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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街公积金管理局大厅（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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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8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不包括三沙市）开
展监测的28个在用城市（镇）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
准，达标率为100%。（备注：饮用水水源
为原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
自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为
饮用水）。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7年9月1日

2017年海南省
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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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云慧明）经各市县、学校层层
选拔推荐，以及专家审核筛选，省教育
厅今天向周乃文等20名教师授予我省

“优秀乡村教师”荣誉称号，向黎明燕等
20名教师授予我省“优秀特岗教师”荣
誉称号，并予以表彰。

省教育厅希望，受表彰的教师珍
惜荣誉，再接再厉，进一步弘扬和彰
显当代农村教师献身教育、无私奉
献、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省教育厅
号召全省广大教职员工向受表彰的

“优秀乡村教师”“优秀特岗教师”学
习，牢记使命，立德树人，爱岗敬业，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努力做人民满
意的“四有”好老师。

省教育厅还要求各市县教育行
政部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在教师节
和师德建设年活动期间，多形式、多
渠道大力宣传优秀教师阳光美丽、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成绩凸显的新形
象新风貌，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师
重教和关心教师、支持教师的新风尚
新气象。

根据《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部办公厅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七届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评
选表彰工作的通知》（中宣办发﹝2017﹞30 号）
要求，现将我省拟推荐（保送）的第七届全国
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候选单
位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7年 9月 6日
—10日。在此期间，凡对公示作品有异议的，
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向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反映。

电话：65390593 65379891（兼传真）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4

号楼306室
邮编：570203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2017年9月5日

推荐名单

一、文化类
（一）全国先进基层文化馆、图书馆
保亭县响水镇综合文化站
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
（二）全国先进基层文艺院团（含民营文艺表

演团体）
定安县琼剧团
昌江县歌舞团
昌江县哥隆歌协会
（三）全国先进基层文化市场管理机构
五指山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屯昌县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二、新闻出版类
全国先进基层图书发行单位（含农家书屋）
五指山市毛道乡毛枝村委会农家书屋
昌江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三、广播影视类
（一）全国先进基层电影放映集体
屯昌县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昌江县电影公司
五指山市农村数字电影放映队
（二）全国先进基层广播电视机构
定安县广播电视台
琼中县广播电视台

保送名单
保亭县响水镇综合文化站
定安县琼剧团

省教育厅表彰一批
优秀乡村教师特岗教师

关于第七届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
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海南省拟推荐（保送）
单位名单的公示■ 本报记者 郭畅 杜颖

“阿姐，渔网不能撒在航道范围内，
否则会给过往船只带来不便，赶紧收起
来！”9月2日，在海口马村港，航道工邢
晓晖在港航管理局马村航道所的巡查
船上朝不远处的渔船大声喊着。过了
一会儿，巡查船靠近一座海上浮标，只
见邢晓晖敏捷地跳了上去，仔细检查电
路。烈日下，他浑身被汗水湿透。

很难想象得出，这是一个患有脑
垂体瘤、平时连下蹲都会眩晕的人。

邢晓晖是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下属
港航管理局马村航道所的一名基层职
工。出生于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的
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与省内的大小
江河、近海海域打了20多年交道，挖
沙疏浚，护航护标。同事们给他的评
价就一个字：“硬”。

此刻的他，应该躺在病床上静静休
养，等待第二次脑部手术。但他却选择
坚守岗位，谁来接替，他都不愿意。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这个人不
寻常。

盏盏航标灯守护渔民平安

茫茫海上，一座座航标就如同公
路的指示牌，失去航标，船舶就找不到
回家的路。而埋头苦干的疏浚工、航
标工就像陆地上的养路工一样，守护
着一座座亮着灯的航标，也守护着渔
民们的平安。

1992年，邢晓晖大学毕业，来到
省港航局下属工程队担任技术员。通
俗地说，他成了一名挖沙工兼航标工。

“那时候我们经常提着煤油灯，扛
着几十斤重的航标，走在滩涂路上。
陪伴我们的，只有夜晚航标上亮着的
那盏灯。”邢晓晖说。

在那个年代，地方航标所条件艰
苦，办公都是“打游击”。据邢晓晖回
忆：“以前都是借别人的办公场地，或
者干脆自己搭棚干活。回海口时，就
得把航标所的牌子摘下来，带着走。”
然而，他对航道工作的热情却丝毫不
受影响。

他说：“我不想当官，就想通过努
力，让咱们工人的办公条件能好一点，
让航标人的工作环境能好一点。”

患病贤内助支持丈夫事业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局长黄飞舟回
忆：“晓晖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埋头苦
干，7年前，局里想调他去儋州组建航
道所并担任所长。”可那一次，邢晓晖
的表现有些反常，他闷着头不说话，心
事重重。那是入职十多年来邢晓晖第
一次对工作安排有了犹豫。黄飞舟问
了许久，他才支支吾吾地说，家庭情况
不太允许。

没人知道，那时邢晓晖的妻子林玉
霞已经查出患有肺癌和肾病综合症。
他犹豫，是因为舍不得在妻子最需要自
己的时候离开。当晚，知道了情况的妻
子反而狠狠“教育”了丈夫：“咱们到啥
时候都不能忘了本分，把工作干好是第
一位，我的病算个啥呢……”

于是，邢晓晖跑到黄飞舟面前说：
“您放心让我去吧，我一定能干好！”

邢晓晖一去儋州就是6年，他带

着3名航标工组建了儋州航道所。多
少年来，航标工出海是没有一分钱补
贴的，邢晓晖却常常整天“漂”在海上。

“他站在航标上的身影，让人心疼。”儋
州航道所航道工何文科回忆说。

同事梁芳华告诉记者，大海可能
让人孤寂，但晓晖不会寂寞，他的内心
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一颗热爱航道事
业的心，还有一位善解人意的贤内助，
希望他们能战胜病魔，相守一辈子。

航道航标是他的命根子

2016年底，邢晓晖被调回海口马
村航道所工作。老同事见到他都吓了
一跳，因为他瘦了30多斤，身体状况
也不太好。

2016年 11月，邢晓晖突感头部
眩晕，不能正常站立。他到医院检查
诊断，结果是患有脑垂体瘤。医生告
诫：如果不及时做手术，脑垂体瘤可能
危及生命。他做了第一次脑部手术，
只请了5天假就回来上班了。

“为什么不多休几天？你这是在跟
生命开玩笑！”同事们既惊讶又心疼。
邢晓晖笑了，指着挂在办公室墙上的管
辖航标分布图说：“它离不开人呐！”

它，就是那张绘制着海南省马村
航道所管辖的澄迈、临高、屯昌三县的
港口、航道和航标分布图。沿海航道
12.36公里，内河南渡江航道72.53公
里……对邢晓晖来说，这张图如同自
己的掌纹一样熟悉。他离不开，也舍
不得离开。

9月1日，临高县域内金牌港灯桩
被船舶撞坏，这位老航标人带队奔赴

一线维修，谁也拦不住。用邢晓晖自
己的话来说，“航道航标是我的命根
子，要守一辈子的，怎么能放下？”

25年来，邢晓晖肩头扛过、手里

修过的航标早已不计其数。而他本
人，也正如一盏飘摇在海浪里的航标
灯，那点光虽然微弱却始终不灭。

（本报金江9月5日电）

省港航管理局马村航道所航道工邢晓晖患有脑垂体瘤仍坚守岗位

25年，那盏不灭的航标灯

本报三亚9月5日电（见习记者
陈奕霖）今天，记者从相关单位获悉，
三亚以3年为期，制定了多项教育事
业发展计划，力求到2020年实现教育
事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全省先进水
平，建立基本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

三亚力争用3年时间，新建、改
扩建公办幼儿园 18 所，新增学位
5700个，到2020年实现公办幼儿园
在园人数占总在园人数的 30%以
上；计划 3 年内新增中小学学位
9500个，全市80%的中小学校达到

省级规范化学校标准要求。
同时，三亚将启动“355本土名师

培育计划”，计划用3年时间，培养30
名骨干中小学幼儿园校长（园长），50
名市级学科带头人和500名市级骨干
教师。三亚还将通过“名校+”合作办
学模式，加快推进国内外名校在三亚
创办分校，搭建多样、特色、均衡且优
质的教育平台。

此外，三亚还将培育3所-5所与
本地特色文化结合的高中学科，发展科
技类、艺术类、体育类等“特色高中”。

本报三亚9月5日电（见习记者
徐慧玲 记者林诗婷）在自助查询机
上，凭借一张身份证，您可以在1分钟
内完成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今天，
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信息自助查询平台
正式上线运行，查询人可以通过自助
查询机实现个人或家庭无房证明、个
人名下房产登记情况、房屋登记明细
信息查询、房屋抵押/限制情况、房屋
自然状况等业务查询。

据三亚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查询人利用自助查询机查询时，
无需取号排队。自助查询机还集成了
打印和盖章功能，查询人选择对应的
查询项目即可完成证明出具。

据悉，目前自助查询机仅适用于
二代身份证。未办理二代身份证的查
询人，可作为家庭成员，人工录入身份
证号码查询（个人名下房产及房产明
细查询除外），其他证件暂不能查询。
同时，不动产自助查询范围限于三亚
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有效房屋登记记
录，不包括预合同备案及政策性住房
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不动产登记信息
自助查询及打印证明均为免费，查询
人可以通过扫描查询结果单右上角二
维码验证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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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在海南中学初二年级（2）班，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地理课程《我们
的海洋》，该课程内容今年首次纳入会考。 本报记者 张茂 摄《我们的海洋》今年首次纳入会考

三亚力争3年内
新增近万个中小学学位

三亚

自助查询不动产
登记信息仅需1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