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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录基层共产党员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近日三亚几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天涯区朝阳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王永秀受了风寒，咳嗽不
止。4月23日上午11时许，记者在
一家诊所内看到了正在看病的王永
秀。

“我得早日康复，更好地服务社
区、服务居民。”尽管生着病，王永秀仍
牵挂着朝阳社区居民的“烦心事儿”。

王永秀对朝阳社区的这份惦记，
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年，王永秀到
任朝阳社区居委会，负责基础设施、居
民管理等工作。

“当时社区小巷纵横交错，道路

没有硬板化，夏天尘土飞扬、雨天坑
坑洼洼，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基础设施不完善、街区复杂老旧，成
为王永秀初到任的棘手难题。为此，
她筹集到100多万元建设资金，铺水
泥路、装路灯、清理垃圾，老旧社区焕
然一新。

“她几乎每天都进户走访，跟我
们唠家常、听民意，是我们的好大
姐。”三亚市天涯区朝阳社区居民林
善芬说。

除了“好大姐”外，王永秀还有另
一个称号——“王妈妈”。因父母患病
离世，刘舒婷自小便成了孤儿，只能与
外婆梁亚妹相依为命。家里劳动力的
缺失，瞬间令刘舒婷家庭陷入艰难。

“家里困难，外孙女连幼儿园都上
不了。”回忆此事，梁亚妹忍不住拭泪。

得知此事，王永秀积极协调，不仅
让小舒婷入园接受教育，还向民政部
门申请为婆孙俩落实了低保，全力助
小舒婷一家渡过难关。

多年来，王永秀隔三差五来到小
舒婷家，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般，为她
购置衣物和学习用品，还时不时带她
回家，让她感受家庭的温暖。因此，小
舒婷亲切地称她为“王妈妈”。

“社区是我家，居民的事就是我的
家务事。”王永秀说。

2013年11月，受强台风“海燕”
影响，朝阳社区街巷严重积水。夜里，
王永秀心系险情，带着工作组到背街
小巷抽水、排水，直到凌晨，路面积水
减少，她才离去。

就这样，带着这份操心、关心、用
心，王永秀深入社区、走进群众，扎实

推进党建工作，帮民难、解民困，顺民
愿，为朝阳社区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近年来，在王永秀的带动下，朝
阳社区居民的“烦心事”逐渐减少
了，居民幸福指数逐步上升：社区建
起了民情收集管理系统，社区“两
委”班子和工作人员走访千余户居
民，收集145件民情民意，目前已有
136件民生难题得到解决；居民家门
口多了便民服务站，社区干部亦是
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便民服务+”
的全新工作模式，让群众享受到多
项贴心服务。

如今，朝阳社区基础设施逐渐完
善，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社区文化
氛围愈加浓厚，王永秀看在眼里，甜在
心头。“这份工作已融进我的生命之
中，我将尽全力多为老百姓做实事。”
王永秀说。

（本报三亚4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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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海南书香节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林敏

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4月 23
日，第九届海南书香节暨2017年书
香海南阅读季在省图书馆如期启动。

舞台上，随着淡蓝色的“书页”徐
徐开启，名家推广阅读系列活动、全
民阅读系列活动、书香校园系列活
动、图书展销捐赠等七大板块，超过
200场与阅读相关的文化活动将在
接下来的半个月中与读者“见面”。

从城市到乡村，从纸张到手机，从
一人读书到共同分享，第九届海南书
香节以丰富的活动内容与多元的参与
方式为全省人民奉上阅读“大餐”，也
为海南全民阅读推广再添“墨香”。

全民享用阅读“大餐”

作为我省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每
一年的“重头戏”，本届书香节延续往
年传统，依旧会邀请国内知名的文化
学者、领域专家等来到海南，以读书
报告会、读者见面会等多种方式与广
大读者近距离接触。

不仅如此，书香节组委会今年在
阅读活动的互动体验上颇费心思。
从23日活动启动当天起，“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读书征文活动、中华诗
词朗诵比赛等一系列活动都将陆续
开展。

全民阅读，全民参与。启动仪式

当天，省图书馆的换书集市吸引了不
少老少读者驻足参加。

“很多书看过一遍就很难再去翻
看第二遍了，与其这样浪费，不如拿
到集市让它‘漂流’出去，让更多的人
看到，这才叫全民阅读！”候鸟老人曾
学武说。

随着阅读方式的悄然改变，今年
书香节活动的一大亮点是数字阅读
分量的增加。20场全民阅读系列活
动中，与数字阅读紧密相关的占到了
7场以上。当线上书香节启动时，海
南凤凰新华书店的“掌上书香节”也
随即启动。在多家通信运营商与网
站支持下，借书香节机会，读者可通
过手机、网站等多种途径阅读到丰富

的免费电子书。
“海南的书香节以书为主，让每

一个人都能真正参与进来。”全国政
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全民阅
读倡导者与领读人聂震宁在连续参
加两届海南书香节活动后，为这里的
书香氛围点赞。

书香飘海南

从椰城海滨到五指山，从繁华
省会到美丽乡村，今年的书香节除
了在海口、三亚、儋州、文昌、万宁、
琼海、乐东、昌江、澄迈、临高等10
个市县设立主会场外，还在其余市
县设立了分会场。

本届书香节还将通过捐赠、送书
活动让书香沁润琼岛。组委会向农
家书屋、社区书屋、学校、驻琼部队等
捐赠图书的同时，还为不同群体的读
者举行相关阅读活动。

“我们一直在强化全民阅读的
‘全民’两个字，与往年相比，今年的
参与单位有所增加，许多民营实体书
店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另外，我们
希望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阅读活动
吸引更多人参与书香节，爱上阅读。”
省文体厅有关负责人说，书香节是一
个品牌也是推广全民阅读的一个抓
手，以此推动阅读成为大家平日里的
一种生活方式。

（本报海口4月23日讯）

第九届海南书香节覆盖面广、内容丰富、互动性强

阅读盛会助力全民阅读推广

《学习关键词》

内容简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一系列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

“新”，可以用一系列关键词来概
括。全书由“学习小组”对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文章）中的关键
词进行梳理，总结分析这些关键词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帮助
读者理解当下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本报海口4月23日讯（记者郭
萃）首届书香琼台读书节今天拉开
序幕，开幕当天，心理分析畅销书作
家高铭以“文字的背后”为题，与学
子展开对话。

据介绍，在此后的两个月时间
里，书香琼台读书节还将邀请传统
文化研究者雾满拦江、作者清秋子、
公关研究大咖刘希平、畅销书作者
李尚龙等到校举办主题讲座，学校
还将举办端午诗会、经典诵读、书院
名篇等诗词朗诵欣赏赛会。

近年来，琼台师范学院着力推
广特色阅读，扎根传统文化，开启
经典阅读，加强读者线上线下互
动，“书香琼台”公众号阅读人数达
43878人，阅读累计123857次，学
校以浓浓的书香推动着校风学风
建设。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记者林诗婷）
人民海军成立 68 周年之际，海军分别在青
岛、舟山、湛江、广州、三亚等地开展舰艇开
放日活动。今天，南海舰队某基地军港码
头，当地市民、学生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代表等 1000 余人分批登舰参
观，近距离感受舰艇官兵的工作生活环境，
进一步增强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的国防意识。

上午9时许，南海舰队某基地军港码头战
舰列阵、人流如潮，三亚千余名市民、学生等到
此，近距离参观了泸州舰、清远舰，感受了舰艇
官兵的工作生活环境。

据悉，今天南海舰队某基地还举行了流
动军史馆参观、歌咏比赛等活动，以军民互
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共庆人民海军成立68周
年。

省委书记推荐阅读书目

《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

内容简介：作者王义桅继“2015
年中国好书”《一带一路：机遇与挑
战》后，从历史、经济、文化、外交、全
球化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一
带一路”时代的全球化、文明、战略、
经济、政治、外交逻辑，揭示了“一带
一路”倡议所展示的中国智慧与世
界智慧。

《论语诠解》

内容简介：本书结合新近出土
文献，对《论语》进行了解读，补充
了孔子和早期儒学研究的不足，并
对一些《论语》误读和偏解提出了
新见。全书用当代思维诠释传统
儒家精髓，立足学术前沿，谨遵学
术规范，语言浅显易懂，易为大众
接受。

《塘约道路》

内容简介：本书写的是贵州省安
顺市塘约村在党支部领导下，把承包
地重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走同步小
康之路后产生的奇迹。今年2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塘约道路>的三个
关键词》，阐述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
国力量是《塘约道路》最突出的主题，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的生动注解和诠释。

《如何阅读一本书》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阅读
指南，曾高踞全美畅销书排行榜
榜首，自问世以来，好评甚多，重
版 多 次 。 书 中 介 绍 了 阅 读 的 方
法、技巧，以及阅读所应具备的广
阔视野。

首届书香琼台
读书节启幕

4月23日，在省图书馆古
籍部，市民在图书馆专业人士
的指导下，体验线装古籍装帧
制作技艺。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体验
古籍装帧技艺，感受中国古籍
的魅力，省图书馆在 4月 22
日—23日面向读者开展线装
书制作技艺体验活动，得到许
多市民的积极参与。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市民体验
古籍装帧

“文昌通”上线试运行
加强对特殊群体关爱

本报文城4月23日电 （记者邵长春 通
讯员李惠子）为配合文昌市政府公交价格调
整工作，海南一卡通“文昌通”IC卡项目近日
已同步上线试运行，文昌也成为我省继海
口、三亚、儋州后，第四个落地城市一卡通项
目的城市。

目前，海南一卡通公司已完成“文昌通”业
务系统平台的建设、文昌市内海汽和辰龙公司
公交车车载机具布设、“文昌通”卡片定制、2个
客服中心的建设工作。

4月25日起，“文昌通”文昌汽车站客服中
心和文昌火车站客服中心2个客服中心也将正
式对外营业，可受理市民办理普通卡、特殊群体
卡，充值及售后服务业务。

据悉，为鼓励绿色出行、关爱特殊群体，文
昌将实行公交刷卡乘车优惠并发行特殊群体优
待卡。除“文昌通”项目将落实普通市民刷卡
乘坐公交可享受9折的优惠政策外，为加强
对特殊群体的关爱，还将发行针对老年人、
中小学生和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优待卡，
对70岁以上老人及残障人士实行刷卡免费
乘坐公交优惠，对65-69岁老人及全市九年
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实行刷卡乘车半
价优惠，对低收入群体、60-64岁老人实行刷
卡6.5折优惠。

据介绍，“文昌通”还将与省内海口、儋州、
三亚等城市及全国百个重点城市实现交通一卡
通互联互通，居民仅需持一张卡，即可实现在省
内各城市刷卡乘公交，免去办理多张卡的麻
烦。同时，持“文昌通”在文昌城区中石油加油
站刷卡加油可享9.7折优惠。

4月23日，小学生们登上军舰参观。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薛成清 摄

陵水与河北医科大学将
共建精神卫生医疗中心

本报椰林 4 月 23 日电 （记 者 林 晓 君
通讯员符宗瀚 陈思国）今天上午，陵水黎
族自治县政府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签
订《合作建设南平精神卫生医疗中心协
议》。双方将在南平农场共建南平精神卫
生医疗中心。

据介绍，该中心预计于今年10月开工，项
目计划投资3亿元，共设置500张病床。中心
的建成，在提升海南南部地区精神卫生医疗水
平的同时，还将为我省培养更多优秀的精神卫
生专业人才。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将发挥在精神卫生
疾病诊治的专科优势，以技术输出、团队派驻的
方式，分享医疗服务、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经验，
并通过人才培养、医疗培训等途径深化合作内
容，提升特色医疗水平，共同打造区域精神卫生
医疗中心。

南平精神卫生医疗中心合作建设项目，
是河北医科大学系统与陵水开展的深度合
作，也是陵水“三医联动”综合改革的又一次
创新探索。

陵水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本次合作
有效促进了陵水医疗卫生改革发展。该县将
抓住此次机遇，主动加强合作，提高县域医疗
服务水平，为全县乃至周边市县群众的健康谋
福祉。

三亚千余人登舰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