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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是周末了，我们又要有得忙
咯！”11月3日清晨，当温暖的阳光洒落
下来，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演西村委会
博度村贫困户黄有祝夫妇在位于演丰镇
的紫焱火龙果采摘园里，开始了一天忙
碌的工作。他们身后庭院内的墙面上，
一块写着“旅游扶贫爱心基地”的牌子格
外醒目。

在演丰镇当地，还有许多像紫焱火
龙果采摘园一样的“旅游扶贫爱心基
地”，作为实施精准扶贫策略的具体实
践，创建旅游扶贫爱心基地仅仅是演丰
镇推进扶贫工作的小小缩影。

近年来，演丰镇依托自身的自然资
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以美丽乡村建设和
全域旅游建设为契机，以实施乡村旅游
扶贫和开展精准帮扶为主要抓手，不断
推进扶贫工作，创新扶贫模式，因地制
宜，重点发展农业观光、休闲渔业、特色
民宿、农家乐等特色产业，让村民腰包

“鼓”了起来 。同时，演丰镇积极发挥
政府纽带作用，引导全民参与扶贫工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

依托自然优势
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驱车行驶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
东寨港大道，一排排郁郁葱葱的树木
生机勃发，道路两旁可见一面面迎风
飘扬的彩旗，紫焱火龙果采摘园就在
道路一侧。

“自从今年4月份火龙果成熟以来，
每到周末我们都忙不过来。特别是今年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我们的日接待量已
经超过了300人，现在很多游客都成了
我们的回头客呢。”紫焱火龙果采摘园负
责人黄育欢高兴地说。

在演丰镇山尾村枷椗山居民宿里，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这里的客房预定电
话总是让客房管理员应接不暇。

“这里的空气非常好，环境也很优
美，最重要的是交通很便利，从海口市
区过来只要短短二十多分钟，特别适合
周末和节假日带家人出来休闲散心。”
对于家住在海口的市民刘洋来说，闲暇

之余带上家人来演丰镇采摘果实、垂
钓、吃农家菜、住特色主题民宿已经是
常有的事。

一直以来，演丰镇以其自身独特的
自然环境优势吸引众多游客前往。作为
海口市计划单列镇、统筹城乡发展示范
镇、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镇，近年来，演
丰镇挖掘比较优势，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以观光农业、休闲渔业体验、特色民宿、
农家乐、文化古迹等旅游产品为主的特
色旅游线路也逐渐火热起来。

旅游产品的日益丰富，产业经济的
繁荣，有效带动了演丰镇经济的发展，
也为当地扶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
路子。

创新扶贫模式
政府搭台助农脱贫

在演南谭德下村的农家乐“豆藤渔
村”，村民何守武正把自己养的羊送到这
里来。“真心感谢政府的帮扶，不仅为咱
们贫困户提供好的就业路子，销量也不
成问题，你看饭店的生意这么好，现在村
里好多的农户也都想着多养一些羊呢！”
何守武乐呵呵地说。

何守武是演丰镇演南谭德下村的贫
困户，原本只靠打零工维持家中几口人
的生活。2016年在政府的帮扶下养起
了黑山羊。可是养了黑山羊，销路怎么

办，价格能不能有保障？这些问题让何
守武再次犯愁。

“通过产销相结合的模式，既提高农
户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于形成演丰镇
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因此我们积极发挥
政府的纽带作用，鼓励和发动有能力的
企业和个人加入到扶贫工作中，通过提
供就业、购买农户农产品的方式推动扶
贫工作顺利开展。”演丰镇政府相关负责
人说道。

2016年底，“豆藤渔村”在演丰镇
政府的号召下，成为“旅游扶贫爱心基
地”之一，并定向购买贫困户何守武等
人的黑山羊等农产品。这不仅为当地
的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

当地百姓的农产品提供了更好的销售
平台。

“豆藤渔村”负责人周国宇介绍，自
己还积极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豆藤渔
村每卖出100元“扶贫羊”，将有1元被
捐向中国扶贫基金会（www.cfpa.org.
cn/），用于支持扶贫事业。

同时，演丰镇政府引导和支持企业
和个人创办特色主题民宿，通过“民宿+”
精准扶贫模式为当地贫困户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

“多亏了政府的支持和帮扶，让我有
固定的收入来源，现在家里的生活基本
不用愁了。”今年54岁的贫困户林春玉，
如今在政府的帮扶下，在演丰镇山尾村

枷椗山居民宿打工，主要负责清洁工作，
为家庭增加了收入。

此外，演丰镇政府还鼓励精准扶贫
建档立卡户通过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当
地民宿等旅游产业中，使得当地贫困户
收入有了明显提升。其中，共有12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演丰镇政府的帮扶下，
通过贷款入股枷椗山居民宿，每年获得
的固定回报率达到了12%。

“鼓”了村民腰包
带“旺”产业经济

演丰镇“旅游+”扶贫的新模式，不仅
实现精准扶贫，有效改善百姓的生活水
平，也带“旺”了当地特色产业，为当地的
经济发展夯实了基础。

“这两年村里的环境美了，游客越来
越多，我们在政府的引导下，把血螺养殖
场地也划出了专门的区域作为海捞场
地，没想到效果挺不错。不但销量增加
了，游客还能主动帮我们宣传。”在政府
的支持下养起血螺的贫困户吴卫忠，尝
到了“旅游+”精准扶贫带来的甜头，收入
提高了，整个人干劲也足了起来。

吴卫忠介绍，演中村地理位置靠海，
耕地面积较少，村里一百多户的村民几
乎都参与到血螺的养殖产业中。但之前
养殖的血螺都是送到市场上去售卖，销
路不大，加上受天气等原因影响，价格不
稳定，村民们的收入也不见起色。

可以说，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和
“旅游+”精准扶贫的思路为演中村经
济发展给出了破题之道，养殖业和旅游
相结合的模式，有效地拉动了当地特色
产业的发展，让农民的腰包渐渐“鼓”了
起来。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政府负责人表
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抢抓全域旅游建设契机，以产业
小镇、美丽乡村、精品民宿为抓手，带动
当地农家乐、休闲渔业等特色产业的发
展；以“旅游+”和“民宿+”的精准扶贫模
式，促进农民脱贫致富，从而有效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增强百姓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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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丰镇新镇区新貌。

作为旅游扶贫爱心基地，演丰紫焱火龙果采摘园吸
引众多游客前往。

演丰镇山尾村枷椗山居民宿。

旅游+
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以美丽乡村、全域旅游建设为契机，发挥政府纽带作用，因地制宜创新扶贫模式

海口演丰镇： 精准扶贫，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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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耕文化厚土育乡村振兴之花 守好选聘体育美育老师
的规则红线
■ 斯涵涵

日前，教育部印发了《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负责人指出，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选聘
的范围是“校外”体育艺术专业人员，而非本校内的
其他学科教师或人员的“兼任”。（11月7日中新网）

画画、手工、弹琴、足球、排球……近年来，随
着学校体育美育的改革发展对教师队伍数量与质
量需求的不断增强，各地通过面向社会招聘、政府
购买服务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充实了越来越多的
体育美育兼职教师到学校教师队伍中来。但目前
体育美育兼职教师队伍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学
校体育美育改革发展，因此教育部制定出台《学校
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很有必要。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目
标，但多年来一直停留在口号上，这一点从中小学
体育美育课的课时安排、师资、教学设施等方面都
能看出来。如体育课课时安排少，还时常被语数
外等课程挤占；运动操场狭小，运动设施匮乏，无
不说明重智力轻体育薄美育的不良风气的存在。
从“校外”聘任体育艺术专业人员，不再由校内的
其他学科教师或人员“兼任”，将极大提高学校体
育美育的专业水平，提升体育美育的教育地位，进
而全面助推素质教育的发展。

有了好政策还须真落实，我们必须严把聘任教
师的质量关。《办法》强调了学校作为“需方”的主动
性和能动性，根据需要上报兼职教师岗位和任职条
件，在此基础上，县（区）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公
平竞争择优原则，履行发布招聘信息、资格审查、确
定人选及服务承接主体并公示、指导学校签订聘用
合同等程序，让群众一目了然，强化社会监督，制订
并完善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和评价标准，让
德才兼备的聘任老师在教学岗位上发光发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培养出道德好、智能
高、身体强、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人才，选聘专业
的体育美育老师、倡导素质教育是颇为关键的“抓
手”，而守好选聘体育美育老师的规则红线，为兼
职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保障，则是实现现
代教育目标的重要前提。对此，各方必须加以重
视，真抓实干，务求实效。

■ 张成林

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的稻
谷熟了，稻田金黄，遍野飘香。在丰收
的季节，原本应是抓紧收割、收粮归仓
之时，可青松乡的村民却有着不一样的
想法，不愿轻易抹去这群山环抱中满地
金黄、优美如画的景致，急切地要将大
山深处丰收的喜悦与外来者共同分
享。于是，别开生面的“啦奥门”庆丰收
山兰旅游文化节，在青松乡拉开序幕。
外来游客与当地村民共同参与到稻谷
收割中，寂静的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

提起镰刀，背上竹篓，在体验古法

收割中，感受悠久的农耕传统；紧围长
桌，共话桑麻，把酒言欢中体验独特的
黎族风情……不曾想，一场本该是忙
碌劳累的收获场景，倒成了饶有趣味
的旅游场景。外来游客体验到了遥远
的农耕文化，本地村民获得了不错的
经济效益，而青松乡也在各方关注中
名声渐显，更由于专业人士建言献策，
自身发展路径更加明晰。“啦奥门”的
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新意，值得点赞。

一个乡村，见证一段历史，承载一
种文化。青松乡稻谷丰收原本只是村
民分内事，之所以吸引游人接踵而至，
归根结底，在于其背后蕴藏着传承千
年的农耕文化。无论是古法割稻，还
是黎族歌舞，抑或长桌宴，都是当地群
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特有民俗

文化。这一文化对当地而言，或许早
已习以为常，可相对外地来说，则是难
得的旅游资源。青松乡农旅结合的做
法，再次印证了旅游时代农耕文化的
独特魅力。

近代以来，自机械代替人力，农耕
渐受冷落，提起农村，人们想到的也多
是逃离。这种逃离不仅是身体上的离
开，更有对传统习俗、农耕方式的摒
弃，于是一些珍贵的农耕技艺、独特的
乡土民俗等，在时代大潮的荡涤下渐
渐作古。而今，旅游时代的兴起，为渐
趋衰落的农耕文化带来了新的出路。
村民致富不再局限于土地上的收获，
乡村旅游的创收或许更为可观，作为
乡村旅游的重要内核，农耕文化找到
了新的用武之地。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农耕文化
也因其历史久远、留存稀少而广受青
睐。这就形成了彼此共赢的局面，一方
面，借助旅游快车，农耕文化焕发出新
的生机，成为乡村发展、农民创收的重
要依凭；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新的时
代价值，农耕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得到精心呵护与传承。在此有利形
势下，乡村的发展就要充分挖掘独特的
农耕文化，找准与乡村旅游的契合点，
讲好自身独具魅力的精彩故事。

海南身处祖国最南端，在长期的历
史进程中，历经刀耕火种、铁犁牛耕，形
成了许多独有的农耕文化、民俗文
化。这是我们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可资
利用的宝贵财富。比如，洋浦千年古
盐田的古法制盐工艺激发着游客的好

奇心；再如，潭门赶海节为游客带来了
独特的渔耕文化……大众旅游时代，文
化即是卖点，乡村旅游尤其如此，我们
要善于挖掘、传承农耕文化，借助农耕
文化厚土培育出乡村振兴之花。

势随时移，时移则俗易。如今，乡
村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农耕，但农耕文
化却是乡村的根本所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
意味着长期被忽略的乡村地区迎来了
崭露头角的新机遇。乡村的未来不是
城市而是田园，面对新机遇，唯有尊
重、善待农耕文化，用传统农耕文化讲
好现代乡村故事，才能充分激活农村
资源，为乡村发展创造条件，也才能守
好乡村文化底蕴，将其打造成我们的
理想家园。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印发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
规行为处理规定》，对事业单位招聘
行为进行严格规范。事业单位若在
公开招聘中出现“因人画像”“萝卜
招聘”等违纪违规行为，将被追责；
逾期不改正的，将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个别
单位因人设岗，在招聘时搞“因人画
像”“萝卜招聘”，这不仅有违公开招

聘的公平公正原则，损害了应聘人员
的合法权益，也给事业单位形象抹了
黑。此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给
事业单位招聘“立规矩”，有利于维护
公开招聘制度的严肃性、规范性、公
正性，值得点赞。这正是：

单位招聘不公正，
因人设岗惹诟病；
立规执纪刹歪风，

“萝卜招聘”必严惩。

（图/朱慧卿 文/邓瑜）

“萝卜招聘”须严惩

11 月 4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这是党的
十九大之后出台的第一部文化方面的
法律，也是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之
后公共文化领域的又一部重要法律。

近些年，国家、省、市、县四级公共
图书馆系统基本建成，县级以上公共
图书馆达到3153个，标志着我国公共
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某
种程度上，公共图书馆设施网络还不
够健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和作
用没有充分发挥，群众对公共图书馆
的服务质量还不够满意。在此背景
下，以“开门立法”的形式推进图书馆
覆盖范围，有利于实现和保障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使人民群众共享文
化改革发展成果。

在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过程中，
有人疑虑其是否能有效提升国民阅读
量。据调查，2016年我国国民数字化
阅读的接触率高达 68.2%，似乎颇有

“数字阅读取代传统阅读”的趋势。但
从调查显示的公众意愿来看，这一观

点值得商榷。首先，大部分人都认同
新媒体是“浅阅读”；其次，“深阅读”需
要特定的阅读环境，需要有经典书目
的介绍和普及，公共图书馆显然是更
符合期待的去处。就此而言，假如多
数人希望回归传统阅读是真切的，那
么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就不言而喻。

当然，即使公共图书馆全面覆盖、免
费开放，也只是在外部条件上达到了要
求，实际阅读量能否有量和质的升跃，还
有赖于两个前提。首先，公共图书馆要
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必须动员和吸引更
多人利用好。其次，读不读书、读多少
书，本质上还取决于个人的自觉。在“碎
片化阅读”环境下，抵得住诱惑，挤得出
时间，端出“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的态
度，是殊为难得的品质。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从根本
上来说，公共图书馆发挥着传承人类文
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
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作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下一步，要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要求，在引导群众
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利用方面下功夫，
完善和制定与法律相衔接、相配套的政
策制度，真正让法律落地见效。（扶青）

（摘编自全国党媒公共平台）

让公共图书馆真正落地生根
@中国青年报：连上22天班“工

时改革”不能违反劳动法。每月都有
一次“8 天长假”，但代价是要连续上
班22天,你能接受吗？这项改革的出
发点显然是好的。但是，舆论场上对
此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
见认为，每月有一次 8 天长假是件好
事；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长时间工作
对身体不好，还是双休日制度最好。
从法治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应是改革的合法性。

@光明日报：放任校园暴力之
要害是示范以暴定尊。校园暴力
得不到约束、制止和惩罚，抑或只
是象征性地“处理”，这实际上都是
对暴力有效性的默认乃至鼓励，是

“暴力里面出尊卑”“拳头里面出真
理”“强力里面出秩序”的丛林法则
的变相维护。

@法制日报：给秸秆“找出路”
比“禁烧”更重要。近日，有演员在微
博上抱怨哈尔滨空气质量差，矛头直
指秸秆焚烧。当地表态将加大执法监
察力度。但是，一味的“禁烧”，恐怕不
是治本之策，比秸秆“禁烧”更重要的
是给秸秆“找出路”，加快推广秸秆资
源的开发利用。秸秆并非无用物，利
用得当就是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