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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媛媛

不高，微胖，这是海口市灵山中学
初二学生王小虎给人的第一印象。如
果不经提醒，很难将眼前这个身高只
有1.55米的学生，与那个风雨无阻每
天背着同学上学放学的“壮汉”联系在
一起。

不需闹钟提醒，也不需父母叫唤，
每天清晨6时，14岁的王小虎便会准

时起床。“我可不能迟到，迟到了还会
拖累贻崇。”

王小虎口中的“贻崇”，是他的小
学兼初中同学冯贻崇。因为患有遗传
性截瘫，冯贻崇从小学5年级起出现
了行走不便的状况。到了6年级，情
况越变越糟。

“有一次我在食堂看到他，饭盒
还没抓稳，人就倒在地上了，饭菜和
汤全都洒在身上。”见此情况，王小
虎立即跑去帮忙，也是从那时起，

“背冯贻崇上学放学”的想法，深深地
扎在了他的心中。

从此，“家—宿舍—教室”，一天4
趟背着冯贻崇上学放学，成了王小虎
三年来不变的行程。

背起70多斤重的冯贻崇，还要时
时注意舒适度、防摔倒，这对于一个成
年人来说尚且不易，何况是一名14岁
的孩子。“确实很困难。”王小虎说，刚
开始，他每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甩
甩手、喘口气。

冯贻崇是住校生，王小虎每天背
着他上下学。200多米的校道，加上3
层楼，48个台阶。几天下来，王小虎
说，刚开始自己即使是轻轻握笔，手也

会控制不住地抖。
“最困难的还是下雨天。有一次

雨下得很大，路很滑，他已经很小心
了，但还是摔倒在地。”冯贻崇回忆说，
当时王小虎的膝盖都磨破了，但他完
全不放在心上，连看都没看，就立即冲
过来检查自己是否受伤。

三年来，无论刮多大风，下多大
雨，王小虎都没让冯贻崇迟到一
次。“我没想过到底能坚持多久，如
果可以，我想一直背下去。”王小虎
坚定地说。

“小虎憨厚老实，平时谁有困难跟

他说一声，他都特别乐意帮忙。每次
班级活动，他总是最积极的那个。”说
起王小虎，他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李治
甘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如今，每当见到王小虎背着冯贻
崇上下楼，同学们都会自动地让出过
道，方便小虎行走。因为受到王小虎
的感召，友爱、互助的行为已在海口市
灵山中学蔚然成风。

“尽可能地帮助别人。”这是王小
虎心中的“雷锋精神”。而这，也是他
希望一辈子要去做的事。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

三年来风雨无阻背同学上学放学，海口市灵山中学学生王小虎说——

“如果可以，我想一直背下去”
我们身边的雷锋

本报营根3月29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秦海灵）28日，《人民日报》以《大边村 大变样》
为题，刊文点赞我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大边
村危房改造项目为村民带来的幸福生活。

据了解，自2015年起，琼中就在全省率先
尝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农房抵押贷款扶持
农民建房、发展生产，全面推进危房改造，构建
海南富美乡村“琼中升级版”。

近年来，琼中主动适应农村实际、农业特
点、农民需求，通过改革盘活农村静态资产，推
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实施农房抵
押贷款，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供给不足、金
融服务不到位的难题。

住进好房子，农民的脱贫信心更足了。据
介绍，2014年，大边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共有17
户76人；2015年减贫10户53人，村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9808元；截至2016年9月，大边
村7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如今的大边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其中
的奥秘是什么？文章指出，琼中在海南省率先
推行“政府+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开展环境治
理，2015年引进上海三乘三备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合资组建琼中
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当年11月，该
公司为大边村建设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每
天处理污水25吨，困扰大边村多年的又脏又臭
难题，得以彻底消除。

未来，大边村在规划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
将不断夯实村民脱贫致富的产业基础。而琼中
也将在全县范围内继续探索整村推进连片开发
及农村“三变”（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脱贫攻坚
的长效机制。

人民日报点赞琼中大边村危房改造

大边村 大变样

本报三亚3月29日电（记者林诗
婷）记者从三亚市人大常委会获悉，三
亚分别与印度班加罗尔市、泰国芭提雅
市缔结为友好城市关系的议案获批，将
由三亚市人民政府按照有关程序办理。

印度班加罗尔市被誉为“印度的硅
谷”，两市结好将吸引当地的企业和人
才落驻三亚，促进该市绿色低碳创意信
息产业的发展，同时三亚还将推动与其
在旅游、航空、影视、人文、瑜伽、医疗等
方面的合作。目前，双方已就引入印度
酒店管理集团、加快推进在印度新德里
设置三亚旅游推广联络处、开展医疗康
复旅游等达成合作意向。

作为知名滨海旅游城市，泰国芭提
雅市与三亚在区位特点、气候优势、旅
游资源等方面存在诸多互通之处，友好
城市关系的确立，将进一步促进两地在
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旅
游警察警务交流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以资源互补方式加快三亚经济产业质
效发展，助推城市国际知名度提升。

三亚将与班加罗尔市、
芭提雅市缔结友好
城市关系

本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肖磊）日前，共
青团中央、公安部、司法部等单位联合发文命名

“2015-2016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海口市公
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榜上有名。

据了解，自2011年开始，龙华分局刑警大队
以“五个一流”为目标，结合青年文明号集体的创
建要求，积极开展“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先后
取得了省、市两级青年文明号集体荣誉。

龙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获全国青年文明号

中央媒体看海南

3月29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玉艺术馆开馆，嘉宾及游客在欣赏玉石作品。该馆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收
藏昌江玉艺术品200余件。现有国家级玉雕大师1名，省级玉雕大师1名，技师5名，学员40名。近年来，昌
江依托当地丰富的玉石资源，并请来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周金甫传授玉石雕刻技艺，打造“昌江玉”品牌，带动
昌江玉石文化产业成型成势，推动旅游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林朱辉 摄

昌江玉艺术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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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蜜意三月三，激情欢庆胜
似火。3月 29日，作为五指山市今
年“三月三”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届五指山杯“三月三”美食烹饪
比赛暨南药膳食与五指山猪食材
创新赛在五指山市内的海南省农
林科技学校（南校区）举行，来自全
省各地 24 支代表队的厨师们现场
切磋烹饪技艺。中国饭店协会名
厨委员会主席石万荣、中国饭店协
会名厨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李林生
以及来自海南省烹饪协会、海南省
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等餐饮界嘉
宾到现场指导。

五指山市地处海南省中部生态核
心区，这里热带雨林分布广泛，纯净的
空气，清澈的水源，加上宜人的气候，

给五指山原生态食材生长提供了优越
的环境。五指山五脚猪、蚂蚁鸡、小黄
牛、水满鸭等都采取放养方式，肉质细
腻口感佳；五指山地区还有品种多样
的野菜，如白花菜、革命菜、雷公根、树
仔菜等；除此之外，五指山区的益智、
槟榔和野生灵芝等南药食材也很丰
富。千百年来，这里的黎苗同胞以他
们的勤劳智慧，开发出了不少当地特
色菜肴。

当前，五指山市委市政府正把五
指山市全域作为一个生态主题景区来
打造，真正实现生态立市、旅游兴市。

“在旅游的十四要素中，吃摆在首要位
置，有相当一部分游客专门奔着五指
山的美食而来，通过挖掘和弘扬少数
民族地区特色菜品，有利于丰富餐饮

文化资源，提升餐饮品味，从而扩大五
指山名菜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全域
旅游发展。”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负责
人说。

据了解，2014年底，五指山市举
行了“五指山味·食全食美”五指山

“十大名菜”评选活动，分别评选出五
指山“十大名菜”“金牌厨师”“金牌菜
品”“烹饪名店”等荣誉称号。如今，
五指山“十大名菜”品牌影响力愈加
广泛。

“此次比赛重点是宣传海南黎族
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通过美食大
赛扩大五指山旅游美食及各企业知名
度。”五指山市旅游烹饪协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本次比赛将突出“烹饪文化”
内涵，旨在展示南药膳食与当地食材

结合，丰富五指山美食菜肴。
据介绍，本次比赛包括指定菜制

作、自选菜制作。制作指定菜从五指
山猪、南药食材中任选；自选菜是自行
选择个人拿手菜，不受菜系、用料、菜
式的限制。

评委对参赛选手们的菜品进行打
分，统分人员收集到各评委的评分表
复核无误后，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
低分、计算出该参赛队的总得分。本
次比赛满分100分，实行扣分制。指
定菜占50分、自选菜占50分，菜类制
作总时间50分钟，两道菜必须按比赛
顺序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做出。大赛现
场公布比赛结果，并颁发奖项，评委对
各获奖参赛组点评。

“近年来将特色美食与旅游活动

相结合的美食旅游、饮食文化旅游，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了解饮
食文化和品尝美食已经成为一种新
的旅游形式。”五指山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黄星表示，这次烹饪比赛活
动，就是要深入挖掘五指山地方特色
菜肴内涵，推出一批富有五指山地方
特色的菜肴佳品，展示五指山地域民
俗文化和餐饮行业风貌，树立绿色安
全与营养美味的健康饮食消费理念，
为传承和弘扬民间饮食文化的餐饮
企业和优秀烹饪人才提供一个竞技
舞台。

本次美食烹饪大赛由五指山市人
民政府主办，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海
南省农林科技学校、五指山旅游烹饪
协会承办。

五指山市
旅游烹饪协会成立

春闹三月三，和谐五指山。经过一年时间
的筹备，在五指山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
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的指
导下，3月29日，五指山市旅游烹饪协会挂牌成
立。符伟当选为五指山市旅游烹饪协会首任会
长，王仕君当选为执行会长兼秘书长。

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局长陈键表示，五指
山市旅游烹饪协会的成立是五指山市餐饮行业
和广大餐饮经营者的一件大事，更是探索规范
全市旅游餐饮烹饪行业管理，做大做强旅游餐
饮行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相信旅游烹饪协会
对整合五指山市旅游餐饮行业资源，规范行业
经营行为，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维护行业合
法权益，弘扬优秀饮食文化，做大做强旅游餐饮
业，促进五指山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必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天，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海南省
烹饪协会等相关单位发来贺信，并派有关人员
参加五指山市旅游烹饪协会成立大会。

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在贺信中说，
五指山市旅游烹饪协会的成立，是五指山市全
域旅游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广大五指山市酒
店餐饮企业的迫切愿望，五指山市旅游餐饮协
会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好与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交流平台，促进行业烹饪技术交流，培
育烹饪行业高素质技能人才，承担起五指山市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挖掘、整理、开发和弘扬的
重任，打造五指山市特色餐饮品牌，为加快推进
五指山市餐饮行业健康稳步发展做贡献。

海南省烹饪协会相关负责人在现场发言时
表示，相信五指山市旅游烹饪协会一定能把“黎
苗菜肴研发基地”办得更好，一定能研发出更多
黎苗风味菜、黎苗风味宴、南药膳食、健康养生美
食等，丰富和发展琼菜品牌，推动五指山市全域
旅游，扩大五指山市优质食材的生产和销售，促
进消费，更好地服务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本版策划/易建阳 本版撰稿/易建阳）

首届五指山杯“三月三”美食烹饪比赛暨南药膳食与五指山猪食材创新赛举行

歌舞盛会三月三 美食盛宴五指山

首届五指山杯“三月三”美食烹饪比赛暨南药膳食与五指山猪食材创新比赛现场。 武昊 摄

五指山市旅游烹饪协会挂牌成立。易建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