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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村里的文化长廊已经开工建设，
黎族特色文化产品创业合作社也已到
工商局备案，村里大发展的时期要来
了！”最近几天，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
镇山竹沟村的村民说起村里的产业规
划，总是满面春风。

村民们说，村里的这些变化，离不
开驻村第一书记柯明的努力。来到山
竹沟村一年多，柯明引进农业龙头企
业，用“公司+农户”的模式在村里搞

起毛豆种植；整合本地农特产品进行
商业开发，拓展村民收入来源；引导成
立两家山猪养殖合作社，让全村55户
贫困户全部入股……但柯明总觉得做
的还不够。

“咱们村最大的优势还没利用起
来。”柯明说，山竹沟村地处昌江交通
要道，距离高速出口不过几十米距离，
每天车来车往。都说“路通财通”，如
此便利的交通条件却似乎没能给村里
带来什么变化。

为此，柯明打起了发展旅游的主
意。

早在前两年，山竹沟村进行的住
房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就已让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民族特色十足的住房配
上宽敞的农家院子、宽阔的村道旁种
上了茂密的果树，已然具备旅游发展
的基础条件。

“实话说，自然景观、人文美景，咱
们村都没优势，交通虽然便利，但不足
以吸引游客。”困扰柯明的是村中缺少
好的旅游资源，原本在村口开设的两
间农家乐，也因为客源不多而歇业。

既然打造旅游目的地有难度，何
不利用交通优势，打造成旅游集散

地？转变了思路，柯明的想法也清
晰了起来：利用村中慢慢做大的山
猪养殖，发展黎族特色餐饮；借助便
利的交通条件，打造旅游产品及餐
饮集散地。

“成立合作社，就是要把特色餐饮
文化发掘出来，让游客一到昌江，就能
享受到正宗的本地美食。”在柯明的规
划里，要把山竹沟村打造成集饮食、购
物、休憩为一体的旅游驿站，而这样的
想法也避免了大拆大建搞项目，利用
村中现有的资源便能实现。

“此外，借助建在村口的昌江旅游

服务站，还可以把村子打造成旅游商
品的集散中心。”柯明说，围绕昌江目
前火热的棋子湾、霸王岭、木棉红等主
题，开发出线上购买，离开昌江时再到
山竹沟统一提货，既方便了游客，也节
约了各地的资源。

柯明的设想得到了村民们的响
应，随着山竹沟村特色饮食和黎族文
化产品开发的起步，旅游发展的蓝图
也逐步铺开。柯明说，文化长廊动工
和合作社注册成功，还只是大发展的
第一步。

（本报石碌3月29日电）

昌江山竹沟村围绕交通优势打造旅游餐饮购物集散地

虽无美景驻游人 尚有佳肴解客馋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范利锋）为一个人制定
考核办法，有没有必要？一年前，省
商务厅组织人事处在起草《驻村第一
书记考核办法》时心存顾虑，但为了
明确驻村第一书记的目标任务，更好

地激励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上建功立业，在厅党组会议上研究
时最后一致表示：尽快出台驻村第一
书记考核办法。

根据该办法，对驻村第一书记的
考核分为日常考核、年度考核和附加

奖分项。日常考核分为在岗出勤、民
情日记、工作日志3个量化指标，年
度考核分为精准帮扶、帮扶成效、服
务代理、走访关爱、夜校管理、组织建
设、群众满意度、党员教育培养、村民
自村机制、突发事件处置等15个量

化指标。
省商务厅派驻陵水黎族自治县

本号镇格择村第一书记李少洪，严格
按照《驻村第一书记考核办法》，牢记
重托、不辱使命，考出了“帮扶实绩”，
成为全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专门为驻村第一书记量身定制考核办法

省商务厅用精准考核推动精准扶贫

本报那大3月29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李绍远 何万常）如何提
升村党支部在扶贫攻坚等工作中的
责任和本领？3月28日至30日，我
省三亚、儋州、东方、澄迈、乐东、临
高、昌江、白沙、洋浦等9市县区的
102名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在儋州
参加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内容包括“农
村党建知识”“三农政策解读”“扶
贫政策解读”“驻村扶贫”“怎样当
好驻村第一书记”“电商扶贫”“产
业扶贫”“旅游扶贫”“整村推进中
存在的问题与提升”等。除了理论
知识学习，还将组织开展现场观摩
等活动。

省扶贫办副主任符立东说，省
委、省政府选派机关干部、优秀干部
任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是党中央
为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统筹城乡发
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
目标作出的重大决策，旨在培养有
思路、有干劲、有潜力的优秀干部，
为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村子导航引

路，增添动力。各驻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学员要学以致用，落实好“双争
四帮”职责，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建、
精准扶贫等工作，提高为民办事服
务水平。

据了解，上半年我省还将陆续开
办培训班，对其他市县驻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分期分批进行培训。

我省102名驻村第一书记儋州“充电”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陈卓斌）第35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
于3月30日20时在海南综合频道及20时30
分在三沙卫视进行播出。本期电视夜校《乡间
小课堂》将进驻琼海市大路镇岭脚村，为有意向
发展莲雾产业的农户介绍莲雾的生长规律，传
授种植管护技术。

本期夜校邀请到了琼海市大路镇岭脚村
“多果莲雾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潘家
松，他将在莲雾林旁为村民们开设一堂别开生
面的种植课。课上，潘家松将从莲雾的土壤培
育、选苗、栽种、施肥、修剪等种植管护的各环节
出发，结合即时提问、练习等方式，为大家进行
细致认真地讲解。

本期电视夜校节目播出的同时，“961017”
脱贫致富服务热线也将继续开放，节目还将继
续公布最新、最热门的脱贫致富信息。

第35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介绍莲雾生长规律
传授种植管护技术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林前 王媛）今天下午，青海省海西州政协委员
素养提升研修班一行到高新区云龙三角梅产业
扶贫基地参观考察。该园区推行的“公司+合
作社+农户”扶贫模式受到研修班一行点赞。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园区管委会精准
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并与考察团一行就产业扶
贫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考察团一行对高新区
三角梅产业扶贫给予充分肯定。考察团表示，
高新区开展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扶贫模
式很好，通过产业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让他们
从被动脱贫转变为主动脱贫的方式很有成效，
此外，高新区因地制宜，根据地域特点和农户需
求开展的三角梅产业扶贫模式也很值得学习借
鉴，这次考察学习收获很大。

据了解，2016年以来，高新区按照海口市
委、市政府精准扶贫的要求，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已在扶贫挂点的云龙镇云岭
村建成三角梅产业扶贫基地，一期用地40亩，
种植了6000株三角梅，预计下半年将上市，扶
贫户将获得高新区的扶贫三角梅“红利”。

海口高新区三角梅扶贫
受青海考察团点赞

本报那大3月29日电（记者易
宗平）3月30日，儋州市木棠镇将举
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省内外10
多家企业入场，提供总岗位超过
500个。

据了解，儋州市就业局联合木棠
镇人民政府，于3月 30日 9时至 12
时，在木棠镇人民政府大院举办以“供
需精准对接、促进稳定就业”为主题的
现场招聘会，主要面向贫困劳动力，其
他相关劳动力也可参与。

此次招聘会上，儋州市内、省内、
省外10多家企业，包括蓝岛环保、夏
日广场、海花岛、海南翔泰渔业、中山
奥凯华泰电子等，入场设点招聘。儋
州市就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招
聘会旨在推进就业扶贫工作，努力实
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积
极搭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双向交
流平台。

儋州就业扶贫专场
招聘会今天举行
省内外企业提供500多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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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护士怒斥医托”的
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值班护
士发现医托后大声呵斥：病人都哭
了，你还骗人钱！她抓住医托的
手，联系保安将医托带走。很多网
友称这位护士为侠女，“为大侠点
赞！”据报道，事情发生在 3月 26
日，视频中的护士来自南京市妇幼
保健院。

当前，医托犹如挥之不去的幽
灵，飘荡在医院周边，以欺骗的手
段误导病人，扰乱就医环境。面对
行骗的医托，女护士挺身而出，大
声呵斥，其为病人着想的举动值得

点赞。然而，再进一步看，该医托
何以成了医院“常客”而没人管，这
一个细节说明，杜绝医托不仅仅需
要女护士的呵斥，更需要医院、病
人、监管部门等多方发力，需要每
一方都像女护士一样挺身而出。
这正是：

医托逡巡欲行骗，
值班护士急上前；
厉声呵斥义凛然，
赢得市民齐点赞。

（图/陶小莫 文/张成林）

医托害民需共管

■ 白靖利

四年前，“光盘行动”从线上走到
线下；四年后，厉行节约逐渐成为社
会共识。然而，不时出现的刺眼“剩
宴”提醒人们，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远非一蹴而就的运动；“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应当成为每个人终身的
回味。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勤俭节约是中
华民族的优秀美德，也是现实国情的
需要。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
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我国仍有数
千万贫困人口，还有一些困难群众徘
徊在温饱线上。从这个意义来说，珍
惜粮食是每位公民应尽的责任。

从“光盘行动”到《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出台，餐桌消
费有了新变化，党政机关宴请、公款
吃喝、乡村大摆筵席的现象有所收
敛。然而，反观“没有制度约束”的
公民个人餐桌行为，浪费却仍然严
重。“舌尖上的中国”饮食文化博大

精深，“饭桌上的中国”餐饮文明却
亟待形成。

遏制餐桌上的浪费，更像是一场
每个人与自己的战斗。从大宴会到小
餐桌，从街边餐馆到学校食堂，每年被
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
粮。这其中，有“死要面子”的虚荣心
作祟，有“眼大口小”的习惯使然，也有

“粮食不是自己种的，倒掉不心疼”的
普遍心态。正是这样看似“无伤大雅”
的小毛病，造成巨大的浪费。

节约粮食，应当有发自内心的
觉醒，也要有外界环境的影响、引
导。各类餐饮场所应形成有力约
束，一方面通过标语、海报引导消费
者理性点餐，另一方面，可以推出半
份菜、小份菜，光盘有奖、浪费加罚；
教育部门也应加强节约主题教育，
让孩子们从小就形成“少点一个菜、
多打一个包”的好习惯，进而形成良
好的社会责任感。

“ 节 约 与 勤 勉 是 人 类 两 个 名
医。”勤俭节约的良好美德不应止于
餐桌，每个人都应从“光盘行动”开
始，形成少用一滴水、少用一度电的
文明生活方式，让社会变得更加健
康、有序、文明。

别让餐桌消费成粮食浪费
给预付消费套上
“法律紧箍”

近日，《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草案修改稿）》提交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草案修改稿对预付卡发放、金
额、时效和退款条件等方面作出了具
体规定。

眼下的预付消费市场，怎一个
“乱”字了得。最让消费者头痛的乱象
有三：一是商家诱导消费者买卡充值
时吹得天花乱坠，而一旦消费者掏了
腰包，才真切感受到什么叫“买的没有
卖的精”。二是当想退卡时，商家会有
各种说辞和霸王条款，让消费者欲退
不能。三是有些商家索性玩失踪，一
跑了之，消费者欲哭无泪。

预付消费市场乱象纷呈，原因固
然是多方面的，但现行法律法规对预
付消费的规制不严不细，无疑是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规范预付消费，显然
不能靠商家自觉，也不能仅靠消费者
睁大眼睛，唯有从立法层面入手，给预
付消费套上法律笼头，才能用法治的
力量填平种种消费陷阱，维护消费者
的正当权益。 （晏扬）

共享单车共治共为才能多方共赢

■ 饶思锐

近一个多月来，共享单车“忽如一
夜春风来”遍布海口大街小巷，让不少
市民尝到了便利、经济的“省腿”实惠，
然而同时也衍生出违停等各种问题。
海口交警部门及时推出试点专放泊位
引导规范停车，然而这些泊位不是被
占用，就是使用者有位不停。（3月28
日《南国都市报》）

共享单车迅速走红，可以说，很
大程度上是“臭名与美誉共彰”，有人

大赞其方便，有人却各种吐槽。随着
共享单车纷纷“抢滩登陆”海口，骑行
者乱停乱放、不遵守交通规矩、加锁
私占、恶意丢弃、被乱收停车费、骑行
绿道设计不足等问题也纷纷显现。
客观来说，由于海口市场上共享单车
的投放总量较少、人均使用率较低，
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远不及其他
城市那么多、那么极端。不管怎样，
既然各种问题的苗头已经出现，各方
就应联手将其及时清除，否则势必引
发“破窗效应”，使问题越发普遍、越
发严重。

其实，共享单车所暴露出的各种
问题，并非其独有，比如有桩停放的城
市公共自行车也有存在。因而从根本

上来说，这些不文明行为并非只是针
对新生事物的特有行为，而是部分城
市居民文明素质有待提升的固有体
现。从某种程度来说，共享单车出现

“公地悲剧”，多源于监督监管的滞后
——无论是供公众使用的共享单车，
还是共享单车无桩停放的公共空间，
人人都有使用它的权利，却无监督管
理它的责任。

因而从根源上来说，杜绝共享单
车使用中的不文明行为，就要厘定各
方的监管责任，并建立健全相应的管
理机制，使之能够制衡并约束各种不
文明行为。共享经济释放出来的共享
红利，人们能享受多久，就取决于不文
明的行为能否及时“刹车”。在城市管

理与不文明行为之间的博弈中，只有
管理越规范、越完善，不文明行为才会
越来越少，此消彼长中，文明出行才会
成为绿色出行的主导力量，政府、社
会、企业与市民间的多方共赢才能得
以维系，共享单车利民便民的本意才
不会被扭曲，共享经济的红利才能持
续得以释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桩停放”
这一创新模式设计本身，就是将自身
停放管理的责任寄托在政府部门的公
共管理与使用者的文明自觉上。但是
在治理管理中，企业责任应是第一责
任。实际上，部分共享单车探索推出
信用积分、电子围栏等管理创新，就是
比较有效的应对策略，这也说明企业

责任是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等精细
化管理来实现的。

共享单车的广泛应用，也不同程
度地暴露出海口在自行车生态营造上
的不足。无论是公共自行车还是私人
自行车，都面临着非机动车泊位划设、
自行车路权歧视、防盗治安管理不力
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部门“给
力”管理。在一些城市，喷有统一标识
的公共自行车在遭到破坏时，常有市
民主动站出来制止、举报，这是公共利
益遭受侵犯时的公共自觉。可以说，
要管好共享单车，企业责任、政府管
理、市民文明缺一不可，只有各方共治
共为，才能共享文明、便捷，实现多方
共赢！

子女不缺位，
骗子难“补位”

近日，青岛一名老人被一家保健品营销公
司套走约10万元后，感觉被骗，于是留下一封
遗书之后轻生。这个悲剧让人痛心，而老年人
在保健品上过度消费的现象更值得深思。

老年人合理购买保健品本无可厚非，但近
年来一些保健品的销售环节出现变味。有些无
良商家只顾惦记老人的钱包，把本来你情我愿
的消费变成了“忽悠”，让不少老年人深陷泥潭。

有的打出免费旅游、会员折扣等噱头，诱导
老年人买上一辈子都吃不完的保健品；有的销售
人员冒充专家，打着“免费体检”的旗号给老人

“查”出一堆毛病，佐以危言耸听的“诊断”使老人
担惊受怕，借机推销保健品；有的销售人员天天给
老人打电话嘘寒问暖，貌似比亲生儿女还亲，一旦
把老人的银行卡掏空就翻脸不认人……

现如今，很多老年人都有点儿积蓄，健康也
是常讨论的话题。但是，不少老年人的知识结
构跟不上社会发展节奏，辨识能力不足；子女大
多又要上班忙自己的事情，无暇帮助老人鉴别
真伪。更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很多老人生活
单调，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多重因素叠加，造成
很多老人在健康恐吓、利诱、情感攻势等营销手
段面前缺乏抵抗力，甚至心甘情愿被“忽悠”。

避免老年人在保健品上过度消费，子女是
关键的第一道防线。要及时给老人辟谣，帮助
老人提高鉴别真伪的能力，避免老人轻信、误信
宣传；要科学规划老人的空闲时间，让他们把精
力放在文体活动等健康的生活方式上，而不是
过度寄望于通过保健品保持健康；子女还要和
老人形成良性沟通，常回家看看，避免让老人感
到孤单，从而让别有用心的商家乘虚而入。

除此之外，社区管理机构应当担负起防火墙
的责任，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通过搭建平台、提
供场所等形式，创造机会让老人参与社区活动、填
补精神空虚。同时，执法监管部门也应当对保健
品营销活动进行“杀毒”，严防各种违规宣传，对涉
嫌以欺诈、误导等手段进行营销的，有关部门应当
依法追究责任，避免老年人的钱包一再失守，乃至
产生二次伤害酿成更大悲剧。 （陈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