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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李德乾

108、50400、1800……这些看
似枯燥乏味的数字，对于刘桂芳来
说，是一组组生动的影像，一个个鲜
活的故事，承载着她生活的艰辛、喜
悦和希望。

在群山环抱中的昌江黎族自治
县王下乡大炎村委会浪论村，“外来
媳妇”嫁进浪论村27年，不仅把家操
持得井井有条，也用一组组数字在心
里记下一本账，来见证着生活走出贫
困走向富足的变迁。

108元，这是刘桂芳最近提起最多
的数字，每当说起，她总是满脸笑容。

“每个月只需 108元移动套餐
费，家里宽带有了、手机4G信号有
了，网络一通，村里还有人做起了微
商。”刘桂芳笑道，从前的浪论村别说

上网，打个电话尚且嘈杂，看电视都
得靠“锅盖”，每到下雨天，大家都要
和电视雪花作伴。

截至上个月，昌江和中国移动海
南公司累计投入910万元资金，在王
下乡新建了80.9公里光缆顺利铺进
了浪论村，不仅解决了光宽带进入王
下乡的“最后一公里”，也改变了村里
人的生活方式。

村民林德良就利用光宽带入户
的机遇，把土蜂蜜卖到了每斤150
元，进山采一次蜜便能有2000元的
收入，挥手告别贫困。而刘桂芳也从
原来跋山涉水外出采购，到如今坐在
家里点点手机便能在网上下单。

“家里的家具、彩电都是在京东
上买的呢，想不到还能直接送货到王
下。”说起自己的新家，刘桂芳总是笑
得合不拢嘴。

5.04万元，是刘桂芳家最大的单

笔开销，但她却花得爽快，更有些自豪。
那是在2015年，昌江启动了浪

论村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用政府出一
点、企业出一点、村民筹一点的方式，
给全村64户村民盖上了新房。2016
年1月8日迁入新居的那天，刘桂芳
直言5.04万元这笔钱出得值。

“虽然积蓄都投了进去，但县里
的好政策让在读职校和初中的孩子
们学费生活费几乎全免，每个月只需
300元生活费，住进新房心也定了，
要想办法好好赚钱致富啦。”房子有
了、路通了，孩子上学的压力没了，刘
桂芳身上的担子也慢慢轻了。

还记得刚嫁到浪论村的日子，住
的是茅草土坯房、过的种植山兰糊口
的苦日子。“不管是种菠萝还是种橡
胶，交通条件差，怎么都卖不出去。”
刘桂芳回忆道，那时候的村子里，每
个月开销收入不过是四五十元，见过

百元大钞的村民都没几个。
而1800元，是让刘桂芳感觉到

苦尽甘来的一个数字，也是让她流过
泪的数字。

2014年，水泥硬化的公路修进
了浪论村，让这个深山穷村与外界相
连，也是在路修通的那年，昌江给浪
论村的每家每户发放了8只猪苗，作
为产业发展的基石。待到年底，刘桂
芳家里卖掉的两头猪，给她带来了
1800元的收入，她清楚地记得，收到
钱的那天她兴奋得睡不着。

养殖业敲开了村民的致富门，昌
江趁热打铁，在2015年又给浪论村
的村民每家每户发放了100只山鸡
苗，着力改善浪论村落后的农业产业
结构。而通向村外的路好走了，刘桂
芳家种植的芭蕉也有了销路。“每斤
1块5的价格虽然不高，也总比烂在
地里强。”刘桂芳笑道，有生意头脑的

村民，还把芭蕉拉到石碌镇上卖出4
元的高价，收入更为客观。

增收的路子有了，浪论村的市场
也繁荣起来，开始有商贩拉着新鲜农
货进村售卖，刘桂芳一家过上了买菜
做饭的日子。

如今坐在自家门前的小院子里，
刘桂芳喜欢时不时拿起手机跟孩子
们视频通话，放在以前，这是她从没
想过的场景。

而随着光宽带的开通，浪论村所
在的王下乡，越来越多村民开始把自
养自种产品放在网上销售，昌江也将
旅游产业开发、带动村民脱贫致富也
写入了下一步计划。

“用手机看看直播、和孩子聊聊
天，要说还有担心，那就是每个月话
费不止108元了，但现在咱们敢花！”
刘桂芳笑着说。

（本报石碌5月24日电）

108元移动套餐费，5.04万元盖新房，两头猪收入1800元……

外来媳妇的脱贫账本

砥砺奋进的 年 脱贫攻坚在海南

⬆ 浪论村旧貌
⬅ 浪论村新貌

（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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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正在处理
成最终处理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通过搭建各类平
台，不断拓展和畅通群众反映诉求的渠
道。但有些时候，部门在表示“正在处理”

“尽快解决”后，便做起了“哑巴”，不再有
下文……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时间越久，
这些事件和问题被重新提及、被摆上风口
浪尖的几率就越小，最后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对这些人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这种“缓兵之计”或许可以将一些事
件和问题由“热”拖“冷”，换来一时风平浪
静，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可以“掩耳盗
铃”，广大群众可不会抛之脑后。社会公
众评价一个部门，不仅“听其言”更会“观
其行”，长期“正在处理”，只会不断地消耗
公众预期，最终让政府公信力受到损害。

因此，别让“正在处理”成最终处
理，应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改进作风、真
抓实干、密切干群关系的迫切任务。如
今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政务服务的规章
制度，明确了办件回复的时限，让“正在
办理”有了盼头，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
评。只有加强监督，真正把“正在处理”
变为“已经办理”，才能更好为广大群众
贴心服务。 （希仁）

（摘编于5月24日《人民日报》）

高校专业设置
应少些“利己主义”
■ 王凯蕾

最近，中山大学对本科专业进行动态调整的
消息引发了社会关注。一些教育专家认为，中山大
学对本科专业调整和优化，切中当前我国本科教育
两大时弊，是以猛药治教育资源分散之沉疴，发人
深省。一是切中专业设置随意、千校一面之弊，哪
个专业热门就一窝蜂上哪个，漠视办学传统、不考
虑师资基础，导致高校办学同质化；二是切中当前
本科教育有“教学模式粗暴，专业培养不专业”之
弊，不少高校本科专业间的培养区分度不足，专业
名异实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相差无几。

大学本科教育真的需要那么多专业吗？从现
实看，由于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尚难退出历史舞
台，过细划分本科阶段教育、过于强调专业壁垒，
不仅没有必要，也不符合社会实际。

我国本科教育长期存在两大弊端，究其根本，
恐怕是一些高校身上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作
祟。多设立院系、专业，对内可以多设岗多招生，对
外可以多些头衔多拉项目、课题，极易导致高等教育
偏离知识传承、教书育人的初衷，以院校的利益替代
学生的利益，以院校的利益覆盖社会的利益。院系
的重复随意设置、专业的叠床架屋，以社会需求之名
行利己之实，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教育资源，不仅学
生懵懵懂懂过4年，而且学校集中不了精力办“特
色”、办“大事”。因此，院校利己主义看似与时俱进，
与实践同步、与社会接轨，实则上不着天、下不落地，
不利于高校特色发展之路。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针对种种弊端，包括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在内的国内著名高校都在
根据自身实际积极进行专业动态调整，纷纷探路大
类招生、宽口径培养，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回归了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更加符合人才
成长规律。当然，大类招生、通识教育也会对当前高
校教育教学工作带来新挑战，比如大类往往涵盖多
个专业，而各专业有特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
系，如何保证学生既有扎实的基础训练，又有系统的
专业知识，这是一大难题。这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摸索解决之道，不断完善。但若不敢直面问题，只是
趋利追风，坐不了十年冷板凳，何谈世界名校？

■ 张成林

所谓的红砖，也就是实心黏土砖，
早在 2010 年已被明文规定禁止生
产。然而，7年过去了，据南国都市报
报道，在文昌文城、罗豆、蓬莱等地仍
有不少砖厂置政府禁令于不顾，非法
生产实心红砖，而且生意火暴，更甚的
是，一些环保砖厂也开始生产起红砖
来。红砖生产的死灰复燃，危害甚大，
必须从严查处，决不能让红砖厂破坏
了当地“绿”生态。

红砖生产，究其危害，主要有两方
面：其一，损毁土地，每烧制一块红砖，
需要数倍于其体积的土壤原料，为了
保证原料供应，大多要挖土毁田，其结
果造成砖厂周围“千疮百孔”；其二，烟
尘污染较重，实心红砖厚实、密度大，
烧制起来需要大量燃煤，造成砖厂烟
囱浓烟滚滚，排放大量有害烟尘。青
山绿水是海南的最大本钱，红砖厂的

“斑斑劣迹”显然与海南生态为先理念
格格不入。

危害甚大，且有明文禁令，但红
砖生产却仍不停息，归根结底，在于
有利可图。红砖厂主为利“红”了眼，

只看到红砖带来的大把钞票，却罔顾
由此造成的环境破坏。古人言：“富
与贵，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试
问这些红砖厂，烫手钱财拿得心安
否？另外，红砖厂在多地都有存在，
而且长期生产，禁令难禁之下折射出
的是监管乏力，说明相关监管部门没
能守好土、负好责。

再进一步看，红砖厂屡禁不止的
背后，是庞大的消费需求，是错误的
消费观念。许多村民建房，对环保砖
心存疑虑，认为实心红砖结实、耐用，
对其情有独钟。结果导致环保砖虽
环保却打不开销路，而实心红砖虽被
禁却依然供不应求，甚至一些环保砖
厂转而生产红砖。基于此，根治红砖
污染除了加强监管之外，还要做好宣
传引导，逐步改变民众建房的错误用
砖观念。

挖土烧砖损毁土地、烟尘弥漫污
染环境、政府禁令置若罔闻，红砖厂
死灰复燃身犯“多宗罪”。当前，城镇
化正加快推进，居民迁居建房日益增
多，用砖需求不断加大，相关部门对
红砖厂死灰复燃现象不可掉以轻心，
必须要加大监管力度，从严从重高压
打击，同时要借助有效的宣传引导，
摆正民众用砖观念，从源头上杜绝红
砖存在空间。

别让红砖厂毁了“绿”生态

考试不需老师监考，如果一人
作弊，全班的成绩都要作废……这
样的反作弊考试办法，如今正在东
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机电工程系
2014级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创
新班实行。

此规定看似是学校监考制度的
创新，实则是雷人搏出位的作秀。
试问，如果老师不监考，如何能够发
现学生作弊；要发现学生作弊，老师
又怎会没在监考？因而这是一个两
难的规定。该校所谓的无人监考，
不过是监考老师从考场内移步到了

考场监控探头的控制室里罢了，换
汤不换药，又怎是无人监考呢？此
外，学校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学生作
弊，是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但若因
为个别人作弊就使全班成绩作废，
如此雷人的“连坐”，对于没有作弊
的学生而言公平何在？这正是：

学生考试为精进，
无人监考需诚信。
连坐处罚不可行，
监考改革需谨慎。

（图/王铎 文/饶思锐）

连坐处罚不可行

■ 袁锋

日前，《海南省食品摊贩监督管
理办法（试行）》在海南日报发布，自
今年6月1日起施行。长期以来因难
以取得合法证照而处于“地下经济”
地带的食品加工销售小摊贩，将取得
属于自己“名分”。

几张桌子，几把椅子，甚至只需要
一辆推车，路边小吃摊的生意就能红
红火火地做起来。爱之者食髓知味，

乐在其中，厌之者则眉头紧锁，抱怨
连连。不少人的早餐、夜宵都喜欢在
路边摊解决，而有些路边摊甚至承载
了一些人十年、二十年的味觉与情感
记忆。因此，虽然路边摊存在着种种

“原罪”，但又有着深厚的“群众基
础”，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流动经
营的摊子，就这样在城市管理、食品
监管和法律规章的边缘地带辗转腾
挪，野蛮生长。

监督管理如同治水，对于现实存
在的百姓需求，一般来说堵不如疏。
此次出台的食品摊贩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食品摊贩要办理登记，发放信息
公示卡，可以说将解决路边摊名分问

题，赋予合法地位，让他们“转正”。
有了相关规定，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做
生意，不用再提心吊胆过日子了。不
过，这并不意味着相关“原罪”就能迎
刃而解。新举措、新办法，试图重新
定义小小路边摊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从而赋予监管部门和摊贩自身更多
责任，为食品安全和城市环境开拓新
天地。

食品卫生和安全状况参差不齐，
占道经营严重影响交通，噪声、油烟、
垃圾、污水等扰民和污染环境，是路边
摊最集中的一些共性弊病。互联网时
代，监管不仅要在技术上更新换代，更
要在思维上跟上潮流，方能让消费者

香在舌头、甜在心头。笔者通读这份
监督管理办法，发现其中也提出了一
些较有新意的对策。如要求张挂摊贩
信息公示卡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乡
（镇）政府、街道办要征求社会公众意
见后，科学划定经营区域或者临时区
域，合理确定经营时段，并提供必要基
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在管理长效机制
上，为摊贩建立诚信档案，对产生不良
信用记录者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及时
向社会曝光其违法行为。

应该说，对于食品摊贩采用这些
监管手段在我省还比较新颖，如能得
到严格执行，有望起到明显的效果。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监管手段不执

行是掣肘，执行中走样变形也是掣
肘。以往在摊贩管理中采取过设立城
市疏导点等一些对策，也出现过疏导
点被私下收取高昂入场费等歪曲政府
本意、侵害群众利益的走样问题。如
何避免新的管理规定重蹈类似的覆
辙，如何兼顾方便百姓与环境治理，如
何在摊位的分配上做到公平、公正、公
开，如何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经营者的
诚信意识、公德意识、食品安全意识
等，都是需要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执行
者孜孜以求、深度思考、躬身实践的现
实问题。面对求新求变的舌尖风潮，
需要始终关注的，是食品背后，人们对
健康的渴望、对城市品质的追求。

路边摊既要“身份证”也要“健康证”

省委组织部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
“两学一做”专题学习会议精神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周小清）
今天上午，省委组织部召开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两学一做”专题学习会议精神。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瑞连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是做好新形势下组织工作的
纲领性文件。省委常委会安排专门的时间，原原本
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体现了新
一届省委对组织工作的高度重视，彰显了省委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
觉。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会上的讲话，通篇贯彻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组织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新要求，对我省抓好组织工作提出了十个方面
的要求，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组织工作
提供了重要遵循。

王瑞连强调，全省组织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刘赐贵
书记讲话精神融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之
中，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紧密结
合起来；要结合省第七次党代会各项工作任务的分解，
细化十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相关
制度，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要切实把好干部
标准树起来，把选人用人的规矩立起来，做到精准科
学、公道正派、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打造一支忠诚干
净、勇于担当、思想解放、能力突出的干部队伍，为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据悉，5月23日，省委组织部机关各支部召开学
习会，传达学习了常委会专题学习会精神。省委组织
部还将印发通知，对全省组织系统抓好贯彻落实作出
部署。

三亚下乡进村宣讲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三亚5月24日电（记者林诗婷）今天下午，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带领宣讲组来到三亚
市吉阳区罗蓬村，进村入户走访贫困巩固户，宣讲省
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为村民们带来发展产业新思路。

宣讲组走访了该村贫困巩固户蓝德冲、蓝德新家
庭，了解他们的脱贫之路，并鼓励他们创新模式、发展
产业、走上致富路。随后，宣讲组在罗蓬村向该村支
部党员宣讲了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听过宣讲之后，
罗蓬村的党员、村民表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大家会
积极引进项目发展产业，结合互联网等新手段发展农
村电商，拓宽致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