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道守信千古业，婆言勤俭万
年兴”，博鳌镇蔡家老宅中，一幅挂在
正堂的家训特别醒目。

65岁的蔡王普君是古宅创始人
蔡家森的孙媳妇：“老公公蔡家森15
岁那年从村头的万泉河边码头出发独
闯南洋，从一艘小木船起家，慢慢发展
成为一方巨商。如今蔡家的子孙后代
在东南亚的商界、金融界等领域都事
业有成。他的成功秘诀就是家训，现
在家族后代都遵循着这条家训。”

好家风、好民风，在琼海遍地开
花。推进“创文”工作后，琼海举行的

“好民风”之村、“好家风”之家评选活
动，给广大群众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比如嘉积镇纪纲社区陈保中，婚后夫
妻二人一直没有孩子，领养的女婴患
有先天性心脏病。陈保中觉得，“一
朝为父终身为父”，他不离不弃，带孩
子看病，执着地担负起父亲的责任。

七旬老翁十载救起数十名溺
水者、村民用生命和鲜血保一方平

安、外乡媳妇孝老爱亲成三里五乡
典范……如今，像这样的道德模范
在琼海市不胜枚举。

琼海市“三市一区”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宣传组组长洪贤瑞表示，这种
挖掘不是一阵风，而是持续通过各种
形式来宣扬，让文明蔚然成风。目
前，琼海正在挖掘城市社区历史沿袭
和文化特点，打造特色文化主题社
区。在书画爱好者聚居的登仙岭社
区，打造“书画文化街”，定期开展各

类普及宣传和比赛活动，让优秀传统
文化根植于市民的精神家园。嘉积
镇大园古村依托“秀才村”“博士村”
等人文资源，开展古村修复建设和文
化传承工程。

琼海是著名的旅游城市，这种文
明之风通过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传播四
方，树立起琼海、海南乃至中国的文明
形象。“来之前觉得海南景美，来之后觉
得海南景美人更美。”来琼海旅游后，山
东的游客李先生对海南赞不绝口。

好民风好家风 一座城市的文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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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黄琼雄）“未成年人道德
讲坛”自2012年 10月创建开讲至
今，共计开讲 1217 场，覆盖学校
1313所，听讲师生与家长385.6万人
次，已经成为我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品牌活动。这是记者今天从
省文明办获悉的。

据介绍，“未成年人道德讲坛”以
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中普遍
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以切实解决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痛点、难点问题为
目的，近5年来着重就未成年人“理
想缺失”“责任缺失”“感恩缺失”“诚
信缺失”“文明礼仪缺失”和“抵御毒
品侵袭能力薄弱”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攻坚与成果应用实践，成果明显。

讲坛活动中，受邀担任主讲的省
内外知名演讲家把理想信念、感恩孝
道、责任担当、诚信友善、文明礼仪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美德
少年、道德模范、先进人物等有机结
合，运用语言艺术、背景音乐、视频播
放、现场互动等方式，寓教于乐、寓教
于德，用讲故事的方式把道德思想、
品德修养、科学文化、精神力量根植
于未成年人的心中。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在研究、
探索与实践中，创建了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教育的新模式——主题教育
模式：精心策划主题，融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容；名家演讲与大课堂
模式：演讲专家根据主题内容与自己
的演讲风格对演讲稿进行再创作，以
充分体现其语言特色与演讲魅力；视
听结合模式：充分利用大型LED视
频播放车功能，结合演讲内容播放
真实感人的案例，具有很强的视觉
冲击力和心灵撞击力；互动体验模
式：积极调动师生与家长进行互动

体验，打破心灵壁垒……
变化在悄然发生，许多学校反

馈：一是上课认真听讲的学生多了，
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多了，碰到难题
认真钻研、主动向老师请教的学生多
了；迟到早退与逃课的学生少了，上
课打瞌睡的学生少了，考试作弊的学
生少了。二是学生变得文明礼貌了，
主动问候校长老师的学生多了，主动
关心帮助同学与拾金不昧的学生多
了，自觉爱护公物与校园环境卫生的
学生多了；乱扔乱吐、乱写乱画与乱
停乱放的学生少了，乱闯乱窜与高声
大叫的学生少了，学生之间的矛盾纠
纷少了，不团结友爱的学生少了。三
是家长的观念与态度变了，主动联系
班主任、任课老师的家长多了，争取
来学校参加家长会和相关活动的家
长多了，认为孩子教育只是学校老师
之事的家长少了，抱怨老师、责怪学

校的家长少了。广大教师也因此更
有尊严感、责任感与自豪感。

近5年来，据来自全省1300余
所中小学校38万余份的问卷反馈统
计，立志要改变自己的学生多达
99.5%，校园里呈现出昂扬向上的良
好精神面貌。

省文明办认为，“未成年人道德
讲坛”开讲近5年来的实践证明，讲
坛已成为一个服务政府、社会、学校、
家庭等多方受益的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平台：让学校实现了德教能力
提升、德教水平提高与学生思想道德
素质全面提高的双丰收的新局面；让
家长实现了家教水平提高、孩子不断
进步和家校关系和谐的新局面；凝聚
了社会各界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的共识。这一海南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领域的响亮品牌，已成为海南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

海南精神文明建设巡礼

6月15日召开的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会议明确了目标：全省各
地各部门要突出抓好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
校园“五大创建”活动，尤其是要积
极推动指导海口、三亚、琼海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实现海南全国文明城

市零的突破。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一目标

的基础上，琼海还举全市之力统筹推
进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全国健康
城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
作。今年3月，为整合资源力量，琼
海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琼海市“三

市一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指
挥部。

洪贤瑞说，当前，琼海的“创文”
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接下来将通过
博鳌风貌管控等一系列的行动，加大
力度、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广泛动员
社会各界和各行各业积极参与创建

活动，夯实创建基础，完成创建任务，
提高全面迎检参与率。

一种持续的紧迫感，正伴随着
“三市一区”创建工作沿着琼海的田
园阡陌不断扩散。琼海，正朝着全国
文明城市目标迈进。

（本报嘉积6月20日电）

开展整治行动，以示范点带动，“创文”两年多结硕果——

遍吹新琼海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开讲近5年，受益师生家长385.6万人次

敲开心灵窗户 播种道德花种

琼海嘉积镇北仍村，游客漫步村道，享受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随着“创文”工作的深入推进，琼海城乡环境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一座城的“内外兼修”
◀上接A01版

坑洼的背街小巷被修得干净平整、金盘夜市
的美食丰富又卫生，擦鞋、理发、购物都能在“15分
钟便民生活圈”解决，夏天老鼠、蟑螂在家“游街”的
情况基本绝迹……对于海口吉兴雅苑的业主们来
说，“双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心、便利。

“退休后，我隔三差五就来海口玩帆板。海口
现在变得干净、整洁，以前的垃圾死角都看不到
了。”来自上海的“候鸟”老人刘春阳说，海口越来
越有大城市的感觉。

变化不止于此。除了城市“面子”的改变，城
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民生工程的上马，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海口也在不断夯实城市“里子”，提升城市
品质，让市民越来越有获得感。

家住海口港爱路的范葭红说，今年春节过得
特别舒心。“一是因为菜篮子平价超市开到了家门
口，买菜便宜又新鲜。二是免费参加了海口群艺
馆的琼剧培训，让退休生活更加充实。”

海口市市长倪强说，夯实城市“里子”，离不开
对民生的关切。“双创”期间，海口投向民生支出的
资金占财政支出的75%。2016年，海口启动“双
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56个，年度投资达到20.2
亿元。改造市政道路21条、小街小巷1576条；升
级改造农贸市场42个，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
圈”40处、特色餐饮街（区）10条，建设街道综合文
化站21个。

“文明入民心，城市更美丽”。街巷变靓了，马
路洁净了，秩序规范了，市民文明素质提升了……
这，就是海口“双创”带来的巨变。“双创”，提升了
城市颜值。

海口入选2016年全国9个幸福城市之一。
“让百姓真正获益，政府才能得到掌声。”海南社科
专家詹长智评价说，“中国幸福城市”就是海口市
民颁发给政府的“奖状”。

创新
理顺管理机制 雕刻文明细节

目前，海口市“创卫”工作已通过国家爱卫会
综合评审和公示；“创文”连续两年在全国参评省
会城市中排名第二，“双创”成果颇丰。

然而，基础设施欠账多、市容环境需整治、管
理体系不完善、文明素质待提升……两年前，海口
各种软硬件落后，很多人都对“双创”信心不足，甚
至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海口奋起直追，华丽蜕变背后的原因是什
么？“总结起来，就是真干苦干科学干。”省委常委、
海口市委书记张琦说，所谓科学干就是下“绣花”
功夫，创新管理机制，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双创”对应的都是硬指标，城市治理管理中
的各种“疑难杂症”“硬骨头”都不容回避。但由于
部门间沟通不顺畅，很多硬骨头，谁也不愿意啃。

“过去，海口街头卫生、马路和人行道垃圾归
环卫管，绿化带垃圾归园林局管，下水道归市政部
门管，公交场站小广告、果皮箱归公交部门管
……”海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双创”工作
指挥部指挥长吴川祝举例说，以前由于“九龙治
水”，部门间相互推诿，连条马路都扫不干净。

“双创”后，海口施行环卫一体化，并创新引入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层层倒逼，明确
考核，不达标准的公司将出局。现在干净靓丽的
街道已成为海口最美的风景。

为打破部门藩篱，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线
全新升级，成为串起各部门工作的“指挥棒”“绣花
针”。热线接到市民诉求，多部门联动协作，纪委和
组织部门加强监督考核问责，30分钟响应处置。

“现在，市民只需要记住一个号码，就能解决一
切诉求。”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宋佐
说，自从“12345”热线让各部门实现互联互通后，市
政市容委下辖的各个部门就可以专心处理案件，提
高了办事效率，也让市民的诉求更快得到解决。

为打造“双创”升级版，海口向“国家队”借智
借力，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携手开启城市
更新工作。

交通优化、棚户改造、水体治理、城市增绿、文
化复兴……城市更新涉及7大方面，每项都直指
城市“顽疾”，将使海口的建设管理水平提升到一
个新高度。“

贴心
传递文明“温度”打造暖心之城

“双创”收一时成效不难，难在久久为功。
何为治本之策？海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

忠云说，城市文明创建离不开市民的广泛参与。
“要把‘双创’内化为市民的自觉行动，让人人成为
‘双创’风景。”

在椰城，处处可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乐善
好施、互帮互助的文明新风。这，也更加夯实了城
市的“里子”。

3天来回，一共12趟，车上备好口香糖、清凉
油，不断提醒考生有没有带文具和准考证。今年
高考，海口爱心志愿者司机吴全平连续第8年加
入了爱心送考的队伍。

在海口火车东站，志愿者会帮市民搬行李，教
老人操作自助购票机，天冷时送上热腾腾的姜茶。

社区、车站、学校、医院……海口市民发现这
些“红马甲”的身影无处不在。

目前，海口各类注册志愿者团队3203支，实
名注册志愿者26万人，志愿服务总时长超713万
小时。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海口一张靓丽的名片。

除了志愿服务传递出的温暖，不断涌现出的
凡人善举也擦亮了海口的城市底色。公交车司机
林达驾车抓劫匪，农家饭店女老板薛小兰连续6
年免费为环卫工人送茶水，风雨中为丢失井盖站
岗的海口“井盖叔”引发全城温暖寻找。

“双创”在改变城市“容颜”的同时，还在改变
每个人的行为。崇德向善，传递着文明“温度”，
打造了暖心之城，让这座滨海城市有了更深层次
的美。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至今已开讲1217场
覆盖学校1313所
听讲师生与家长385.6万人次

创建了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教育新模式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主题教育模式
名家演讲与大课堂模式
视听结合模式
互动体验模式

2012年10月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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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平 许春媚
通讯员 王日明

6月 15日，参加全省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会议的琼海市参
会人员犹感自豪，因为在会上，
琼海作为全省县级市唯一的代
表作经验交流。参会人员心里
更感觉到一份责任：深入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让全市50万老百姓共享
文明成果。

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红
利，不仅本地人感受到了，“候
鸟”也感受到了。“年前在嘉积
镇新民社区的西门农贸市场买
菜时，那里还是交通拥堵、垃圾
遍地，这次过来买菜，道路变得
干净整洁，道路两边再也不见
随地摆摊的商贩，干净、卫生，
环境变化太大了，买菜舒心多
了。”来自内地的朱先生在琼海
买了套房过冬，6月因一次出差
机会回到“第二故乡”琼海时，
惊喜不已。

不仅是西门农贸市场在
变，两年多来，整个琼海都在
变。废品回收站“变身”文化广
场、交通标志完善了、停车位多
了……“两年多的努力，不容
易！”琼海市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王连东感慨，“从2014年底被
中央文明委确定为全国首批县
级文明城市创建提名城市后，
我们就绷紧了建设这根弦，投
入资金在文化事业、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等领域。”如今，通过
开展整治行动、以示范点带动
等措施，文明之风正吹遍努力
打造海南东部中心城市的新
琼海。

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山叶社区的
叶园文化广场，每天人来人往。而过
去，这里曾是废品回收站，人人避而
远之。“以前这里每天是敲打钢筋的
声音，还有怪味四溢，没想到几个月
的时间发生了这么大变化。”山叶社
区叶二居民小组村民黄贤巍对这里
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高兴。

这只是琼海市巨变的一个缩
影。巨变始于2015年1月13日，自
这天起，琼海市正式拉开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的序幕。
两年多来，琼海举全市之力加快

推进创建工作，累计投入“创文”资金
90.1亿元。从解决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环境卫生问题入手，全市共拆除
违建11.24万平方米，改造修补人行
道6.5万平方米、街道9.8万平方米，指
导城区725家餐饮店完善环保设施。

在琼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
程中，城市不断焕发新貌的同时，城
市居民的文明意识也日渐增强。

6月10日，琼海市举行“创文巩
卫”万人签名活动。嘉积镇泮水大坡村
70岁老人符国荣听说后，说服老伴骑
着摩托车把她带到现场。她说：“‘创文
巩卫’工作是每一个市民的责任和荣
耀，多一人签名就多一份力量。”

主动参与文明创建，正渐渐成为
城市居民的自觉行动。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美化了环境、拉动了经济、带
来了舒适生活。物质上的不断丰裕，
也让群众格外珍惜精神文明建设的

成果，两者实现了良性互动。在石壁
镇芳前石村，村民们主动拆掉破旧的
猪圈鸡舍，积极投资投劳，把村庄建
设得像公园一样；在潭门镇，满街都
是工艺品店、海鲜店，商户们自觉抵
制宰客、恶性竞争等现象……

王连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
随着“创文”工作的深入推进，群众文
明素质不断提升，成为了美好生态和
文明生活的受益者、倡导者。

重颜值也重“气质”一座城市的文明蜕变

自我加压迎“大考”一座城市的文明追求

文明之风文明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