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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通讯员 蒋小芳

见到王启河的时候，看得出他身
体有些虚弱，但这没影响他以饱满的
热情走进课堂。

“与往年从高一带起不同，这学期
开学就带高三，学生们的课耽误不
得。”王启河的声音很温和，一两句话
就拉近了与陌生人的距离。

王启河是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中
学的化学老师。2011年，刚从海南师
范大学毕业的他只身一人来到白沙，
6年来，王启河在这里收获了爱情与
家庭，也收获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对他
满满的敬爱。

一次家访，让他下定决心

“来学校的第一天，4个小时的车

程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王启河笑
道，路途遥远，舟车劳顿，到了学校后
发现，当时白沙中学新校区还未投入
使用，他只好借住在老校区的一间老
旧平房里。环境差、生活条件差，王启
河心里稍微打起了退堂鼓。

新学期开始前，崭新的白沙中学
投入了使用。王启河说，自己看着焕
然一新的学校，心想山里的孩子们一
个也不少，都能在敞亮的教室里读书、
学习，多好啊。于是在教学之余，他尝
试与学生们交心。“想要了解学生们的
生活，家访最实在。”王启河笑道，正是
一次家访，让他原本有些浮躁的内心
安定了下来。

王启河告诉记者，当时他带的班
上，有个不爱说话的学生，学习成绩停
滞不前，他决定去学生家里看看。“从
县城到学生家所在的南开乡，开车要
一个半小时，还全是山路。”王启河说，
那场和家长一直持续到晚上的长谈已
记不清内容，但留宿在村里的那个夜
晚却记忆犹新。

“睡到半夜被脚步声吵醒，原来是
一场大雨，学生家破旧的瓦房漏了水，
学生的父母正忙着找来盆子接水。”王
启河说，他突然意识到，上学是让这些
孩子真正摆脱贫苦生活的希望，而这
希望，如今正扛在他的肩膀上。

从那一刻起，王启河决定扎下根
来，像照顾家人一样，把学生们送出大
山。

一次生病，让他收获感动

王启河没食言，在他班上的每一
个学生，不管成绩或好或坏、不论调皮
或是谦和，他都用同样的努力去教育
他们。“在我眼里，学生都一样，我要是
放弃了，就把他们改变命运的路堵死
了。”

因为是青年教师，王启河常常仗
着自己身体好，在教学之余给学生们

“开小灶”，顾不上吃饭是常有的事。
日积月累，再好的身体也扛不住了。
2012年，王启河因为肠胃病，不得不

暂别讲台赴广州进行手术治疗，根据
医生的建议，他至少得休息3个月才
能慢慢回到教学岗位。

“住院那两个月，心里比谁都急。”
王启河说，当时自己的班级马上就要
升入高三，而学校里的高三化学老师
一直紧缺，眼看着同事压力越来越大，
他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反对，带着还没
痊愈的身体又回到了白沙。

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王启
河回白沙的那天，班上的学生们自发
来到车站，迎接他们两个月没见的王
老师。

“心里不仅仅是感动，我在学生们
的眼里，看到了渴望。”顾不得身体尚
未痊愈，王启河主动担起了了两个班
的教学任务，身体却自此落下病根。

一种责任，让他无私付出

任教6年，王启河成了同事眼里
的教学尖子、学生眼里的“知心大哥”，
变的是不断精进的教学技能，不变的

是脸上的谦和和心中的责任。
去年，王启河班上的学生符文娇

突然离家出走，曾让他惊出一身冷
汗。“发动了好些人出去找，好不容易
找到了还得细心开导。”王启河回想起
当时的情况，仍心有余悸。在了解了
学生的家庭状况后，他又做起了学生
和家长间的“和事佬”，不仅把符文娇
带回了课堂，也化解了家庭的矛盾。

大家都说，王启河对学生可比家
庭上心多了。所以记者问到家人的态
度时，王启河眼里掩饰不住愧疚和感
谢：“妻子也是学校的老师，我俩都忙，
但是照顾孩子的事，全是她一人扛
着。”这个学生、家长、同事眼里的好老
师，其实也常常因为当不了一个好丈
夫、好爸爸而内疚。

6年时间里，王启河在县里、省里
拿下了许多教学奖，面对同事的称赞，
他却总是谦虚地摆摆手：“我就是个普
通老师，要学的也很多，不然怎么把最
好的教给学生呢？”

（本报牙叉9月9日电）

国家海洋督察 进行时我省开展送金融
知识进校园活动
增强大学生防范金融风险能力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李玉婷）今天，中国人民银行
海口中心支行联合中国银行海南省分
行在海南大学举行金融知识普及月

“2017大学校园行”活动，向大学新生
普及金融知识，让大家正确认识和使用
金融产品，增强识别防范金融风险的能
力，构建和谐安全的校园金融消费环境。

活动中，活动举办方在海南大学
新生报到处摆设宣传咨询台，向广大
学生和家长讲授“防范校园毒贷款”

“警惕非法集资”“注重个人信息保
护和支付安全”“珍惜个人征信记
录”“合法用卡”等实用性金融知识。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我省金融机
构针对学生开展的系列主题活动之
一，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
行还将继续联合各商业银行，走进海
南各大院校、走进课堂，开展一系列
的宣传教育活动。

“我是球王”
省群众羽毛球赛落幕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523
场的精彩角逐，“我是球王”——第二届海南省“电
视杯”群众羽毛球赛今天在海口体育馆落幕。陈
湘腾获得了份量最重的成年组男子单打冠军。

最终，高天宇/陈崇祯和陈在军/陈倩分别取
得了成年组男双和混双冠军。董国毅和陈心分别
赢得了青少年组男女单打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省内外近400多名羽毛球爱
好者参赛，参赛人数是去年的一倍。该项比赛已
成为今年海南最大规模的民间羽毛球单项比赛。
除了海南本土的羽毛球手外，国手高天宇也报名
参加了比赛。

为了推广全民健身运动，本届《我是球王》大
赛在赛制规格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根据参赛选手
的年龄分为青少组和成年组。青少组规定年龄在
8岁至15岁的选手参加，设单打项目。成年组球
手的年龄为16岁至60岁，设男单、男双和混双。

据悉，决赛首次采用“电网”同步直播，吸引了
超8万人在线收看。

今年暑运

南航在海南运输
旅客132万人次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王玉
洁 通讯员陈佳薇）今年暑运期间，南方
航空在海南共执行航班8981班次，运
送进出港旅客共132万人次，其中海口
进出港旅客65万人次，三亚进出港旅
客67万人次。航班量和旅客量同比去
年分别增长了10.1%和15.8%。

据南航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
运，海南客流主要以西北航线为主，
三亚—包头、三亚—北京、三亚—陕
西咸阳、海口—山西运城等客座率
均超90%。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南方航空通过优化航线布局，加
密以热点旅游目的地航线为主的航
班，7月至8月期间新增36班次海
口—贵阳航班，36班次海口—珠海
航班。此外，南航还推出“木棉童
飞”“无陪老人”等特色服务，努力做
好特殊旅客服务保障工作。

文昌广场舞大赛初赛开赛

23支队伍晋级决赛
本报文城9月9日电（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吴可丽）“美好新海南，文化新侨乡。”今天上午，文
昌市广场舞大赛初赛在文昌青少年活动中心拉开
序幕，58支参赛队伍、共1000余名参赛选手活力
开跳。

在欢快的鼓点和音乐中，一支支参赛队伍轮
番登场，参赛舞蹈既有动感十足的健身操，又有婀
娜多姿的民族舞。文昌会文舞之缘队和重兴甘村
舞队还为观众们带来了体现传统民俗的文昌盅盘
舞，瓷盘、瓷杯、筷子随着队员身形变换上下飞舞，
引来现场阵阵叫好。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特意选了一支喜庆、
欢乐的舞蹈。”首个登台亮相的和谐新园队队员
钱淑玲说：“举办这样的大赛给了我们一个展示
的舞台，向大家展示了我们文昌市民积极的精
神面貌。”

此次初赛分为上、下午两场，经过激烈角逐，
23支队伍挺进决赛，文昌市舞协带来的具有海南
和文昌特色的舞蹈《海南美美哒》《神州带我去太
空》获得初赛第一名。

9月10日至14日，主办方还将举行网络人气
投票，获得前三名的队伍也将获决赛参赛资格。

此次大赛由文昌市政府指导，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委员会共
同主办，南海网承办，海南云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

天涯红烛

白沙特岗教师王启河甘愿扎根山区为人梯

他的坚守，只为把孩子们送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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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举报主要内容

海南岛鱼排养殖、海上作业、围填海造地，生活垃圾排放，严重影
响了海洋环境，请国家海洋相关部门建立制度，规范用海，保护海
洋环境。

乌场村村民占用大面积沙滩，养猪、养虾，废水直排沙滩上，海岸
污染严重，村民砍伐防护林建房子，破坏防护林。

办理进展情况

经查：情况属实
整改：合理规划内海渔排养殖海域。加强渔排养殖管理。强化对2157艘海上作业渔船和渡轮
管理，责令船主将废弃物收集无害化处理。建立巡控机制，坚决打击违法养殖项目。制定出
台海岸带及内海岸线管理制度，加强属地巡查管理。清理海岸线。

经查：情况属实。
整改：对养猪、养虾废水直排沙滩造成污染进行整改。加强巡查工作，防止村民砍伐海防林修
建房屋或进行禽畜、水产养殖等现象再次发生。加强后续整改监管工作，对不按时完成整改
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取缔。

海洋督察交办件（1-10批）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万宁）

注：本报将陆续刊登我省各沿海市县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

本报洋浦9月9日电 （记者易
宗平 特约记者邓韶勇）今天，国家海
洋督察组（第六组）在儋州市、洋浦港
区临近海域，采用多种科技手段开展
综合外业核查，期间重点对上述地区
的建设用海、填海造地项目进行巡查
摸排。

上午11时许，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六组）工作人员操作无人机，在儋
州、洋浦重点核查区域上空巡查飞
行，对重点目标进行空中巡查；中国
海警3171船、中国渔政46069船、中
国渔政46061船等3艘船舶，在洋浦
港附近海域开展海上巡航；海域监控
指挥车、海域监管车同步作业，围绕

核查目标进行陆上核查；测量人员配
合行动，在现场测量相关数据。

据介绍，现场核查是国家海洋督
察下沉督察阶段的重要环节。该督
察组实地调查核实前期省级层面督
察聚焦的海洋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
围填海问题。核查的具体内容，包括
落实国家关于围填海法律法规及管
理制度、围填海项目审批、围填海执
法等情况。此举旨在与海南各沿海
地市一起，“摸清、摸透、摸实”海洋资
源环境问题，帮助地方政府边督边
改、立行立改，推动健全海洋资源环
境保护的长效机制，提升“管海”“护
海”能力水平。

9月8日，省军区幼儿园的
小朋友展示送给老师的教师节礼
物--“环保爱心”。

据了解，这些五彩缤纷的
“环保爱心”是孩子们用树叶、纸
盒等环保材料手工制作而成，在
第三十三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通
过“我给老师送一颗环保爱心”活
动，来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这也
是该园在教师节期间开展“致敬
初心 薪火传承”的主题系列活动
之一。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环保爱心”礼物
谢老师

海口将启动美苑路
延长线项目
项目计划于明年3月完工，将缓解国
兴大道等交通要道压力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从
海口市规划部门获悉，海口将启动美苑路延长线
项目，完工后车辆可从美苑路直接通往文明东路，
届时国兴大道、滨江路、海府一横路等交通要道的
通行压力将获得一定程度缓解。项目计划于明年
3月完工。

据介绍，海口市美苑路延长线项目位于美兰
区，共包括3条道路，分别为美苑路延长线、规划
一号路和规划二号路，其中美苑路延长线起点与
文明东路相交，终点连接美苑路，道路全长约为
483米。

海口市美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美苑路是国
兴大道重要的南北走向交通干道，目前该道路向
北延伸至青年路即断头，早晚高峰车流量压力日
渐增大。加上该区域城市商业配套已完备，周边
小区逐渐增多，预计日后车辆出行的压力会越来
越重，因此美苑路延长线项目的开工迫在眉睫。

“目前施工队已逐步进驻场地，这条断头路预计于
明年3月完工。预计项目建成后，美苑路周边的
交通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疏解，同时也会给国兴
大道、滨江路、海府一横路、白龙路等道路的出行
带来便利。”

该负责人还介绍，美苑路延长线项目还继
续融入海绵城市理念，通过铺设透水混凝土和
透水砖，为雨水缓慢下渗、地下管道收集雨水提
供条件。

本报海口9月9日讯 （记者陈
雪怡 特约记者邓韶勇）今天，国家海
洋督察组（第六组）向我省移交第十
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共计4件，主
要涉及违规围填海、陆源排污等内
容。省海洋督察分办组已将第十七
批交办件分发至儋州市、陵水黎族自

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等市县。
针对有交办件反映“陵水黎族自

治县新村镇蓝湾绿城小镇附近有多
家餐厅和渔排，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和
废水直接排放到海里，造成海滩上到
处充斥着废弃塑料袋及死鱼死虾”的
情况，陵水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前往现

场进行调查核实，经实地查看，蓝湾
绿城小镇附近近岸海域海水清澈、沙
滩干净，没有油污污染，但是部分海
岸边有很多绿色海藻，已组织工作人
员进行清洁。下一步，陵水将加强海
域海滩巡查及监控力度，切实保护好
海洋生态环境，同时将对绿城清水湾

出现绿藻现象开展进一步核查。
今天，收到移交的第十七批交办

件后，儋州市、昌江黎族自治县等市
县，均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就交办
件内容进行分工部署，并赶赴现场对
交办案件基本情况进行初步核查，要
求认真调查核实，积极整改落实。

国家海洋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十七批交办件

国家海洋督察组在海南开展综合外业核查
采用多种科技手段核查重点区域

9月9日上午，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操作无人机，在重点核查区
域上空巡查飞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我省大型义诊周活动
拉开序幕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符王润）今天，海
南2017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周活动
拉开序幕，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省皮肤病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解
放军第187医院等医疗机构分别派出多名主治医
师及专家在海口公园、国贸宜欣广场、名门广场、
友谊广场等地开展义诊活动。

据悉，义诊周期间，各市、县、自治县卫生计
生委（卫生局）将在城市中心开展“大型义诊
日”活动，组织辖区内二级以上医院，派出群众
需求较大专科的医疗、药学、护理专家，进行疾
病的咨询、初步筛查、诊断和一般治疗，普及医
学常识和健康知识，特别是针对群众需求集中的
慢性病、肿瘤、儿童疾病、地方病等重点安排医
疗力量。

此外，我省各级医疗机构还将开展“义诊周”
下乡、深入贫困地区开展义诊、义诊活动到基层、
举办健康大讲堂、医疗服务进军营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