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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本报金江11月2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王家专）近日，由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制的
《澄迈县长寿资源调查与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公布，指出在考察
期间（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4 月），澄
迈县共有百岁老人215名，占户籍总
人口的0.03805%，长寿指数（90岁及
以上年龄人口占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
口的比例）达7.63%，百岁老人占比和
长寿指数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表明
澄迈长寿现象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
澄迈素有“青山绿水廿万顷，十里常

逢百岁人”的美誉，曾于2012年11月被
国际人口老龄化长寿化专家委员会、联合
国老龄研究所授予“世界长寿之乡”称号。

为揭开长寿之乡的“奥秘”，中科
院研究人员在考察期间深入澄迈11
个乡镇，对当地的空气、饮用水、土壤、
农特产品等进行系统采集、监测、分
析，为揭示澄迈县人口健康长寿的形
成机制，助力澄迈建设长寿品牌、发展
长寿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

《报告》指出，考察期间，澄迈全县
空气负氧离子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1790个，空气清洁度指数为“最清洁”
和“清洁”的监测点位占比97.5%；饮用
水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营养素，
其中天然矿泉水检出率高达69%；农用
地硒、钛、铁等微量元素含量相对富足，
尤其是富硒及以上等级土壤样本占比
高达79%。种种数据表明，澄迈是不可
多得的天然氧吧和长寿福地，属于环境
质量优、长寿资源丰富的“健康寿乡”。

《报告》认为，澄迈之所以能被称为

“健康寿乡”，是因其长寿现象背后，还
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是该县区域环境、
社会、经济健康和谐发展的综合体现。

澄迈县长寿研究会会长黄俊旋告
诉记者，近年来，澄迈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努力推动“富硒福地、长寿澄迈”
品牌建设，为解决老人们的医疗康养需
求，澄迈已建有健康服务单位389家、
敬老院10所、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1
家等，初步形成了以公立机构为主、非
公立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医养格局。

记者还了解到，自2009年起，澄迈

每年均为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长寿生
活补贴金：其中80岁至89岁老人每人
每月120元，90岁至99岁老人每月
300元，100岁至104岁老人每月800
元，105岁至109岁老人每月1000元，
110岁以上老人每月1500元。截至目
前，该补贴金已累计发放1.5亿元。

黄俊旋表示，下一步，澄迈还计划
在此基础上，启动第三届十大长寿之
村、十大长寿之家、十大长寿夫妻、十
大长寿明星、十大敬老之星评选活动，
以更好地展示、传播澄迈的长寿文化。

《澄迈县长寿资源调查与评估报告》出炉

澄迈有215名百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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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工程”团队澄迈义诊
38名唇腭裂患者
将绽放美丽笑容

本报金江11月2日电（记者陈卓
斌）今天中午，由新加坡海南会馆会长
潘家海率领的医疗专家团队，以及由新
加坡海南会馆会员、琼籍青少年组成的
交流团队来到澄迈县人民医院，开展新
一轮“微笑工程”唇腭裂义诊活动。

据了解，本次义诊活动共为期9
天，将为澄迈、海口等15个市县近百
名唇腭裂患者进行义诊及手术治
疗。在澄迈，除为患者进行检查、登
记病情及身体状况外，义诊团成员还
将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并计
划对符合诊治条件的38名患者进行
手术治疗。

据介绍，“微笑工程”义诊活动实
施9年来，新加坡海南会馆17次组织
新加坡中央医院和唇腭裂治疗机构知
名医护专家来琼义诊，共计为唇腭裂
患者免费实施整形手术229例，诊治
患者1000余人次。

澄迈县人民医院医生王川东提
醒，“如果有患者想报名参加义诊活
动，可拨打澄迈县人民医院的联系电
话67607351。”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吴清文

10月30日下午，扛着单反相机
和三脚架，沿着崎岖的山路，首都师
范大学学生郑智恒走进澄迈县瑞溪
镇村内村，开始了为期数天的视频拍
摄。这一次，郑智恒把镜头对准了去
年刚刚返乡创业的蔡於旭，以记录这
位不平凡“创客”的奋斗历程。

说不平凡，是因为蔡於旭身上的
光环不少：中国人民大学高材生、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名誉院长，
曾一手创办年产值超千万元的教育
文化企业……闯出了一番事业后，经
过几次考察，收益较稳定、市场广阔
的本地小黄牛被他看中，成为他返乡
创业、希望带动乡亲致富的第一块

“敲门砖”。
但在自己养殖的一头头黄牛面

前，蔡於旭也坦言，他的丰富履历反

倒显得十分苍白，因为“从未接触过
养殖业，一切工作都得重新学习”。

这笔“学费”可不少，从去年8月建
养殖场引育本地小黄牛开始，蔡於旭至
今一共损失了20余头牛。蔡於旭边搬
来干草料，边指着角落里一头牛犊告诉
记者，“一个月前，有位兽医直言这头小
牛无法医治。”但蔡於旭不肯“服输”，而
是遍访畜牧专家和养牛好手，自己学着
调奶粉、煮米汤并一点点饲喂给小牛。
最终，这头小牛重新恢复了健康。

“我的养殖场已经吸纳了108户
农户参加，政府部门也先后为养殖场
投入近200万元。如果做不好，我怎
么面对乡亲？”蔡於旭说，原本打算经
营企业和发展养殖场同时兼顾，但他
最近决定辞职返乡，从一本一本书看
起、一车一车草拉起，全心全意带领
乡亲致富。

记者注意到，蔡於旭的小黄牛大
部分时间均被放在林中散养，吃野
草、饮山泉，让它们很快便获得了追
求健康、绿色饮食的消费者喜爱。“我

已经于去年10月份申请了澄迈慧牛
商标，如今我通过主打绿色、原生态
的品牌，并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众筹
等方式，已经把这些牛肉卖到每斤
40元至45元，销路更是不用愁。”

下一步，除了如何通过发展产业
带动村民增收脱贫外，蔡於旭还打算

召集大学校友、商业伙伴共同设立扶
贫爱心基金，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子
女解决上大学的经费困难等问题，并
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教育资源，为贫困
户及其子女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在扶
贫的同时又扶智。

（本报金江11月2日电）

放弃年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返乡带108户农户养牛

蔡於旭：心有父老乡亲 俯首甘为牛倌
创业故事

67名学员
获育婴师职业资格证

本报金江11月2日电（记者陈卓斌）今天上
午，澄迈县总工会在金江举行2017年育婴师培训
职业资格证发放仪式，为通过考核的67名贫困女
工、下岗女工颁发了育婴师职业资格证书。

今年8月，澄迈县总工会与海南省工会职工
培训中心、澄迈县人社局、澄迈县就业局联合举
办了为期17天的育婴师培训班，邀请省总工会
职工培训中心客座教授林海春等教师，围绕孕产
妇和婴幼儿保健护理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
能展开系统教学。最终，74名参加考试的学员
中有67名通过理论和实操考试，获取了育婴师
职业资格证。

“美丽家园·幸福澄迈”
主题征集活动启动

最高可奖励千元
本报金江11月 2日电 （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任富杰）记者今天从共青团澄迈县委了解到，
为宣传澄迈身边变化，体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共青团澄迈县委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美丽
家园·幸福澄迈”主题征集活动，参与者可通过
拍摄身边人的笑脸或相关照片、视频，并于11月
15日前关注其公众号进行报名，最高可获千元
现金奖励。

本次主题征集活动除征集笑脸照片外，还
将征集部分主题微视频。参与者可通过拍摄视
频体现行业变化、家乡变迁等内容的作品进行
参赛。据悉，参赛作品取材仅限于澄迈县，且须
附100字以内文字说明，包括拍摄地点、时间、
标题，拍摄人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不得出现侵
权行为，否则由应征者自负法律责任；摄影作品
可以是单张照片，也可以是组图（3-4 张内），微
电影、微纪录片、创意广告、动漫等时长应不超
过5分钟。

本报金江11月2日电（记者陈卓斌）记者今
天从澄迈县委宣传部了解到，澄迈城市形象标志
征集评选工作已经结束，目前已进入公示阶段。
据悉，公示时间为10月30日至11月4日，公示期
间如有异议，澄迈县将专门组织评审专家进行重
新认定鉴别。

据介绍，澄迈城市形象标志以“澄迈”首字
母“C”为元素进行设计，融澄江、迈岭自然之意
境，传达澄迈的独特内涵与意蕴。标志中，传统
云水纹与自然山水相融合，形成圆满的弧形，环
抱着“澄迈”，寓意着澄迈深厚的历史底蕴与

“世界长寿之乡”的良好生态自然，传递着“吉
祥如意，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景。其中，中英双
文字体展现了世界长寿之乡的国际化，更显澄
迈魅力。

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
自考专科班开班
今年澄迈共资助50人参培

本报金江11月2日电（记者陈卓斌）日前，
澄迈县总工会在澄迈金江镇举行农民工“求学圆
梦行动”自考大专班开学典礼。活动邀请到海南
广播电视大学教师林日光，为2017级澄迈县“求
学圆梦行动”自考大专班的50名学员授课。

活动主办方有关负责人称，农民工“求学圆
梦”行动项目是服务农民工的一项普惠政策，也体
现了省、县两级工会对农民工的重视和关怀，得到
了广大农民工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学员们要
充分认识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的重要性，切实
增强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紧迫性，不断提高自
身素质、学好本领。

据悉，2016年以来，澄迈县共资助85名农民
工成功圆大学梦，其中，2016年资助35名，2017
年资助50名。

澄迈城市形象标志
征集评选结果公示
如有异议将组织评审专家重新认定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长长的剪子掠过大红色的纸
张，随着刀锋的跃动和纸屑的飘落，
一张苗族少女的图案雏形就完成了
……日前，在澄迈县永发初级中学
内，几名初二学生正围坐一起，互相
探讨剪纸技艺。

该校教师陈峰还记得，早在
2002年，永发初级中学就开设了专
门的综合实践与学习课，15年来，剪

纸课程的教学规划经过多次调整，许
多内容发生改变，但这门课程依旧保
留了下来。“这是因为剪纸不但能够
培养学生的专注力，也有助于他们发
散思维，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

在陈峰看来，“最好的艺术教学
不应该停留在教室内，学生们应该到
山野去、到小溪边，在大自然中感受
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

于是，在金江镇美榔村东，两座
流水环绕、古韵悠悠的美榔姐妹塔

旁，永发初级中学的学生们席地而
坐，就所见所闻进行写生创作，不多
时，一张张体现着白云黑塔、奇石俊
鸟的剪纸设计图就已出现在他们的
草稿本里。

“剪纸是记忆的艺术，我想把印
象最深的故事留在自己剪出的作品
里，就像写日记一样。”永发初级中
学初二学生卢定楠告诉记者。

在该校的手工艺品陈列室里，
摆放着一幅幅由历届学生制作的剪

纸作品。“这幅作品的作者叫周美
蝶，现在在广东一家企业从事艺术
设计工作。”“这幅作品的作者杨珊
现在在四川泸州，是一名服装设计
师。”……说起这些，陈峰和许多老
师如数家珍，他们表示，自开设该课
程以来，全校已有20余名毕业生走
上美术设计道路，从剪纸出发“剪”
出了一个新世界。

“学校十分注重传承传统文化，
希望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学

生们加以引导、加强熏陶。”永发初
级中学校长王卫东表示，除了剪纸
课程外，他们还开办了书法、象棋、
围棋等特色课程，以丰富学生们的
课余生活，“下一步，学校还将在日
常教学中积极融入传统文化，将剪
纸、国学等作为全校特色教育的‘重
头戏’，帮助更多学子开拓视野，同
时培养健康良好的兴趣爱好，为日
后发展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本报金江11月2日电）

澄迈县永发初级中学开办剪纸课程15年，20余名毕业生从事美术设计

指尖智慧“剪”出孩子新天地

蔡於旭在澄迈县瑞溪镇村内村旁的一片山坡上照看他的黄牛。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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