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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以“综合素质+一技之长”理念办学亮点频频

教授专业技能 造就立业之本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家专

宽敞的校园，明亮的教室，学生们
正聚精会神在教室里上课。6月13日，
记者走进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以下
简称澄迈职校），在美容美发专业的实
训课堂上，每名学生手里都有一个用于
学习的模具，老师在讲台上讲解，学生
随即上手操作。“这样的学习模式我们
很喜欢！”学生们表示，边学边实践更有
助于尽快掌握专业技能。

“学校的办学理念是‘综合素质+
一技之长’，通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向社会输送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型
人才。”澄迈职校校长徐庆龄说，目前
该校共有学生1432人，设有咖啡、沉
香、烹饪、计算机、汽车维修、电工、美
发美容等11个专业，与30多家省内外
企业合作办学，建立了良好的人才供
需关系，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以上。

开展综合素质教育
重树学生信心

“来到澄迈职校，我不再是以前那
个身在教室心在外头的我，也不再是
初中时那个经常让爸爸‘三顾学校’的
坏学生。”这段话，是澄迈职校二年级
学生吴婷婷的心里话。

实际上，不只是吴婷婷，不少来
到澄迈职校的学生在初中阶段，行为
习惯、纪律习惯、学习习惯等方面存
在不足，经常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批
评，其中部分学生对学习失去了信
心，自暴自弃。

重树学生自信心，澄迈职校从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始。每年秋季，学校
组织新生参加军训，规范学生们的纪
律、行为习惯。在此基础上，学校还组
建起管乐、舞蹈、乒乓球、篮球等各种社
团，要求每一位学生自行加入到一两个
社团中参与训练活动。

此外，学校每周五下午开设“学生
素质拓展训练”，进一步强化与巩固入
学素质教育的成果。

通过一系列训练，学生的团结合
作意识、交际能力都有所增强，更重要
的是找回了自信。而学生吴婷婷，也
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教育之下发生了蜕
变：成为校学生团委副书记，获得
2017年“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获得
2017年澄迈县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征
文比赛（高中组）一等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吴婷婷常常激励自己，要好好把
握住自己的人生。

开设本土特色专业
注重技能培训

澄迈职校的11个专业中，咖啡专

业和沉香专业不得不提。近几年来，
澄迈咖啡、沉香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与
之相关的技术人才也比较紧缺，澄迈
职校依托县域经济特色，分别于2015
年和2016年开设了咖啡和沉香特色
专业。

“特色专业毕业的学生‘供不应
求’，第一批就读咖啡专业的学生今年
毕业了，就业率达到100%。”澄迈职
校副校长王圣师介绍，当前，就读于沉
香专业的二年级学生也纷纷外出实
习，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对职校教育来说，培养学生的一
技之长是重中之重，为此，澄迈职校不
仅开设特色专业，还加大专业实训课
时的比重，针对学生的文化基础较低，
学习主动性差的情况，制定了《专业课
程设计（2017-2020年）规划》。每学
期，各专业组长首先结合各专业特点

和学生的实际，制定好各专业课程的
教学目标，接下来各科任老师就围绕
专业课程教学目标，灵活运用教材，教
授好每一堂课。

搭建技能大赛平台
提升就业水平

“普通高中看高考成绩，中职教
育看技能大赛，技能大赛的成绩标志
着学校的办学质量。”澄迈职校副校
长谭龙智说，为了把让学生掌握一技
之长的培养落到实处，每年学校都通
过组织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展示学生
技能水平。

今年4月底，在澄迈县举办的“我
的未来不是梦”2018年度“爱心助学”
主题活动上，澄迈职校的学生在竞技
场上大显身手：香醇的咖啡醉人心弦，

精致的果酱绘画栩栩如生，烹饪雕刻
成品惟妙惟肖……赢得了大众评审团
和评委的赞誉，全校共被评选出专业
知识扎实、操作技能娴熟的14名“明
星学生”及10名“最具人气学生”。

近年来，澄迈职校学生参加国家
级、省级职业技能竞赛硕果累累，共有
2人获得国赛二等奖、1人获得国赛三
等奖，3人次获得省赛一等奖、16人次
获得省赛二等奖、22人次获得省赛三
等奖。

“苦学三年，最终是为了就业。”澄
迈职校就业科科长曾祥冰说，为了让毕
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该校积极探索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新模
式，突出岗位技能的培养，并与30多家
省内外企业合作办学，建立良好的人
才供需关系，使得毕业生就业率达
98%以上。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特约记者 陈超 通讯员 王家专

随着工人手指快速地上下翻飞，色
泽温润的咸蛋黄、佐料丰富的五花肉纷
纷覆盖上糯米，一道被裹入青粽叶中，
待蒸煮10余小时后，这些香气四溢的
瑞溪粽子便出锅了……6月12日，记者
走进澄迈县瑞溪镇，制作粽子的场景随
处可见，美味的粽子惹人垂涎。

在有着超过350年历史的瑞溪
镇，粽子承载着当地底蕴深厚的商贾
文化：世代经商的瑞溪人走南闯北，吸
收各地美食经验，烹制出了独特的瑞
溪粽，于明朝开始经营，到清初时名声
大振。传承至今，瑞溪粽子因口感清
香、用料讲究，赢得了大批消费者青

睐。据瑞溪镇近日统计，今年端午节
前后，瑞溪粽销量将突破900万个，较
去年同期增长近20%。

借力互联网拓宽市场
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在销量提升的背后，瑞溪粽借力
互联网打通农产品上行渠道，拓宽省
外市场的效用不容忽视。今年5月，
京东“中国特产澄迈馆”正式上线，意
味着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可通过京东官
网开辟的专门页面，选购澄迈特色农
副产品。端午节的临近，则让瑞溪粽
成为了第一批“受益者”。

“相比之前通过自建网站、公众号
推销瑞溪粽，澄迈特产馆在京东上线，

为提升瑞溪粽品牌影响力、拓宽用户
市场等方面提供了更多便利，成效也
更为显著。”澄迈华联社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华告诉记者，受益于这一电
商平台的上线，该企业目前已售出瑞
溪粽近20万个，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销
量总和。

与此同时，瑞溪镇粽子生产也不
断向标准化、规模化迈进。“出品的每
个瑞溪粽都要经过高温杀菌、无菌包
装等工序。”王华透露，下半年，该企业
还将引入专业的粽子生产流水线，促
使瑞溪粽日生产量突破1万个。同
时，在该企业配合瑞溪镇打造的“乡村
驿站”内，一间专门加工瑞溪粽子、牛
肉干、腊肠的“透明车间”正在建设当
中，预计今年9月可建成投产。

民间作坊销售火爆
百年传承手艺受青睐

瑞溪粽销量保持稳定增长的秘诀
还“藏身”于各个民间作坊。

瑞溪镇人肖克章、肖克波这对兄
妹在镇上经营着一家粽子店，自其曾
外祖父开始，肖家人便世代传承着粽
子的制作工艺，至今已逾百年。每年
端午节前后，粽子销售火爆，兄妹俩每
天凌晨4时就得起床，着手处理粽叶、
烹制猪肉，十分忙碌，“6月初就开始
有不少客户订购瑞溪粽，到现在已进
入粽子销售的高峰期，每日平均销量
超过5000个，最高时可达8000个。”

肖克章告诉记者，瑞溪粽口感酥

软，回味清香，这和当地人走南闯北学
习经验、精选食材有关。“为了达到最
佳的口感，粽子外面一层粽叶，是从五
指山上采摘送来的新鲜叶子。而粽子

‘肚’里的猪肉，是从屯昌购买的精选
猪肉。”他表示，最让当地人自豪的是，
在澄迈九龙溪一带产出的鸭蛋非常有
营养，蛋黄经腌制后呈现出橙红色，比
普通的咸蛋黄油脂明显要多，但是油
而不腻。

不仅如此，每年第一批粽子做好
后，各个民间作坊都会将产品送给熟
客品尝，并根据对方反馈改善工艺、提
升品质，“‘吸百家之精粹’正是瑞溪粽
能作为海南三大名粽，品牌经久不衰
的秘诀之一。”肖克章说。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

借互联网拓宽市场，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今年端午前后瑞溪粽子销量将突破900万个

百年传承再发展 瑞溪粽味经久香

王广焕在养鸡场给鸡崽喂食。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草木茂盛、鸟啼声声……6月11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澄迈县加乐镇加
茂村橡胶林下的一家养鸡场。在这里，
圈地散养的一只只鸡或在树下“闲庭信
步”，或疾驰奔走，不时发出嘹亮的打鸣
声。而养鸡场的主人、“80后”青年王
广焕正蹲在一群小鸡崽中间，为它们抛
撒稻谷。

十年创业路，从伙房到养鸡场，
从大厨到“鸡司令”，王广焕直言，虽
历经坎坷，但如今取得的成绩令他欣
喜：每年都有近两万只林下散养，食
用稻谷、玉米的“生态鸡”从养殖场出
栏，总营业额突破百万元，毛利接近
20万元。

王广焕2002年高中毕业后辗转
深圳、汕头、海口、三亚等地打工，到
2007年，他已成为三亚一间川菜餐
厅里小有名气的厨师。“在餐厅里待
了几年后，我发现多数城市餐饮场所
对农村散养的‘生态鸡’需求量很大，
这让我找到了商机。”于是，王广焕摘
去厨师帽，穿起粗布衣，回到家乡购

鸡养鸡，重新当起农民。
但很快，一盆接着一盆的“冷水”，

浇灭了王广焕的热情。头一年，缺乏
技术的王广焕面对鸡新城疫（即“鸡
瘟”）束手无策，首批买来的1000多只
鸡苗近一半受感染后病死，幸存的鸡
出栏时品相不佳，难逃被低价抛售的
噩运。“到2008年下半年，我东拼西凑
再买来1000只鸡崽，同时辛辛苦苦背
了十多天的木料，为小鸡崽搭建起了

两座鸡棚，可台风‘黑格比’携狂风暴
雨而来，又给了我一次惨痛的教训。”

王广焕还记得，台风肆虐的夜晚，
他睡不着觉，待雨势稍小，就急忙前往
两座鸡棚查看，发现一座鸡棚已被刮
倒，另一座的棚顶被散落的树枝砸穿，
小鸡崽们挤在一小块土地上避雨，损
失十分惨重。“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到
三亚打工，为再次创业积累资本。”王
广焕始终认为，自己在家乡能干出一

番事业。
2009年底，王广焕再次回到家

乡。这次他改变了之前“粗放式”管
理的策略，硬生生“啃”下了20余本
养殖技术书，并将所学知识付诸实
践。遇到保温等养殖问题，他不厌其
烦地去文昌找养殖专家讨教；销路打
不开，他就拿着自己的鸡送给顾客品
尝，直言“不好吃不要钱”。

“坚持下去总会见到属于自己的
‘彩虹’。到2012年，我养的鸡在客
户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收支逐渐平
衡，也让我更坚定要走这条创业路。”
王广焕表示，如今，自己在林下圈地
散养鸡的做法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
认同，生意也蒸蒸日上，平均每只鸡
每斤可卖到18元，“周边5户贫困户
看到我挣钱了，也争着找我学技术、
发展养殖业，有的在春节前后就挣了
近两万元，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王广焕告诉记者，养鸡十年，自
己应该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
我打算把林下‘生态鸡’的品牌做起
来，通过直播、电商销售等形式，让更
多消费者认识到这一绿色无公害的
食品，进而帮助周边百姓增收致富，
共同脱贫。”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

养鸡十年，百折不挠，澄迈“80后”青年王广焕返乡圆了创业梦

林下生态鸡 鸣响致富曲
创业故事

违规上报贫困户名单

福山镇一村干部被处分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陈奕焰）日前，澄迈县福山镇纪委对敦茶村委会原
副主任陈明运的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陈明运在担任福山镇敦茶村委会副主
任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正确履行工作
职责，将非贫困户村民列入领取扶贫物资的贫困
户名单上报，造成国家惠民资金损失。

陈明运同志身为党员干部，党纪意识淡薄，违
反党的纪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经福山镇纪委研究，决定给予陈明运同
志党内警告处分。

澄迈警方打掉
一持枪持刀抢劫团伙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陈梓昕 张胜楠）近日，澄迈警方成功侦破以林某
为首的系列持枪持刀抢劫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4名，缴获枪支1把，电鱼机3部，管制刀具1把，
钢管2根，鱼筐若干。

4月28日至29日，在澄迈县金安农场菜市场
和金江镇长安墟东排洋路口等地相继发生3起持
枪持刀抢劫案件，有3名夜间捕鱼的外地男子，在
捕鱼归来时遭抢劫，电鱼机、鱼获和现金等财物被
洗劫一空。据一名受害人反映，其被抢劫时发现
犯罪嫌疑人持有枪支。

接到报案后，澄迈县公安局专门抽调精干警
力组成专案组，对系列抢劫案全力攻坚。经初步
调查，专案组发现该犯罪团伙组织性和目的性很
强，作案时间多在凌晨3时许，作案地点均选择在
监控卡口较少、基本无人经过的偏僻乡村，且作案
时使用手电筒照射受害人眼睛，导致受害人无法
准确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给专案组侦
查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专案组针对系列抢劫案件特点，多次调整侦查
方向和侦查方式。经过多日走访调查，专案组注意
到一辆行踪可疑的灰色小轿车，并以此为突破口，进
一步展开侦查，终于锁定林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

6月9日下午3时，专案组民警在海口市汽车
南站附近的小旅馆蹲守时，犯罪嫌疑人林某与一
名女子进入民警的视线，民警迅速将其抓获并进
行现场突审。随后，专案组民警相继在金安农场
抓获陆某秀、陆某漫和梁某栋等3人。至此，该抢
劫团伙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系列持
枪持刀抢劫案件成功告破。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老城镇加大拆违力度

集中拆除
4300余平方米违建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蔡莎莎）近日，澄迈县老城镇继续加大拆违力度，
联合多部门实施集中拆违行动，共拆除违法建筑
4334.22平方米。

据悉，此次行动中，老城镇相关部门人员共在
道辅村拆除2栋建筑框架共864平方米，在南海
之滨小区附近拆除简易房屋共578.32平方米，在
富豪村委会昌广村路口拆除建筑框架共2891.9
平方米，严厉打击了老城区域内私自买卖土地，以
及占用基本农田、林地建房等违法行为。

老城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3月以来，
该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大排查，大整顿”专项整
治行动，对于占用农用地、不按规划建设及没有报
建手续的违法建筑一律予以拆除，截至目前，该镇
已拆除违建16宗，总面积达18403.82平方米。

停工砂场化身“黑窝点”

澄迈公安侦破
一起非法采矿案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张胜楠 董超）近日，澄迈县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
非法采矿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查扣挖掘
机、铲车各1辆、农用四轮车4辆，另有1名犯罪嫌
疑人投案自首。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悉，澄迈县公安局多次针对全县非法采砂
高发地进行侦查摸排，对非法采砂行为始终保持
严打高压态势。3月16日凌晨，澄迈县公安局与
澄迈县水务局联合行动，在澄迈县瑞溪镇山内村
南渡江边打击一非法采砂点，现场查扣挖机1辆、
铲车1辆、农用四轮车4辆，但由于天色昏暗，非
法采砂人员均趁夜色逃离。

经过大量调查取证，警方查明，该处采砂点原
属“鸿豪砂场”经营范围，该砂场因采矿证于2016
年12月到期停工。自今年3月起，犯罪嫌疑人李
某雄、曾某豪、李某渊等人私自在该处地点非法采
挖河沙，并转运至瑞溪镇山内村一偏僻空地囤积，
伺机售卖。

经澄迈县价格认证中心对非法采砂点采砂量
及其价值的评估和认证，该案已达到刑事案件立
案标准。5月4日，澄迈县公安局将该案立为非法
采矿案继续侦办，同日，犯罪嫌疑人曾某豪、李某
渊落网。另一犯罪嫌疑人李某雄也在近日投案自
首。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了解，澄迈县公安局于2017年5月正式成
立旅游与环境资源警察大队，该大队自成立至今，
共查处非法采矿案件36起,罚没“黑砂”2.5万余
立方米。

借钱不还导致好友反目
“限高令”让“老赖”
主动还钱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记者陈卓
斌 通讯员聂秀锋）原本是好友之间解囊
相助，但借钱不还的问题却导致唐某、李
某二人关系恶化。近日，一宗因民间借
贷引发的执行案在澄迈法院“限高令”
的威慑，以及承办法官的积极斡旋下得
到解决，当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据了解，唐某因经济困难，向好友
李某借款9万元，双方约定于2016年8
月16日前还清。借款到期后，李某多
次催还未果，于是诉至法院。案件进入
执行阶段后，澄迈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
唐某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承办法官也多次联系被执行人，试图与
其沟通执行事宜，但唐某却跟法官玩起
了“躲猫猫”：电话不接、敲门不应。

此后，承办法官将唐某列入了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向其发出了限制高
消费令，并再次试图电话联系唐某。
这一次唐某不仅第一时间接了电话，
态度也变得非常友好，表示希望和
解。原来，唐某一直往来国内外经营
木材生意，受限制高消费令的影响，他
没法再乘坐飞机，出行极大不便。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承办法官迅
速联系申请执行人李某，向其表明被
执行人的和解意愿和还款计划。李某
表示愿意与唐某和解，随后，两人达成
和解协议。

在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的技能比赛活动中，烹饪专业的学生在进行食雕竞技。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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