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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李珂

每一顿饭菜，都要分开来做：年轻
人吃的一般火候即可，但年迈的父母吃
的那两份，都要煮得柔软、熟烂一些。
这样看似琐屑小事却很耐心地伺奉，儋
州市南丰镇尖岭村村民孙国养坚持了
多年。今天，他激动地说：“我父母都快
90岁高龄，要多从细节方面照顾他们，
就像他们呵护小时候的我一样！”

细微之处见精神。4月15日，包
括孙国养一家在内的10户少数民族
家庭，获评儋州少数民族地区“孝敬父
母家庭”称号。同时，儋州还表彰了该
市民族地区10户“团结和睦家庭”、10
户“教子有方家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儋州市
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符志权介绍，从
2013年开始，在黎族、苗族“三月三”
节庆活动期间，该市在兰洋镇、南丰

镇、雅星镇等民族聚居镇，评选表彰民
族团结进步家庭，一批少数民族地区

“孝敬父母家庭”“团结和睦家庭”“教
子有方家庭”涌现出来，弘扬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营造了团结和谐的民
族工作氛围。

孝敬父母，感恩反哺

一位普通农村家庭妇女，为了给
家里老人治病，抽空学习医术，有效缓
解了老人的病情。这位妇女名叫温月
琼，是儋州市兰洋镇番新村村民。她
介绍，公爹、公婆都已年逾八旬，尤其
是去年公爹患了重病，瘫痪在床生活
不能自理。温月琼在请医生帮老人治
病同时，自己也跟着学会了火疗、理疗
技术，平时坚持给老人治疗。不到一个
月，老人可以下床走路，并逐步康复。

对此，温月琼充满深情地说：“孝
敬父母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也
是我们的福分！”

儋州市南丰镇新村村民符志忠的
父亲年过七旬，患有重度残疾，坐轮椅

已有8年。每天早晚，符志忠都给父
亲擦洗身体、喂送食物和伺候老人上
厕所。此外，为了避免老人患褥疮，无
论多忙，符志忠每天都要搀扶父亲散
步。朝晖夕阳下，这两个慢慢前行的
身影，定格为感人至深的美好画面。

正如古籍《增广贤文》曰：“鸦有反
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随着儋州在
少数民族地区连续6年评选“孝敬父
母家庭”，对父母感恩反哺，正成为各
方的共识和行动。

和睦家庭，夫妻同心

“我与妻子结婚20多年来，几乎
没有因为什么事情红过脸！”今天，儋
州市南丰镇油麻村致富带头人赖干文
微笑着说，“当意见不一时，我们总是
用理智的态度去沟通。”

“红脸”是一句当地方言，指吵得
脸红脖子粗的意思。

20多年如一日，相识相爱，相知
相守，这是儋州少数民族地区“团结和
睦家庭”典型特点之一。

“互敬互爱是家庭和睦的基础，是
家庭幸福的源泉。”南丰镇头佑村村民
温思海说，结婚以来，他们夫妻俩在生
活中相互照顾、相互信任，除了保持自
己家庭的长久和睦，平时还帮助邻里调
解家庭生活矛盾，从而带动周边村庄都
形成了关系融洽、和谐有序的氛围。

与赖干文、温思海家庭一样，获评
今年儋州市少数民族地区“团结和睦
家庭”的还有雅星镇的符正毛、符步
中、符彦旗家庭，南丰镇的叶树洪、朱
永雄家庭，兰洋镇的王明春、黄明安、
林小霞家庭。在采访中，记者深深地
感受到，这10户家庭都有一个共性：
团结和睦，夫妻同心。

教子有方，成人成才

谈起子女都已成人成才，今年52
岁的儋州市南丰镇南丰社区居民何志
坚一脸的自豪和幸福。

“我的一儿一女都考上了大学，这
离不开我们对他们朋友般的沟通和教
育。”今天，何志坚深有体会地说，教育

子女，首先要做到家庭和谐、夫妻关系
融洽，给孩子树立了团结的榜样；其次
是平时不打骂孩子，即使他们做了错
事，也是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做父母
的，要时常站在孩子角度，换位思考，
尊重孩子的选择。

同样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的，还
有儋州市兰洋镇番打村村民盘文安。
这个村处于崇山峻岭之间，交通不便，
经济基础薄弱，盘文安的家境也不
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盘文
安用心教导孩子，其女已经考上了理
想的大学。

提及教育孩子的方法，盘文安认
为，一方面要多鼓励孩子珍惜时间努
力学习，另一方面也要支持孩子积极
参加班级活动，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
增强信心、锻炼意志、劳逸结合。

何志坚、盘文安与其他8户家庭，
同时获评今年儋州少数民族地区“教
子有方家庭”称号。这些家庭，在孩子
的教育方面，做到了宽严有度、平等对
话，因而让孩子们实现了成人成才。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

儋州连续6年评选民族团结进步家庭，以点带面培育社会新风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近日，环岛高铁儋州白马井站周边环境经过综合整治后，环境整洁优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王家隆）“由于及时申请
到了创业担保贷款，我们种植的铁皮
石斛从几亩扩大到了80亩，把握住
了商机。”今天，儋州市和庆镇创业者
陈家民兴奋地说，今后还要扩大规

模，带动周边农户一起致富。
陈家民明显感受到，现在申请创

业担保贷款更便利快捷了。在过去，
创业者如果要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程
序较多，且担保额度只有3万元。如
今，该市创业担保贷款办理手续简

化，且每笔额度增加到10万元。
据了解，为了支持像陈家民这样

有志向的创业者，今年第一季度，儋
州市加大投入力度，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32笔共317万元。

“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实现

脱贫。”儋州市就业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市的创业担保贷款主要向农村
倾斜，扶持农村特色产业项目发展，
不但有效助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
优，也给当地农民带来更多创业和就
业机会。

儋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逾300万元
单笔贷款额度增加到10万元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何秀玲）如何进一步为公益
事业提供法律保障？近段时间，儋州市
推出公益诉讼奖励办法：凡是发现有破
坏生态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安全以及国
有财产流失等问题和线索，市民都可以
进行举报，经儋州市人民检察院核实后
最高可获得1万元奖励。

据了解，儋州公益诉讼举报线索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予以奖励：属检
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举报内容具体明确；经查证
属实后，儋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
建议或提起诉讼的。该检察院将根据
案件性质、监督效果、挽回损失等情
况，确定奖励金额。每宗案件奖励金
额为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

组织和个人在法律法规授权的前提
下，对于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的违法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
讼。公益诉讼分为行政公益诉讼和民
事公益诉讼，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涵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等。民事公益诉讼范围涵盖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

鼓励市民参与公益诉讼举报
举报者最高可获1万元奖励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廖伟生）今天，记者从儋
州市公安局获悉，该市发动全社会力
量开展扫黑除恶行动，对举报有功者
最高奖励20万元。

据悉，儋州扫黑除恶行动打击重
点为：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欺压残害百
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操纵、经营

“黄赌毒”和电信网络诈骗、涉枪涉爆
的黑恶势力；在征地拆迁、工程项目建
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在
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
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

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
霸、行霸等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
操纵破坏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
体资产的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
力讨债的黑恶势力；插手民间纠纷，充
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扰乱“一
创两建”、农场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危
害校园安全、插手医患纠纷的黑恶势
力；其他类型的黑恶势力。

为激励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扫黑
除恶行动，儋州市对举报线索有功者
予以重奖。一是举报线索协助有关

部门打掉一个本市黑社会性质组织，
其举报线索认定有效者最高奖励20
万元，其中举报抓获组织头目的，每
名奖励2万元；举报抓获骨干成员
的，每名奖励1万元；举报抓获一般
成员的，每名奖励5000元。二是举
报线索协助有关部门打掉一个本市
恶势力犯罪集团或团伙，其举报线索
认定有效者最高奖励人民币5万元，
其中举报抓获集团或团伙头目的，每
名奖励1万元；举报抓获骨干成员
的，每名奖励5000元；举报抓获一般
成员的，每名奖励3000元。

发动社会力量扫黑除恶
举报者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

白马井高铁站刷新“颜值”

西岸快讯

本期热点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系列环保整治行动

儋州3月优良天数
比例达100%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 （记者易宗平 特约
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生态环保，宜居宜游。
今天，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发布的环境空气
质量月报显示，今年3月该市优良天数比例达
到100%。

根据儋州市第一中学子站、东坡学校子站两
个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的监测结果统计，
刚过去的3月份该市环境空气质量保持良好，有
效监测天数31天，优良天数占有效监测天数的
100%。其中，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一级标准（优）22天，二级标准
（良）9天。

2017年，儋州坚持生态立市、绿色发展理
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圆满完成年度节能
减排各项指标。该市扎实做好中央环保督察组
和国家海洋督查组移交工单整改工作，共办结
177件；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全年
拆除违章建筑15.98万平方米；全面推行“河长
制”，对全市23条主要河流进行分级管理，投入
3191万元进行南茶河水污染治理，南茶河水质
达标率为100%，启动472个自然村污水治理；
全年完成造林5688亩，启动红树林湿地生态修
复工作，完成退塘还湿250亩，修复被三叶鱼藤
危害的红树林199亩。由于生态环保治理成效
显著，2017年底儋州市获评“国家园林城市”称
号，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

中国文联在儋州开展现场教学

儋州推介
“四乡”文化品牌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何万常）4月16日，中国文联第14期全国地县级
文联负责人研修班在儋州开展现场教学活动。来
自北京、山东、安徽、云南、陕西等省市的近百名地
县级文联负责人参加。

当天，海南省文联副主席、儋州市文联主席王
威作了题为《创新形式 搭建舞台 擦亮“四乡”文
化招牌》的案例教学，介绍了近年来儋州文联深入
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大力传承发展乡土文化，
擦亮“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书法
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文化品牌的经
验。与会人员对儋州市文联工作的新思路、新举
措、新成效表示赞赏，认为其经验可圈可点，值得
推广和学习。

与会人员还参观考察了位于儋州的中国村官
精神馆、胡松纪念馆、书画艺术馆、东坡书院，并观
看了儋州地方特色文艺演出。

投入专项资金2.42亿余元

今年计划为
5000余户家庭改造危房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记者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
悉，今年该市将投入专项资金2.42亿余元，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
贫困残疾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改造危房，共计
5095户。

为加大贫困户危房改造资金支持力度，儋
州统筹和整合使用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扶
贫资金、民政帮扶资金等，确保危房改造资金有
保障。

此前，儋州已精准确定危房改造补助对象并
核定危房等级。今后的施工中，该市将大力推广
加固改造低成本技术，同时落实质量安全检查，在
危房改造中完善房屋的厨房、厕所等基本居住功
能，让这些困难家庭住得安心舒心。

儋州图书馆
征集形象标志
被采用作品者可获5000元奖励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如果你善于设计图书馆形
象标志（LOGO），别谦虚，露一手吧——近日，儋
州市图书馆发出征集LOGO的“英雄帖”，被采用
作品者可获得5000元奖励。

据了解，儋州市图书馆征集LOGO的要求
为：一是紧扣图书馆文化内涵及核心理念，主题鲜
明，图案美观，既有鲜明的图书馆行业特点，又能
体现儋州市地域文化特色，体现儋州市图书馆历
史文化渊源和发展理念，同时易于识别记忆和宣
传推广，具有良好的视觉识别性。二是参与设计
者必须确保设计作品的原创性，符合商标注册及
所有著作权的有关规定，并确保任何第三方不会
因涉嫌著作权、知识产权等问题与征集人发生法
律纠纷。三是应征作品必须提供彩色稿件（附色
标说明）、黑白稿件和文字说明各一份。四是应征
作品需提供完整的、可用的矢量图源文件稿（文件
后缀名格式为ai、cdr，不能用矢量方式表达的图
形按jpg格式以最高精度模式保存，文件尺寸为
300mm×300mm）。

市民有符合以上要求的作品，可发至邮箱
hndzlib@sina.cn。征集截止日期为2018年5月
25日。

儋州将开展经典
诗词诵读比赛
分为小学和中学两个组进行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记者易
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
千载儋耳，一城诗书。4月下旬，儋州
将举办经典诗词诵读比赛活动，分为
小学和中学两个组进行。

据了解，本次比赛“诵国学经典，
扬中华文化”为主题，将于4月22日
至23日举行。诵读的选文，可以是古
典诗文，也可以是近现代经典名篇；可
选单篇，也可选多篇，或进行内容剪裁
和重新组合；还可以参照《中华传统文
化经典导读》进行选择。

本次比赛的参赛对象分为两个
组：一至六年级为小学组，七至九年级
和高中为中学组。奖励办法为：小学
组、中学组分别设一等奖2个、二等奖
4个、三等奖6个；另外，通过网络投
票，得票前三名的单位将获得优秀组
织奖。

今年“科技活动月”
大有看头
推出科技下乡、科普集市等
51个科技项目

本报那大4月18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林晓云）5月，游客来儋
州除了欣赏美景，还可以享受“科技大
餐”。届时的儋州“科技活动月”将推
出51个科技项目，内容丰富多彩。

据了解，今年的儋州“科技活动
月”以“科技创新，强国富民”为主题，
将于5月在儋州全市范围内举办。其
中，科技下乡和科普集市将于5月17
日在该市中和镇举办。

儋州市政协副主席、科技局局长
谢群峰说，今年省“科技活动月”开幕
式将在儋州举行，该市将统筹协调，精
心策划，大力宣传普及科技创新知识
和成就等，吸引广大公众参与，扩大活
动受众面和影响力。

采取来信来访方式，到儋州市人
民检察院举报中心进行举报

拨打举报电话 0898—23885880
进行举报

登录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官方网
站 （http：//www.hi.jcy.gov.cn/dan-
zhou.html）或关注“儋州检察”微信公
众号（danzhoujiancha）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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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举报
儋州扫黑除恶举报邮箱：dzga_
110@163.com

电话举报
工作时间拨打 0898-23363111，非
工作时间拨打“110”举报

投递信件举报
投递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伏波路公
安大楼A14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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