机，并通过手机
联系上他的女儿。“这时候救护车已
经来了，并给患者量了血压。”王秋

将中年男子的公文包交给120的急
救人员，并在电话里告知他的女儿，
她的父亲将被送至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想那么
多，作为一名护理专业学生，看到
有患者出现了危险，肯定要立即去
抢救。”王秋抢救路人的照片被围
观的群众拍下后，在朋友圈里传了
开来，并获大家点赞“最美中职
生”。对此，这个活泼的女孩笑着
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当时看到
患者恢复意识的时候，真的很激
动。以前我也曾经遇到路人晕倒
的事情，但那时候什么也不会，只
能拨打120。而现在，我掌握了医
学知识和急救技能，更应该去帮助
那些有需要的患者。”

爱笑、看起来甚至有些大大咧
咧，这位热心肠的19岁女孩是老师
和同学眼中的“开心果”，“但是她在
学习的时候却非常认真细致，也很

勤奋刻苦。”王秋的老师邢英华对这
个女孩赞许有加，“她还是班里的学
习委员，就在刚刚结束的海南省职
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中，她还获得
了二等奖。”

邢英华表示，此次王秋抢救的
这名患者，出现了瞳孔放大、心跳和
呼吸骤停的情况，从专业角度来讲
已经是濒死的病人，最佳的抢救时
间是4分钟-8分钟，越往后抢救率
就越低。而王秋的施救，为这位病
人争取了宝贵的抢救时间。记者获
悉，这名40多岁的路人在被送进海
南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抢救后，
已经脱离了危险，情况稳定，并于当
晚8时许出院。

“学校老师一直教我们，对待
每一个患者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家
人一样。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我
很喜欢现在所学的专业，希望能够
用自己的所学去帮助更多的患者。”
王秋说。

天涯好人

中职女生海口街头救人获点赞
为濒死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我省开展
灭蚊防病大行动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符
王润）为确保以卫生、整洁和优美的环
境迎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省
爱卫会将于3月19日起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一次迎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
年会“灭蚊防病”大行动。

此次活动时间为19日-21日，全
省各市县城乡统一开展，琼海市等市
县和年会周边等重点地区作为活动的
重点区域。

据介绍，此次活动将全面开展蚊
媒孽生地治理工作，充分利用周末时
间组织指导和发动群众翻盆倒罐，全
面清除各类积水，做到不漏一村（社
区、小区）一户，不留死角；统一组织对
公园绿地，城乡各种下水道进行一次
清理，并完善专门的灭蚊防蚊措施等。

博鳌机场
精心筹备迎年会

本报博鳌3月18日电（记者邵
长春 许春媚 通讯员莫玳 覃朝春）博
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即将召开，博
鳌机场将首次作为“一地办会”主战场
保障博鳌论坛年会，以崭新的面貌迎
接参会来宾。

据了解，博鳌机场各项论坛筹备
工作正稳步推进中，为实现博鳌亚洲
论坛“一地办会”的目标，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和民航上级单位有关要求，
博鳌机场召开了博鳌亚洲论坛2017
年年会服务保障工作动员会。

目前，博鳌机场已从海航集团内
部各单位抽调业务骨干与机场优秀人
才组建专项保障团队，通过开展专项
培训及模拟演练强化业务技能，全面
提升服务保障品质。

据介绍，博鳌机场新建的国际候
机楼将全面启用服务保障论坛年会。
同时博鳌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已全部竣
工验收，并完成校飞、试飞以及行业验
收工作，标志着博鳌机场二期扩建工
程正式投入使用；博鳌机场临时口岸
对外开放也已获批准，届时可为博鳌
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国际航班起降
提供便利。

海口交警查处12辆
无牌无证老年代步车
未悬挂牌照的代步车
罚款100元暂扣车辆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昨天上午，海口公安交
警支队展开整治行动，对无牌无证的违法代步车
进行了查处，当天共查扣违法代步车辆12辆。

记者跟随海口交警美兰大队海甸中队执勤
人员在人民大道与海甸三东路口等地段设卡对
无牌无证的违法车进行查处，短短1个小时的
时间，就查获了五六辆违法车辆。这些代步车
没有悬挂任何的牌照，有的还是私自改装车。

据交警介绍，这些代步车绝大部分不符合相
关标准，因此不能办理相关的牌照。这些车辆存
在安全隐患，并且没有购买保险，一旦发生交通
事故，交通受害者不能得到相应的赔偿。驾驶人
没有经过培训就直接开着老年代步车上路，由于
不懂交通规则，各类交通违法现象也很普遍。

海口交警部门表示，根据国家有关机动车
辆安全检验标准的规定，机动车类型分类中以
电动机驱动，以电瓶为电源的电瓶车也属于机
动车，属于机动车就要悬挂牌照，考取驾驶证后
才能上路。对于未悬挂牌照的代步车，交警部
门发现后一律予以罚款100元处理并暂扣车
辆，对于涉嫌无证驾驶车辆的，罚款1500元处
理，并予以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严格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切勿驾驶未上牌的代步车在
道路上行驶。

海口严打平价菜转卖
明确单品起订量不超过200斤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郭萃）记者从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为了防止平价菜转卖
现象发生，该集团明确摊主对平价菜的单品起
订量不得超过200斤，对于有类似行为的经营
户及摊主，菜篮子集团将取消合作关系并作拉
黑处罚。

近日有市民反映秀英农贸市场及海玻农贸
市场内，个别摊主在周边菜篮子社区菜店及零
售摊位购买价格较低的平价菜，然后在其摊位
加价销售。对此，该集团相关负责人对秀英农
贸市场及海玻农贸市场周边平价菜摊点开展调
查，现场并未发现购买平价菜再加价销售现象，
但通过与菜市场摊主访谈并综合分析农贸市场
的具体情况等，不排除个别合作摊主可能会突
破规定发生转卖行为。

据介绍，该集团已于去年10月出台了措施
防范倒买倒卖的相关管理措施，对供货合作摊
主合同明确单品起订量不得高于200斤，对“一
元菜”“基本菜”等特殊菜品的零售环节销售限
购3斤，同时加强巡查杜绝倒买倒卖现象，让
更多海口市民受惠。

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有类似行为的
经营户及摊主，菜篮子集团除了取消合作关系并拉
黑处罚以外，还将通过包括菜篮子集团官网、微信
公众号在内的多种渠道曝光违规商家。此外，该集
团还将邀请物价局、商务局、工商局等相关职能
部门，实行政企联动，共同严防杜绝此类问题。

◀上接A01版
为了更好地打造“海榆中线养生度假廊”“山

泉海轴自驾休闲廊”的养生度假“双走廊”。王昱
正说：“我们将在2017年做大做强热带雨林医疗
康养等旅游业态，将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为契
机，整合周边旅游资源，着重在国道、省道沿途雨
林景观、田园景观和村落景观上下功夫，突出黎
苗文化特色和休闲服务站点建设，打造旅游发展
走廊和‘东南西北’四大旅游度假区。”

在三道镇的呀诺达景区、槟榔谷景区、布隆
赛景区等周边，能直观地看到景区对于地区发
展的带动作用。“景区+村民”模式，既很好地解
决了周围村民的就业问题，又扩大了景区的服
务功能。同时，乡村农家乐不断被人们热捧，热
带雨林、医疗康养、民俗风情等旅游业态也逐渐
成为该县旅游经济中新的增长点。

做好旅游业的同时，保亭县将继续大力支
持教育事业，加大对教育活动的支持。“再穷不
能穷教育，在教育方面永远要舍得为孩子花
钱。”王昱正说，去年该县出台的《保亭县建档立
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生活保障实施方案》
中，自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至2021年7月，在
原有各类学生资助体系上，针对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加大了资助扶持力度，对于建档
立卡户学生的补助标准在原来补助标准的基础
上均作了相应提高。据介绍，2017年，保亭县
对于新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义务教育阶段
在校生学习生活用品费、伙食费、交通费、学习
生活用品费方面，实行400元/生/年的补助政
策。伙食费方面，补助标准为小学2000元/生/
年，初中 2500 元/生/年。交通费方面，小学
400元/生/年、初中600元/生/年。

据了解，2016年，保亭县在民生方面的支
出高达74.5%，这对于一个国定贫困县来说十
分不易。这些投入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
实惠。此外，2016年该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2%和11%，增速均
排名全省第二。 （本报保城3月18日电）

打赢脱贫攻坚战役
推进全域旅游建设

王秋（下蹲者）正在施救昏倒的中年男子。（图片由网友拍摄）

日前举行的2017年省职业院
校护理技能大赛中，王秋进行心肺
复苏项目比赛。（省卫生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