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城（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项目位于琼中县城
南部，紧邻百花岭风景区，从营根河什也桥至新城区，途经百

花廊桥、百花大桥、什伽玛大桥，两岸全程合计约6.8公里，

将结合百花廊桥景观在河道两边建造特色黎苗风情街。

华中师范大学投资，投资额约6900万元。琼

中中学将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纳入华
中师范大学合办学校统一管理，旨在打造高品质的
现代品牌学校。

“一河两岸”项目 “华中师大合作办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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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

海南精神文明建设巡礼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唐璨

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
因为母亲罹患精神疾病，生活无

法自理亦不能接受陌生人照顾，海口
市琼山第五小学六年级学生田素仪从
上小学起，就坚持每天放学后，为母亲
做菜喂药、擦身洗澡，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弟子规》中这段简洁却令人动容的
陈述。

田素仪的小手隐约可见薄薄的茧
子，但她不以为意：“再辛苦，也不能不

管妈妈。孝顺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古
人通过诗句、文章给我们讲了许多的
故事，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是谁在12岁的田素仪心里撒下
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记者在她
所就读的琼山五小看到，校园里，孔
子雕像谦谦而立，花圃边、墙梁上、
教学楼里……处处可见《三字经》
《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24 个字”。“传承经典基
色，润德笃行促知，内炼核心素养，
固化魅力品质”的校园文化定位，贯

穿并影响着学生接受教育、启迪人
生的全过程。

“国学经典对于人的教化作用，恰
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虽然
经典无声，但是教育有痕，我们笃信德
行修养是一个人成功的根本，笃信‘今
日以经典奠基，明日可栋梁参天’，所
以一直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创建
文明校园的重要抓手。”海口市琼山第
五小学副校长许青说。

他举例，在美化校园环境时，学校
利用墙壁和横梁打造文化氛围，绘就
了活灵活现的“十二生肖”，誊写了朗
朗上口的“唐诗宋词”，讲述了寓意深
刻的成语故事，展示了言简意赅的修

身名言；在设计校本课程时，学校组织
力量编写了一套六本《走进国学》教
材，图文并茂地摘登并解读了大量经
典诗文；在开展课间活动时，学校精心
编排了一套“礼仪操”，每天定时组织
学生到操场集合练习，每每那时，数千
双小手在空中挥舞，脆生生的“您好”

“谢谢”响彻校园。
老师们也非常注重引导学生养成

读国学、爱国学的习惯——每周一升
国旗仪式后，都有两个班级要上台向
全校师生用自己的方式展示国学知
识；除了每周安排一个完整的早读用
来诵读国学经典之外，每天下午第一
节课前还要进行简短的诗文朗读。

“创建文明校园，就是要让每一
处设施都有育人功能，让每一面墙
壁都会说话，让每一条通道都有生
命力。”如许青所说，记者注意到，在
该校的科技长廊里，摆放着学生们
做的椰雕作品，几十个椰壳中大部
分绘制的都是京剧脸谱，有的大椰
壳上还誊着两句小诗，别有一番意
趣。长廊的另一边，几根立柱上展
示着该校“美德少年”的评选结果，
每个孩子几乎都选择了古诗词作为
自己的座右铭。

这座书声琅琅的文明校园里，优
秀传统文化陪伴着孩子们成长。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

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创建文明校园抓手

经典无声 教育有痕

本报营根6月17日电（记者郭
畅）记者今天了解到，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策略，
向投资商展示琼中生态环境优势，吸
引全国各地企业在琼中投资。截至

目前，全县正在洽谈签约的项目共两
个，分别是琼中营根镇一河两岸建设
开发项目（简称“一河两岸”）和琼中
县政府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办学项
目（简称“华中师大合作办学”）。

下一步，琼中将于 6 月 27 日
—28日在云湖度假区举行招商系列
活动，邀请华侨城（海南）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复星集团、中国交建海南
区域总部、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等40家企业，通过招商引资推
介会等形式，展示琼中整体形象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开展洽谈交流
活动，完成一批签约项目，促进琼中
经济向好发展。

琼中将面向40余家知名企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一河两岸”“华中师大合作办学”双项目落地

本报洋浦6月17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贾霖 刘毅诚）6月27
日，洋浦经济开发区将举行大型投
资推介会。目前，该开发区各项准
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为充分发挥“2017海南综合招
商活动”的溢出效应，结合洋浦发
展定位、产业规划，该开发区招商
小分队赴珠三角、长三角、环勃海
等经济发达地区，开展“敲门”招

商、定向招商、点对点招商活动，并
邀请目标企业前来洋浦实地考察
和洽谈。

同时，洋浦积极参加和借助津
洽会、中博会、中俄博览会等知名平
台，充分展示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
保税港区建设新形象、投资新机遇。

洋浦经济开发区还注重拓展境
外国外招商资源。早在今年5月下
旬，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带队，

赴卡塔尔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招商活
动，推动与卡塔尔石油公司在百万
吨级乙烯项目、清洁能源等油气产
业的务实合作。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已有多
家企业积极回应，向洋浦伸出“橄
榄枝”。6月15日，斯伦贝谢公司
有关高管到洋浦考察投资环境，就
海洋油气勘探开采服务保障基地
项目投资与合作事宜进行洽谈。

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
务集团，拟在中国华南地区建设针
对海洋油气勘探开采的服务保障
基地，提供仓储、设备维护与调试
等技术服务。

洋浦经济开发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洋浦策划包装一批条件比
较成熟的重点产业项目。6月 27
日，该开发区举行的大型投资推介
会值得期待。

洋浦经济开发区开展敲门招商、定向招商等招商活动

推动清洁能源等油气产业合作

本报三亚6月17日电（记者林诗婷）“有了
这笔钱，我可以安心地回老家安度晚年了！”今天
下午，66岁的市民王世雄和老伴儿拿着《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说。

王世雄原来住在水产公司宿舍内，是临高新
盈镇人，2000年来到三亚，以打渔为生。这次的
拆迁，他选择了货币补偿的方式。“有了补偿款可
以给儿子盖房，生活无后顾之忧了。”王世雄已经
规划好了补偿款的用途，想到未来的日子，脸上露
出了笑容。

据悉，“阳光海岸”片区棚户区改造征收房屋
及建筑附属物总建筑面积约167.36万平方米，涉
约7346户、人口约31000人。共有三种征收补偿
安置方式供棚户区居民选择，分别为产权交置、货
币补偿、产权交置和货币补偿相结合。棚改户区
居民在2017年6月23日前（含当日）签订协议并
搬迁腾空房屋的，一次性给予每户8万元的奖励；
居民在2017年6月24日至2017年7月13日（含
当日）内签订协议并搬迁腾空房屋的，一次性给予
每户5万元的奖励。

三亚阳光海岸棚改片区启动签约

首批629户居民签约完毕

◀上接A01版
他表示，大会的召开对加强民进海南
省委会自身建设，巩固推进海南统一
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开启海南民进
工作新局面意义重大。他希望，民进
海南省委会要进一步增强政治共识，
充分认识搞好政治交接的重大意义，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不断提高“五种
能力”，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为推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
展，促进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海南省委会
主委陈莉代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
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选举产生
了民进海南省第七届委员会和海南省
出席民进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
表。民进海南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选举史贻云为主任委员。

民进海南省第七次
代表大会召开

6月15日，在海口桂林洋经
济开发区，一望无际的荷田里，农
民们正忙着挖莲藕。据介绍，这
里的莲藕上市半个月来，行情不
错，价格每斤四元左右。

桂林洋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因
地制宜，鼓励农民大力种植莲藕，
目前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帮助
当地农户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夏季荷田
挖藕忙

本报嘉积6月17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欧
若）“我身体好，抽我的吧。”今天上午，海南软件职
业技术学院艺术馆前的献血车上，48名同学挽起
袖子，把手臂伸向工作人员准备献血。

6月17日零点33分，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团委发出紧急倡议书，倡议书说，海南软件职业技
术学院定点帮扶村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
伴村贫困户陈金理的32岁儿子吉暖，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住院，急需进
行心脏瓣膜手术，但血液库存紧缺，无法手术，必
须在6月20日前筹集到1600毫升血液，号召全
院上下积极为吉暖无偿献血。

倡议书发出后，自愿献血的同学们按秩序排
起了长队，逐个进行登记和献血。

上午9时至12时，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符
合献血条件的29名学生共献血8750毫升，远远
超过吉暖手术所需的1600毫升血液指标。海软
人的爱心和热血汇成了生命的激流，将一滴一滴
地流进吉暖的身体，重燃生命之火，为这个贫困家
庭点燃希望之灯。

据了解，陈金理原本家庭幸福和美，但天有不
测风云，灾难降临：2009年，小儿子吉暖心脏瓣膜
疾病发作，在五指山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0多天，
花去家里的积蓄2万多元。2010年10月，丈夫在
暴雨中为稻田排水摔倒，导致脑出血，手术治疗不
成功，病情恶化撒手人寰，家里的积蓄几乎全被掏
空。2011年4月，大儿子因狂犬病毒发作离世。

血库告急！
保亭贫困青年先天性心脏病无法手术

海软学子热心献血救人

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三亚6月17日电（见习记者陈奕霖 记
者黄媛艳）记者昨天从三亚市市长办公会上获悉，
该市今年将分批次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第一批10
个行政村的13个自然村建设工作已全部开工，力
争11月底前完工；第二批10个行政村的18个自
然村建设，将于6月开工，计划今年底前完工。

据了解，三亚今年首批美丽乡村建设中，进展
最快的崖州区抱古村已完成总进度的71%。已经
动工的崖州区南山一村将建黄道婆纪念馆，南山二
村主打长寿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融入特色历史
民俗资源，提升“软件”吸引力；海棠区则计划将龙
楼村等数个村庄打造成为田园综合体，深挖好山好
水，突出田园风貌，发展休闲旅游业，形成“美丽乡
村带”，扩大自身优势。

加快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三亚还
坚持市场主导，引进华侨城（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途家网等多家大企业参与运营管理。目前，该市
15个示范村产业发展已有实质性进展，中廖村项
目、青塘村亲子主题乐园均已在4月开园，南山
村、文门村、天涯风情小镇等项目也与相关企业签
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三亚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在推进美丽乡
村及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将牢牢抓住“生态环
境”这个根本不放松。在抓牢农业传统生产的基
础上，计划通过发展光伏产业、引进互联网电商平
台等方式，让村民实现增收。

据悉，三亚还以干净整洁的农村环境为着力
点，加大农村污水处理力度，目前，该市已完成118
个自然村污水处理的施工设计，并将在2017年-
2018年完成248个村庄的污水治理工作。

今年第二批18个示范村本月开工

三亚美丽乡村建设
融入“土”文化引来好商家

关注三亚“双修”升级版

■ 本报记者 李磊

“光是上个星期，就来了三批考
察五色粽的经销商。”近日，琼海石壁
镇南通村“苗妹子五色粽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马振学很忙，没和记者说
上几句话，又接到另一个订货电话。

马振学说，几年前，南通村只是一
个被封闭在大山深处的苗村，村里人
守着满山的橡胶、槟榔过着紧巴巴的
日子。交通不便，一度是大家的心
病。进村的唯一通道长30公里，需
穿越山岭，距离长、道路窄、坡度大。

改变始于2015年底。在省、市
两级扶贫资金的帮扶下，一条16公
里长的水泥路将南通村与中线高速
乌坡入口连接。出山再也不用绕行
险峻山路了。

路通了，渴望改变命运的苗家人
也感到，再也不能靠着单一的槟榔、
橡胶种植过一辈子苦日子。“村子里
有很多特色农产品，但不为人知。”南
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宏毅
说，首先他们想到的是把传统苗家在

“三月三”制作的五色饭，改良成独具
特色的五色粽。

2015年底，在村里致富带头人
马振学的带领下，南通村成立了“苗

妹子五色粽专业合作社”，用草药汁
液将米染成红、黄、蓝、黑、白五色，生
产出苗家特色美食“五色粽”。

产品一经推出，立刻受到市场的
青睐，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高速公路
运往全省各地。随着订单规模的扩
大，今年5月，合作社占地320平方米
的专业厂房在村里落成，不少特色农
产品经销商与之签订了供销协议。
端午节期间，合作社甚至还向居住在
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海南乡亲销售了
数十箱粽子。

五色粽的畅销，带动了整个南通
村产业的转型，也悄悄地改变着村民
的生活。

如今，南通村已发展了千余亩粽
叶、200余亩染色草药种植产业。此
外，和五色粽一同走出去的，还有益
智、蜂蜜等新发展的特色农产品。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交通扶贫
力度，改变着一个个像南通村这样封
闭贫困村庄的面貌。去年，我省启动
了总投资127亿元的“交通扶贫六
大工程”，涉及自然村通硬化路、窄路
面拓宽、县道改造、生命安全防护、危
桥改造和旅游资源路，计划2018年
底完成1.6万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全
省各市县具备条件的自然村100%实
现通硬化路。

（本报嘉积6月17日电）

琼海石壁镇南通村村民从守着橡胶树过紧日子，到把苗家美食卖到海外——

扶贫公路带来苗村巨变
脱贫攻坚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记者从近
日举行的海南省第二次古树名木资源
普查动员培训班上了解到，我省将于
本月启动全省第二次古树名木资源普
查工作。

普查的主要目的是查清我省古树
名木资源总量、种类、分布状况、生长
情况；单株古树名木树种、树龄、保护
级别、生长地点、生长环境、生长状
况、养护管理等数据和照片资料；掌
握了解古树名木的生态、科研、人文、
地理、旅游等方面价值，以及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为
制订古树名木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文
件、规划设计及养护管理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

本次普查全省范围内的古树名
木，包括各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城市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国有
林农场和村庄生长的树木等。普查工
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古树名木每木定
位和调查、古树群调查、海南省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系统、编制海南省古树名
木普查报告、普查成果应用等。

据悉，全省第二次古树名木资源
普查工作至2018年10月结束，普查
分三个阶段实施。其中，2017年6月
至2018年3月进行古树名木资源实
地调查、认定工作；2018年 4月至6
月，完成古树名木资源基础数据汇
总、信息建档工作；2018年7月至10
月，完成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上报
工作。

我省将启动第二次古树名木
资源普查工作

查清我省古树名木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