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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刘操

当记者来到海口市三江镇苏寻
三村道美村民小组时，只见这里绿树
成荫，蜿蜒曲折的村村通公路从成片
的槟榔林里穿过，村子上空，预备降
落美兰机场的飞机清晰可见——虽
然这里距离海口市区不远，但放眼过
去一望无际的绿色，让人感受到一番
繁华旁的宁静。

说起道美村，就不得不提起它所
在的苏寻三村（原苏寻三乡）。在苏
寻三村中，坐落着一处苏寻三乡人民
革命纪念亭，纪念亭两边门柱上刻着

“革命烈士浩气长存，老区人民功垂
千秋”的对联，亭后耸立着琼崖革命
先躯李爱春烈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

这座纪念亭的背后，承载的便是
包括道美村在内的苏寻三乡人民为革
命勇于献身的光荣事迹。苏寻三村曾
是琼文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也是琼
崖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抗战模范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道美村村民积
极投入革命斗争，经历了大革命、土地
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村
先后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革命工作。

海口市老区促进会工作人员介
绍说，在革命斗争中，道美村的村民

勒紧裤腰带，保障军队的粮食供应，
保护伤病员，保护潜伏的革命同志，
保卫根据地，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

正是因为如此，敌人对这里的村
民恨之入骨。抗战时期，日伪军实行
惨无人道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
包括道美村在内的整个苏寻三村被
杀害群众800多人，为革命捐躯的革
命烈士157人，村庄几乎全被摧毁。

道美村人民对革命无限的忠诚，为
海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得到了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充分肯定。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
地访问团赠给道美村“革命光荣”锦旗一
面，作为当地人民的光荣纪念。

如今，“革命光荣”的这面锦旗依
旧被道美村村民完好地保存着，他们

在先辈的革命精神激励下，利用靠近
交通枢纽和海口市区的优势，让村庄
得到了快速发展。近年来，村民们在
发展水稻等传统农作物的同时，开始
大力发展种植冬季瓜菜、水果等经济
作物。每到冬季，村中成片的冬季瓜
菜种植田旁，来自全省各地的瓜菜收
购商络绎不绝。同时，一些村民开始
走出村子，来到海口市区的企业打
工，村民们经济收入逐年提高，不少
村民已经建起了两层小楼。

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道美村的
村民们正筹划建设一座红色文化纪
念园，通过挖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
旅游，在促进当地旅游的同时，让后
人更好地缅怀革命先烈。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

海口市三江镇苏寻三村道美村民小组：

在“革命光荣”精神激励下发展致富

本报嘉积12月4日电（记者丁
平 杨艺华 易宗平）椰丝南瓜耙、八
卦鸡屎藤粿仔、野菜地瓜耙、凉瓜汁
汤圆、一口酥……看到这些菜名，你
的味蕾是否开始蠢蠢欲动了呢？今
天，《最美时光·舌尖海南—中外媒体
海南美食之旅》走进琼海，中外媒体
记者齐聚一堂品鉴地道的琼海美食。

现场，琼海昌隆饭店主厨何子桂

带来了他的拿手作品——飘香全猪
手、嘉积鸭，还未走近，记者就闻到美
食飘出的香味。

一旁，海南鸿羽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何泉安和他的员工干脆
把锅直接搬到展厅，现场制作煎
肉。何泉安说：“想借助这次活动，
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中外游客了解这
道美味。”

现场品尝完美食的媒体记者纷
纷表示被琼海美食征服了，来自古巴
知名网络媒体的阿伦频频竖起大拇
指为琼海美食点赞，“菜肴非常精致，
无论口味还是色彩搭配，都让人很满
意。”

在琼海万泉河畔，一座浅绿色的
楼房被绿植环抱，一股浓郁的南洋风
情扑面而来，站在森林客栈的露台

上，举目远眺万泉河旖旎的风光，中
外媒体记者们在凉风习习中悠然自
得地享受琼海生态文化之美。

此外，中外媒体记者一行还走进
儋州，不仅在儋州现场体验包粽子的
传统工艺，还品尝了包括儋州粽子在
内的多道美食。儋州美食的历史底
蕴、内在品质、外在卖相等方面，赢得
了媒体记者们的称赞。

品美食、住民宿、包粽子

中外媒体记者到琼海儋州体验慢生活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达丽）全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秋冬攻势”开展以来，省禁毒办
以在校学生、广大民众为重点，扎实
推进毒品预防教育进校园、进家庭、
进场所、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为
青少年、广大民众撑起了一把禁毒防
护伞，并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禁毒宣
传新高潮。

据了解，全省各地各部门以“6·
27”工程三年规划为抓手，以源头教
育为切入点，以学校为主阵地，以在
校学生为重点，扎实开展青少年毒品

预防教育活动，青少年特别是在校学
生对毒品知识的知晓率、对毒品危害
的认知率得以提升，自觉抵制毒品的
能力得以增强，有效减缓了新滋生吸
毒人员增长势头。

9月份以来，省禁毒办联合省教
育厅分别举办2017年“健康人生，绿

色无毒，我为禁毒代言”全省大学生
演讲比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
题读书征文活动和全国禁毒知识竞
赛海南赛区活动等三项赛事，吸引全
省广大在校学生160多万人次踊跃
参加。

此外，省禁毒办还联合南海网

成功举办首届禁毒微视频摄影大
赛海南赛区活动，吸引了各级禁毒
部门、禁毒委成员单位、行政机构、
企事业单位、大众传媒机构、影视
制作机构、禁毒专兼职工作者、视
频摄影爱好者等全社会力量踊跃
参赛。

根据省委有关领导指示，为进一
步扩大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覆盖面、
影响力，省禁毒办部署开展了为期2
个月《一人吸毒 全家遭殃——致家
长的一封信》，累计发放 308.78 万
份，全省接受禁毒宣传教育群众达
500万人次。

撑起禁毒防护伞 多元化宣传教育

全省接受禁毒宣传教育群众达500万人次

新华社海口12月4日电（记者
罗江 夏冠男）记者从海南省公安厅
获悉，8月以来，海南省公安厅坚持
严打、严堵、严控相结合，构建岛外防
线、海上防线、口岸防线“三道防线”，
查获涉毒人员120多名，缴获各类毒

品90多公斤，侦破堵源截流毒品案
件20多起。

据了解，海南省公安机关自8月
开展“秋冬攻势”禁毒专项行动以来，
统筹组织协调全省各级公安、海警、
边防、港务、铁路、交通运输、邮政以
及广东、广西等地公安部门，加强区
域协作，织密岛外防线、海上防线、口

岸防线，推进岛内查缉、物流寄递查
缉，提升精准查缉与防控水平。

海南省公安厅充分利用广东海安
港省际公安检查站堵源截流的区位优
势，加强与广东的联勤查控警务协作机
制，不断提升口岸站点的查毒能力。加
强与广东、广西、云南警方的沟通协作，
开展堵源截流专项调研，深化琼粤两省

省际口岸的毒品查缉工作机制。
此外，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重点

推进FIS船舶管理系统建设应用、毒
品检查站实体化运作和船舶基础工
作，推进海上防线机制建设。同时，
强化与广东、广西等兄弟总队协作，
商定开展联勤协作工作协议，持续加
大对船体、货物检查力度，着力堵住

毒品入岛通道。
海口美兰机场公安分局、三亚凤

凰机场公安分局、琼海博鳌机场公安
分局加强与机场安检保卫、货运物流
等部门的联络沟通，实施逢人必检、
携带行李物品必检、物流寄递必检3
个100%制度，有效遏制机场物流寄
递的涉毒活动。

海南构建“三道防线”斩断毒品入岛通道
中央媒体看海南

走访海南“革命模范村”

我省开展今冬明春
社会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良
子 邓海宁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
王坤 袁文豪）今天下午，海口市公安
局召开会议启动今冬明春社会治安打
击整治行动。记者了解到，省公安厅已
于日前召开了全省公安机关社会治安
打击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并决定从
12月1日起至2018年4月底，在全省
开展今冬明春社会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中，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要重点打击整治对群众安全感有严重
影响的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整治

“黄赌毒”“黑拐骗”“食药环”等影响群
众安全感的突出违法犯罪，继续严厉
打击“盗抢骗”犯罪，深入开展命案攻
坚；要持续深化禁毒三年大会战“秋冬
攻势”，筑牢堵源截流“三道防线”，加强
岛内和寄递物流行业毒品查缉，严厉打
击毒品违法犯罪；对于涉枪涉爆等严重
暴力犯罪，要坚持多警种同步上案，同
时加强网上涉枪涉爆、毒品案件情报
侦查，有效遏制网络贩枪、贩毒案件。

海南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
暨志愿服务交流会开幕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王茹仪）为庆祝“12·5”国际志愿者日，由省委宣
传部、团省委、省文明办、省民政厅主办的2017
海南省“12·5”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暨志愿服
务交流会今天在海口启动。为期两天的活动将
展出全省140余个有代表性的志愿服务成果，吸
引社会爱心企业、爱心单位对相关项目进行扶持
和资助。

活动还将开展志愿公益合伙人项目对接、志
愿服务大咖面对面访谈、志愿服务项目分享推介
等主题活动。

记者了解到，“建设美好新海南 志愿服务我先
行”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务“六个一”行动也在今天
启动。活动将组织动员全省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
织围绕组建一支队伍、开展一轮巡讲、扶持一批项
目、开展一项活动、选树一批典型、建立一套制度等

“六个一”行动内容，广泛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还为2017年海南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的金奖项目颁发奖牌，为热心公益及支持公益的
爱心企业代表颁发爱心企业牌匾。

帮助智障青年就业

海口海事局项目获银奖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郭萃）12月2日

—3日，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
2017年志愿服务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行，由海口
海事局申报的“憨儿喜就业，求职你我帮”项目获
得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银奖。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被誉为全国志愿
服务领域最高水平的赛事，来自全国38个省级赛
会单位的179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和188个优秀
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公开评审和路演，角逐大赛的
金银铜奖和示范项目荣誉。获得第三届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银奖的“憨儿喜就业，求职你
我帮”志愿服务项目是由海口海事局联合海南省
统计局、海南省残联和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共同合作，选择以菜篮子憨儿
爱心平价超市的形式作为心智障碍者就业的“孵
化器”，吸纳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旨在助力心智障
碍青年完成就业梦想，用劳动获得生命的尊严，并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现实样板，为心智障碍者融
入社会提供示范经验。

天涯海角捐赠200万元
助推公益事业发展

本报三亚12月4日电（记者林诗婷）记者从
三亚天涯海角景区获悉，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海
南省委、省文明办、省民政厅共同举办的2017年
海南省“12·5”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暨志愿服
务交流会今天上午在海南大学拉开帷幕。

会上，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荣
获2017年海南省志愿服务公益合作伙伴“爱心企
业”称号，并向省志愿服务发展基金会捐赠200万
元，助推公益事业发展。

据悉，近年来，天涯海角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开创性开展员工关爱和社会公益实践。自
2014年该公司成立“百分关爱·天涯海角公益基
金”以来，共捐助1200多万元公益善款，并积极面
向社会开展爱心捐助等公益性活动，参与助学、扶
贫、志愿服务等，以多种方式回馈社会，践行企业
的社会责任。

广告

全国32支代表队
在海口比拼急救技能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符
王润 梁君穷）今天上午，“第六届全国
急救中心急救技能大赛”在海口拉开
帷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28个省
（区、市）的32支代表队及其他省市的
观摩人员，共计500余人。选手们将在
为期三天的比赛中进行理论知识、综合
案例团队项目、心肺复苏项目、创伤急
救项目、气道管理项目、急救驾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