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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新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近日省交通运输
厅印发了《海南省交通运输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根据
《计划》，预计至2020年底，全省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达1360公里。

“今后三年是海南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全省各族人民对交
通运输工作‘向好’和‘提质’转变寄予
了厚望。”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说，

今后三年我省交通运输系统将抓住大
有作为的历史机遇期，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发力，为建设美好
新海南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根据《计划》，今后三年，我省将全
面建成“田”字型高速公路，建成文昌
至博鳌、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儋州
至白沙、美兰机场至演丰、文昌至临高
等高速公路，实现“县县通高速”；并积
极谋划推进环岛高速公路海口至琼海

段“四改八”改扩建、“丰”字型高速公
路、文昌至博鳌高速公路延长线、南北
两极二环路、海口至儋州高速公路等
项目前期研究论证工作。

今后三年，我省将大力实施公路
干线旅游化。推进国省道旅游化改
造，利用现有道班资源，进一步完善
国省道旅游服务功能，提升通行能
力和服务水平；推进环岛旅游公路
建设，打造慢游公路体系，按照生态

路、景观路、旅游路、交通路、幸福路
的要求推进项目建设；谋划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环线规划建设，充分利
用现有国省县道，局部路段打通断
头路，构建围绕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山脚下的“第一环”。

同时，我省还将大力推进“四好
农村路”建设，加快完善我省农村路
网，构建和完善外通内联、村村通
畅、安全便捷的农村交通网络，为振

兴乡村战略和扶贫攻坚提供基础支
撑；出台相关实施意见，指导建立健
全农村公路组织保障、资金保障、技
术指导和绩效考核体系，督促市县
政府落实农村公路主体责任。全面
完成交通扶贫六大工程 1.6 万公里
建设任务，实现100%具备条件的自
然村通硬化路、100%消灭农村公路
现有危桥和 100%具备条件的行政
村通班车目标。

《海南省交通运输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2020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360公里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吴鹏

距离万宁市区40多公里的北大
镇大华寮村里，有一个只有18名学
生的小学。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今
年62岁的吴光明是这里唯一的教
师。两年前，吴光明退休，他的儿子
吴志平从外地返乡，接过了父亲手里
的教鞭。

3月11日上午，记者驱车从万宁
市万城镇前往北大镇大华寮村。大
华寮村藏在六连岭的深处，距离万宁
市区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大华寮村小学不大，对村民却十
分重要。记者到大华寮村小学时，吴
光明正在学校洗手间打扫卫生。他
忙完手中的活儿，便带着记者在学校
里转悠起来。

据介绍，3年前，大华寮小学还
只是一个60平方米左右大的地方，
40平方米的教室、20平方米的办公
室，连洗手间也没有。现如今，学校
已经扩大到300平方米，校区优雅干
净，旁边的槟榔林时不时传来阵阵鸟
语花香……

2015年，使用多年的大华寮小
学校舍被界定为危房，万宁市相关部
门投入资金，重建大华寮小学。

重建工程启动后，孩子去哪里
上课？当时，施工方曾制定出一个
方案：搭建一个简易板房作为临时
教室。

吴光明知道后，立即给禄马中心
学校主要负责人打电话：“冬天还好，
夏天里面那么热，孩子们怎么上课？
而且，工地附近，噪音也很大。”

“你有啥办法？”负责人问。
吴光明说，想将自家客厅腾出作

为课堂。
中心学校主要负责人答应了。

于是，吴光明将自己家变成了家庭教
室。其中，有3个孩子离他家较远，
吴光明就将孩子们留在家吃午饭，每

天中午和爱人哄他们入睡。
重建的过程也有些波折。小学扩

建会占村里的集体土地，需要多花一笔
钱，但这笔钱当时没有批下来。眼看施
工队就要停工，吴光明急了：“如果校舍
不建，孩子们的安全怎么办？”

他决定自掏腰包，拿出6000元
买地。其实，吴光明的家庭并不富
裕，全家收入全靠他教书以及1亩多
的槟榔地收成。对于大华寮村普通
的村民来说，6000块钱可相当于大
半年的收入。但他觉得：“为了孩子
们，值得。”

后来土地征地款下来后，禄马中
心学校将这6000元返还给了他。

2016年，大华寮小学重建完成
后，吴光明也已年满60周岁，需要办
理退休了。由于小学太偏远，没有老
师愿意去，吴光明想到了自己的儿子
——毕业于江西南昌一所师范院校
的吴志平。“虽然小学不大，一般学生
不超过20个，但对于这些孩子的家
庭来说，却非常重要。”吴光明说，大
华寮小学距离中心学校约20公里，
且是山路。如果没有人接班，孩子们
就可能上不了学。

就这样，吴光明把儿子吴志平从
城市叫回大山深处的苗村，坚守小学。
如今，吴志平已经正式走上这个苗村学
校的讲台，成为大华寮小学一名教师。

“父亲年纪大了，还没完成的，我要继续
替他完成。”吴志平说。

吴光明还记得自己当老师的第
一年。那是1979年，高中毕业的吴
光明回到村里。村干部找到他，希望
他能留在村里当一名小学教师。吴
光明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他是大山里
的孩子，太了解大山里的孩子对外面
世界的向往了。37年来，吴光明一
直扎根在这里，从未离开。

37年教师时光，平淡而非凡。
唯独有一件事，吴光明觉得十分骄
傲：“从我这里走出的学生，已经有3

人考上本科。”
现在，吴光明虽然退休了，但他

依然每天来学校，有时打扫校园，有
时也给孩子们上课。“放心不下啊。”

吴光明说，一是不放心苗村的孩子
们，他们是苗村的未来和希望；二是
不放心儿子，想在教学技巧上多带
带他。

其实，吴志平知道，父亲舍不得
离开苗村里的孩子们，舍不得站了大
半辈子的三尺讲台。

（本报万城3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丁平

3月12日上午，大华寮小学教室
里，退休教师吴光明又回来给学生上
课。学生问：“老师，什么叫左手？什
么叫上车？我听不懂啊。”吴光明熟
练地回答：“左手，就是苗语‘到管么’
（音）的意思，上车，就是苗语‘桑么’
（音）的意思。”

学生听完解释后豁然开朗，连连
点头。大华寮村是苗族同胞聚居的村

子，与海南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孩子
在小学前基本都是说苗族方言，听不
懂普通话、海南话，好在有吴光明在小
学为这些苗村孩子启蒙。吴光明教孩
子们学习普通话，学习二三年，他们就
能到中心小学正常学习。

为了苗村孩子的启蒙，吴光明可
谓煞费苦心。这就是记者在采访中
最大的感触。

吴光明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献
给了大山里的讲台，培养了 1000 多

名孩子，给无数家庭带去了希望。
吴光明父子，让记者不禁想起

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
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

语文、数学、新媒体教学，打扫卫
生，接送学生……吴光明父子是最

“全能”的教师。在海南广袤的农村
地区，还有着无数默默奉献、无怨无
悔的“吴光明”。每一位乡村教师的
坚守，都值得尊敬。

万宁大华寮小学退休教师吴光明：

扎根苗村37年 照亮孩子求学路

为爱坚守

本报椰林3月12日电（记者林晓
君 通讯员符宗瀚）“眼睛看老师，小手
放桌上……”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复述着
这句话，时不时快速走下讲台帮助“出
状况”的学生。让人注意的是，这个仅
有7名学生的教室里，竟有着3位教
师。这是今天发生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特殊教育学校课堂里的一幕。

当天上午，陵水第一所特殊教育
学校正式开学。该县教科局相关负责
人、特殊教育学校全体师生及家长等
130余人参加开学典礼。

“我们学校比较特殊，为确保孩子
能安全接受教育，学校为每个班都配
备包括班主任、副班主任、生活老师在
内的3名教师。”据校长王绍莹介绍，

学校目前有感觉统合教室、多感官教
室、模拟超市、蒙氏教室、美工教室、手
工教室、体育康复教室、律动教室、语
训教室等多种功能教室，并建有配套
宿舍与食堂。

教室内是耐心的老师，教室外是
期盼的家长。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婆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她是教室外最后一
个离开的家长。79岁的曾阿婆告诉
记者，她家在距离学校10公里外的光
坡镇，今天是专程送9岁的外孙来上
学的。此前外孙曾在4所幼儿园求
学，最后因岁数超龄只能回到家中。

“有学校去我就放心了。”说着，老人的
眼中含满泪水。

“政府办这个学校让我的孩子终

于有学可上，还能帮助他们独立。”智
二班学生家长阿姨看着女儿在老师
的引导下，主动配合学习，感到十分
欣慰。

记者了解到，这所集聋哑和智障
少年儿童教育、康复训练于一体的全
日制义务教育学校，位于陵水文罗镇
原文新小学校园内，占地面积逾2万平
方米，投资近5000万元。目前有在职
教师13人，首批开设启聪班和启智班
等5个教学班，共有学生55人。

陵水教科局长肖海山表示，陵水特
殊教育学校将努力营造安全、舒适、欢
乐的校园环境，并通过加大教师培训力
度，提高业务水平，让每一位孩子都能
感受到学校真情切意的关爱。

陵水特殊教育学校开学

首批55名学生入读

白沙召开
脱贫攻坚工作会议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 （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陈权）今天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召开了脱贫
攻坚工作会议，在总结表彰2017年度脱贫攻坚
先进典型之余，还就今年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
了动员部署。会上，七坊镇、元门乡、荣邦乡3
个乡镇还签订了2018年脱贫攻坚责任书，明确
脱贫任务。

随着特色产业、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电视
夜校等各项工作的深入，白沙脱贫攻坚工作呈
现出“四面开花”的良好局面。此外特色产业、
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劳务输出、教育文化、卫生
健康、科技人才、基础设施、生态移民、社会兜底
等精准脱贫“十项措施”的铺开，及金融、光伏、
百企帮百村“三大项目”的推进，有效推进了脱
贫攻坚进程。

今年，白沙的脱贫攻坚任务将集中在尚未
脱贫的5191名贫困群众和7个贫困村，为此白
沙力求在“五个坚持”的基础上做到“五个转
变”，督促全部力量向扶贫一线倾斜，同时在基
础信息、住房保障、产业扶贫、健康教育、育才就
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扶贫等七个方面开展攻
坚，兼顾金融、光伏、旅游和电商扶贫，多点发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役。

我省产业工人总数
约339万人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讯员
何瑞闻 王清亮）近年来，我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取得长足发展，全省三次产业中的产业工人人数
达到339万人左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远
今起率队到市县、产业工会开展工会工作调研，深
入了解我省各市县、产业工会组织建设情况，进一
步加强基层工会建设。今天首站到海口市总工会
实地走访并座谈。

此次调研将着重面向以下内容：一是我省市
县、产业工会建设和辖区内企业基层工会建设情
况，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下一步工会改革
的思路；二是我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情况，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下一步
改革设想；三是我省基层工会民主管理、困难帮
扶、维权维稳、农民工和劳务派遣工入会、管理等
工作情况。

记者了解到，在中央系列政策的指导下，我
省与其他兄弟省市一样，出台了多项涉及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方面的政策措施，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目前，我省一、二、三产业
从业人员共 558.14 万人。其中，第一产业
229.46 万人，第二产业 68.47 万人，第三产业
260.21万人。第一产业中的农场、林场职工，加
上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工人，总人数共约
338.68万人。

我省与武汉理工大学
将签新一轮省校合作协议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韩小雨）海南省与武汉理工大学省校合作座谈
会3月10日上午在海口举行，双方就继续开展全
面合作提出了建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自2002年海南省与武汉理
工大学签订“十五”期间全面合作协议以来，双方
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广泛
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会上，与会各方积极为进一步开展全面合作
建言献策。其中，省教育厅从提升师资队伍、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研服务能力、增强智库
力量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等
部门，就科技合作、军民融合、建设生态岛智慧工
程院及实验示范基地等方面分别提出建议。武
汉理工大学相关负责人则提出了下一步重点合
作的设想和建议，希望尽快签订新一轮省校合作
协议。

据悉，下一步，我省将积极推进与武汉理工
大学签订新一轮省校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科
技、教育、海洋、生态等方面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互利共赢。

去年11月以来

儋州冬季瓜菜
实现销售收入逾4亿元

本报那大3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夏佟）3月11日，儋州市东成镇至光村镇公路
旁的鸿骏冷链物流集配中心，两辆大卡车
正在加紧装配已经预冷好的辣椒产品。连
日来，这里的新鲜瓜菜大卡车，发往广州、
长沙、武汉、郑州、北京、上海、成都等批发
市场。

儋州市瓜菜协会会长曾重介绍，由于市政府、
市农委和市瓜菜协会多方协调，帮助瓜菜种植户
拓宽市场销路，从2017年11月25日以来，该市
瓜菜上市量超过9万吨，其中销往省外市场7.2万
吨，包括椒类、四季豆、南瓜、海头地瓜等，销售总
额在4.3亿元以上。

据了解，去冬今春儋州市已种植瓜菜21万
亩，其中黑皮冬瓜4万亩、椒类5万亩、豆类1.55
万亩，预计总产量约54万吨。

海南侨中高考誓师为学生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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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上午，离高考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海南华侨中学在运动场
举行2018届“决战百日”高考冲刺誓师感恩教育大会。参加今年高考的全体
师生通过宣誓、奔跑等活动形式纪念这一有意义的时刻。考生家长和高一、
高二年级学生也在现场为考生们加油呐喊，场面壮观，令人振奋。据了解，当
天约有4000余名师生和家长参加此次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