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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驾酒驾真尴尬

■ 张成林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我
省召开了全省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现
场经验交流会，就各市县文明生态村
创建经验进行了充分交流，同时，对新
起点上的文明生态村建设，进行了再
谋划、再部署。进入新时代，要有新作
为。我们要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精神，省第七次党代会和省委七届二
次、三次全会精神过程中，全面推动文
明生态村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加
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新的贡献。

文明生态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是增强群众“幸福感”的必为之
举。当前，全省上下正围绕十九大的
要求，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加快
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的任务安排，全
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正按照省委的
部署，扎实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而
文明生态村建设，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必然要求，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载体，是开展文明大行动、加
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重要抓手。落一
子，活全局。我们必须不遗余力，抓好
文明生态村创建这一关键环节。

可喜的是，自 2000 年以来，海南
立足省情，以乡风民风、人居环境、文
化生活“三个美起来”为发展目标，坚
持不懈推进文明生态村创建，截至
2017年6月，全省累计17536个自然村
创建文明生态村，覆盖率达到 84%。
文明生态村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数
量积累到质量提升，俨然成为海南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
成为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响亮品

牌。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我们更要
乘着这大好形势，常抓不懈，再接再
厉，开创文明生态村创建新局面。

文明生态村创建，系统性强，涵盖
面广，既涉及美丽乡村建设，又关系到
社会文明的培育，同时，还关乎生态文
明建设。因此，在新起点上创建文明
生态村，就要结合各项中心工作，不断
拓宽创建内涵，使其更加符合中央要
求、适应时代发展、满足群众需求、彰
显海南特色。比如，要在改善乡村环
境的同时，采用“滴灌”的方式，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再如，要
结合“百镇千村”建设，实现广大乡村

“面子”与“里子”的双向改善，营造更
加和谐宜居的人居环境。

咬定青山不放松，再接再厉开新
局。文明生态村创建，事关最广大群
众的根本利益。进入新时代，我们要
拿出更加艰苦扎实的工作作风、更加
务实高效的工作措施，深入推进文明
生态村创建，将其与与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创建等紧密
结合起来，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共建的
良好氛围，尽早实现全省文明生态村
创建全覆盖，推动文明生态村建设再
上新台阶，从而为实现乡村振兴、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打下坚实基础。

把文明生态村品牌擦得更亮

@人民日报：多跟长辈合合影。
东北女孩石勐尧用 200 多张合影，记
录了爷爷生命最后7年。“那个高高大
大的男人，怎么突然就缩成一个小孩
了呢”，不动声色的叙述，却有直抵人
心的力量。每张照片都定格美好瞬
间，蓄满孙女对爷爷的孝、爷爷对孙女
的爱。时光啊，请让亲人慢点老去。
如果不能，我们就多陪陪家人、多跟长
辈合合影，让照片留下亲情痕迹。

@中国青年报：霸道医院谁来管？
挟尸要价，殴打记者！居然有这样的医
院？近日，陕西省周至县人民医院向一
名死者的家属索要十多万元的“天价停
尸费”，否则就拒绝将死者运出火化。
记者前往采访，没想到遭到了院方工作
人员的殴打，其间还被关在太平间里数
十分钟。以往，“医闹”盛行时，受到威
胁的是医护人员，而现在医院员工竟然
亲自“闹”，实在恶劣。

@新京报评论：莎普爱思根本不可
能是“神药”。最近，莎普爱思以它的盛
极而衰，向我们演绎了一个“神药”的诞
生和毁灭。而成全与毁灭它的疾病，是
当代眼科中最为普通的一个疾病——
白内障。但其实白内障是无法规避的
疾病，到了一定程度，只能手术。假如
我们的医学科普宣传，能够像莎普爱思
那样充满“激情”，莎普爱思是不可能掀
起什么风浪的。 （张 辑）

12 月 1 日凌晨，南京交警查
到一名司机酒驾，酒驾司机居然
是一名代驾。原来，当天车内 5
名乘客都喝了酒，就找来孙某当
代驾，而孙某比他们喝的还多。
经抽血检测，孙某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 130mg/100ml，已涉嫌危险
驾驶罪。

找代驾，本是为了安全，避免酒
后驾驶。可该代驾胆真是够大，喝
了酒还敢给人开车，这种不顾职业

道德的行为危害更大，更要从严惩
处。近年来，应时代潮流，新兴职业
日渐增多。但不管职业再怎么新，
也不能儿戏，也要遵守职业道德。
这正是：

酒后出行找代驾，
代驾酒驾真尴尬；
新兴职业多珍重，
职业道德别丢下。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 裘立华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
总书记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
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
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向
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
奋斗”的伟大号召。

进入新时代、面向新征程，重温“红
船精神”，追寻革命的火种，赓续红色的
血脉，亮明执政的宗旨，宣示担负的使
命，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坚毅的革命品质。

一个大党诞生在一条小船上。96
年前，南湖红船冲破了旧中国的烟雨
迷蒙，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
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
潮头，扛起民族复兴的大旗，沿着红船
的航向，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
精神，一路劈波斩浪，不断取得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扬起红船的风帆，矢
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的，还有蕴藉于其中坚定理想、百折不
挠的奋斗精神。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回顾
我党每个重大历史关头，总有精神力
量鼓舞、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红船精
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共同构成我们
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
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和宝贵精神财富。

建党96年来，无论是弱小还是强
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初心
不改、矢志不渝，始终秉持立党为公、忠
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肩负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这一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它所承
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
是激励我们党顽强奋斗、不断发展壮
大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
政兴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
神永恒。红船驶进新时代，在两个一百
年交汇的重要历史时刻，“红船精神”更
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坚强精神支撑。广大党员干部必
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赋予其新的时
代内涵、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真证买卖更要严打
有需求就有市场。从街头电线杆到网络店

铺，办证广告几乎随处可见。在大家印象里，这类
办证广告对应的都是假证件。然而，记者发现，在
办证生意里，有些商家声称可以提供货真价实的
职业资格证。（12月5日《法制日报》）

职业资格证书是一种评价证明，这个证明需
有相关的文凭、考试成绩、操作技能的评价等。简
言之，拥有了职业资格证书，代表一个人具备了相
应的职业技能。可以说，职业资格证是进入职场
的一块敲门砖，对有需求的人而言就是“金疙瘩”。

考取职业资格证有着一定的流程。申请人应
按照法律法规办理相应手续，提供相应材料，到相
应部门去申请，并且也需要参加相应的考试。根
据规定，未经过职业培训或考试，未取得相应职业
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得在国家规定就业准入工种
（职业）范围内就业。因此，对申请人而言理应按
照要求进行申请。

但是，有些人有着“特殊”需求，为了节省时间
和精力，不惜通过“捷径”来获得证书，而这也给售
卖假证书提供了生存和扩张空间。更令人吃惊的
是，目前有网店出售一些职业资格证，根据买家提
供的证件上网查询，确实能查到这些证件。这也
就意味着，只要花钱就能买到货真价实的职业资
格证。售假证虽然成了卖真证，但都难改变其非
法售卖的本质，因此，更要从严打击。

真证可买到，一方面，扰乱了正常的职业资格
证书考试秩序，尤其是冲击了考试的公平性；另一
方面，一旦没有真本事的人，拿着买来的资格证上
岗，无论从事哪些工作，都会埋下隐患。据悉，网
售证书无外乎三种来源，一是内外勾结制证，二是
假证假网站，三是攻击真的官网篡改数据。实际
上，无论哪种来源，都可以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制度
建设等方式，及时堵塞存在的漏洞。

所以说，拒绝假证售卖的存在，必须从严加强
监管。尤其是当网络平台上出现涉及职业资格证
书等业务时，相关主管部门在核实的基础上更要
严格审查，从严打击，绝不能纵容。同样，对于申
请职业资格证的人而言，应以诚信为本，靠自己的
真本事来获取。投机取巧，买来的证书，缺失了诚
信，也对职场生涯不利。 （杨玉龙）

弘扬“红船精神”引领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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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古镇新韵味

铺前至今保留着海南保存最完
整、具有南洋建筑风格的百年老街
——胜利街。胜利街两侧皆为骑楼式
建筑，独具特色，各建筑无一雷同，具
有很高的建筑艺术和旅游价值。为了
让骑楼老街保留100年前的风格，文
昌市铺前镇对老街进行了立面改造和
修复。

在胜利街，23间南洋骑楼风格的
铺店已经粉刷成白色的建筑，这是老
街最原始的风貌。据了解，老街共有
南洋骑楼风格的铺店133间，目前23
间已经完成改造，5间正在安装门窗
进行加固，剩下的部分也在逐步启动
当中。

“铺前镇多年来以悠久的历史文
化、繁华的商业气息和浓郁的渔港风

情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如今的铺前，
通途铺就、大桥飞架，曾经的‘天堑’

‘瓶颈’正被逐一破解，这座古老的历
史文化名镇，一度放缓的脚步又再次
加快迈进。”铺前镇委书记林勉说，“铺
前复兴”，是今年铺前镇委、镇政府提
出的战略发展口号。

据《文昌县志》记载，1920—1938
年间，铺前港已有私人远洋三桅木帆
船15艘，约万吨，常通往东南亚一带
国家运货返回。美丽的铺前港，不仅
是渔港和商埠，更是天然的避风港，也
是琼州海峡的出海口，是历史上海南
岛与大陆较接近的重要港口之一。

历史的繁华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
在铺前港消褪。现如今，在这里依旧
能感受浓烈的渔港气息。“铺前盛产海
鲜，海产资源十分丰富，这也为我们弘
扬铺前美食品牌提供了坚实基础。”在
林勉看来，重塑铺前古街繁华，不仅要

以街区保护为基础，将各街道进行改
造、提升，融入商业元素，更要注重文
化的保护，从而实现整个片区的可持
续发展。

全域旅游增亮点

在铺前镇新兴街，记者看到，改造
示范段整段一层柱、二层梁板浇筑砼，
整段搭设二层排架和整段二层柱绑
扎，以及外架搭设均已完成。铺前镇
人大主席韩壮畴介绍，该项目改造总
长1.3公里，涉及158栋建筑，改造建
筑立面总面积21396.1平方米，改造
侧立面面积为5367.69平方米，骑楼
样式70多种，改造内容涉及人行道改
造，地下管网、道路改造等多项工程，
同时还将对沿街街道景观，亮化、绿化
工程等项目重点打造。

“‘海澄文’一体化，强化了铺前与

海口的交通联系，极大缩短了两地的
交通时间，这为铺前的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韩壮畴说，
铺前镇将以此为契机，依托铺前港、百
年老街、海底村庄、斗柄塔、溪北书院
等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推进特
色全域旅游，在完善小城镇基础设施
条件、改善镇区的居住环境、优化投资
开发环境的基础上，打造海南旅游新
亮点。

与此同时，铺前镇还启动了特色
产业小镇的建设。在特色产业发展
上，铺前镇规划了五大板块，一是步行
古镇商业文化街，二是港湾餐饮娱乐
休闲带，三是旅游服务新区，四是农林
渔牧和农业观光板块，五是外围旅游
景点，包括木兰湾灯塔、七星岭等。“我
们将按照五大板块不同的功能定位来
实现铺前产业的提升。”文昌市铺前镇
规划建设管理所所长符峻说。

深度融合添活力

在临近铺前镇的罗豆农场，文昌
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的琼北万亩大
草原田园综合体项目将罗豆农场、铺
前镇、锦山镇、冯坡镇、翁田镇4镇1
场近4万亩撂荒地充分利用起来，正
积极打造以牧草产业为核心，以特色
乡村旅游及畜牧养殖为辅，同时拓展
农村电商、仓储物流等相关辅助产业，
在当地形成一个一、二、三产联动的牧
草产业集群。

此外，为加快三地的产业融合发
展，文昌市在省域“多规合一”总体规
划框架下，进一步深化航空航天、南海
资源保护开发服务保障和应急救援、
热带高效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在产业
转型、服务业开放、体制创新等方面积
极探索，推动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加快铺前古镇改造，打造海口人民后花园、文昌新门户

文昌：建设区域合作典范 助推“海澄文”一体化
溪北书院

“溪北书院”是我省现存最完整的清代建
筑，位于铺前镇文北中学校园内，建于光绪十九
年（公元 1893 年）。由清末著名书法家潘存（儒
初）发起，在雷琼道朱采和粤张之洞的支持下筹
资建造。

书院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占地面积 20 多
亩。院里古树成荫，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
全部砖瓦结构，由东西廊相连，四周以围墙环绕，
院内分设大门、讲堂、经正楼、斋堂、东西两廊五部
分。书院南开山口，俗称头门，面阔三开间，门匾
上为清末著名书法家杨守敬书写的“溪北书院”四
个大字。

百年老街（骑楼）

铺前圩老街（现名胜利街），始建于 1895
年，1903 年建成，形成东西和南北走向的“十”
字街，南北长 180 余米，东西长 354 米，街宽 7
米。该老街两旁有南洋骑楼风格的铺店 133
间，楼顶注重装饰，阳台、花栏各具特色，柱梁、
峰顶美丽绝伦，各建筑立面、柱体、墙面图案、
女儿墙竟无一雷同，中西和壁的立面装饰、匠心
独运的细微处理手法以及它们组合形成的独特
建筑风格；百年来虽历经风雨，但依然古色依
旧，风范尚存。

七星岭斗柄塔

斗柄塔位于铺前镇七星岭 200 米高的主峰
上，尤如七星排斗，故得其名。斗柄塔对望琼州海
峡，登至塔顶可俯视琼州海峡，尽览远近景物，顿
觉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

该塔始建于明代天启五年（1625 年），清光
绪十三年（1887）重建，塔呈八角形，共7层，层层
收缩递减，砖造，以线砖与棱角牙砖叠涩出檐。
每层有拱门，内设螺旋式阶梯 104 级，可登塔
顶。塔身高约 20 米，塔基围 44.8 米，塔身厚 3.55
米，塔门两向，门额石匾刻有“斗柄塔”，上款刻

“明天启五年孟冬月建造”，下款刻“清光绪十三
年孟夏重修”。

（本版策划 菲菲 撰文 菲菲 阿策）

清晨的文昌市铺前镇并不
宁静，热闹的渔港码头，正在实
施街景立面改造工程的骑楼街
区……这里，曾经是海南重要的
渔港和商铺。

而连接海口的跨海大桥
——铺前大桥也在抓紧施工。

“铺前大桥开通后，这里到
美兰国际机场只要20分钟，到
海口市区只要半小时！”文昌
市委书记刘登山说，为加快推
进“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
圈的部署要求，文昌市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在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生态、文化、旅游
等领域多措并举，积极发展航
天产业、加快推进琼北大草原
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同时，加快
了铺前古镇改造和铺前大桥
的施工，着力打造区域合作典
范，打造海口人民后花园、文
昌新门户，为建设美好新海南
贡献文昌智慧。

正在施工中的铺前跨海大桥。 韩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