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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省知识产权协会对海
南全省269家高新技术企业有效发
明专利情况进行统计，并公布了八大
领域的发明专利排名。在生物与新
医药技术领域，包括知名上市公司康
芝药业在内的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入
围前十甲。

发明专利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
企业科研实力的重要标准。康芝药
业作为国内儿童健康领域的领军企
业，积极构建科研创新体系，并率先
成立了以儿童药为主要研究方向的
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目前
拥有15项国内有效发明专利、3项

实用新型专利，及8项外观设计专
利。此外，由康芝药业研发的苏拉明
钠治疗手足口病新适应症通过PCT申
请国际发明专利，已先后在中国、日
本、新加坡及美国获得发明专利授
权。（专利类别：发明专利；专利
号 ：中 国 CN201310077649.9，美

国 US 9，872，875 B2，新 加 坡
11201405559T，日本 6116596。）

据悉，康芝药业于2016年获批
设立海南省儿童药制剂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并有多个产品入选海南省高
新技术产品。公司博士后工作站还
成功组建了“口腔速溶膜剂”、“药物

超微粒制备”及“药粉微观形态结构
检测”三大技术平台。其中“药物超
微粒制备”和“口腔速溶膜剂”是目前
世界先进的技术平台，为康芝药业打
造国际儿童药研发基地奠定了扎实
的科研基础。

（撰稿/小严 供图/曾明琏）

康芝药业发明专利数居海南高新技术企业前十
三大技术平台助力儿童药研发

康芝药业注重研发。

■ 本报记者 丁平

走进琼海市嘉积中学，映入眼帘
的是一幅幅伟人画像、名人名言，蓝
天映日、椰树婆娑，教室里不时传来
琅琅读书声，让人时时感受到这座百
年中学的人文、书香气息。“起时收
紧，落时放松”“旋转或踮脚移动时，
保持一种向上立的体态”“注意表情
的配合”……在嘉积中学艺术楼 5
楼，舞蹈教师颜业岸正在指导嘉积中
学舞蹈团学生。

艺术教学是嘉积中学的亮点与特
色。学校专门设立了艺术部，全面抓
好学校各个艺术门类的教学工作，同
时成立了舞蹈团、合唱团、声乐队、美

术书法兴趣小组等团队，都有专门的
艺术老师负责。

嘉积中学副校长冯春慧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学校旨在通过团队专业
的发展，以此带动整个学校的艺术教
育，丰富校园文化建设，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让每一位学生都接受艺术的熏
陶，从而达到育人目的。

冯春慧说，除此之外，学校还创设
条件，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支持学
生开展各项创新实践活动，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培养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

据了解，目前，嘉积中学有广播
站、电视台、国旗队、街舞社、吉他
社、英语社、科技社、魔方社、书法

社、国风球社、执信棋社、跆拳道社、
商业模拟社、墨粒文学社、韶光映像
社、微夷辩论社、Blessing 动漫社、
红叶志愿者社、模拟联合国社、图书
馆管理社、魅车族自行车社21个学
生社团，涵盖文艺、体育、公益、科技
等类别；有校园艺术节、校园科技
节、校园读书节、校园体育节等多个
节日。

嘉积中学的文明之风不仅体现在
教育理念、精细管理、教学质量上，更
体现在人文关怀上。

嘉积中学生物老师代文雪2013
年参加工作，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刚参加工作时，对教学还不熟悉，学
校采取师徒结对的方式，安排生物备
课组组长林登燮老师带我。我们互相
听课，我听他的课，是学习；他听我的
课，是纠正我的错误。”

虽然代文雪已经工作5年了，但
林登燮一直还以师徒结对的方式帮着
代文雪。

为了鼓励广大师生强健体魄，培
养健康身心，嘉积中学经常举行内容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一年一度的
校园运动会，趣味横生的职工运动
会，篮球赛、足球赛、排球赛等多项广
受师生欢迎的体育活动，鼓励师生在
奋勇拼搏、不断超越中培养坚韧意志
和团队精神。

嘉积中学生物老师黄飞虹最爱打
羽毛球，她说：“一系列体育活动，丰富
了我们教师的课余生活，也增进了同
事之间的友谊。”

当然，嘉积中学的人文关怀不仅
体现在对教师的关心上，更表现在对
学生的爱护中。采访中，海南日报记
者碰到来校参加家长会的学生家长陈

丰，他告诉记者：“女儿听力不好，佩戴
人工耳蜗，家庭开销较大，学校每年都
在经济上帮助我们。”

陈丰的女儿陈沄霞补充道：“在
学校，老师、学生对我很好，在生活
上学习上帮助我。同时，不以异样
的眼光看待我，我就是大家庭中的
一员。”

据了解，近年来，嘉积中学先后被
评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海南省学校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海南省
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海南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基
地”“全国文明单位”等。

谈及下一步嘉积中学如何巩固和
维护好海南省“文明校园”称号时，冯
春慧信心满怀地说：“我们将以德治
校、科学管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
持‘文化立校、创新强校、阳光办学、内
涵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培养学生心灵
自由、行为自觉、快乐学习、追求卓越
为目标，让全体师生讲文明、树新风，
谱写嘉中发展新篇章。”

（本报嘉积9月9日电）

嘉积中学以德治校、科学管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文明之风浸润校园 助力学子全面发展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9月7日下午4时10分，陵水黎
族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放学了。二
年级一班教师张发智发出“号令”：

“收书包。”12名学生便起身收拾书
包，准备回家。

从身高、脸庞来看，这12名学生
像七八岁的孩子，但实际平均年龄在
15岁，均存在智力障碍，有的还有生
理残疾。“他们能听得懂‘收书包’并
准确执行，这是经过一个学期教育的
成果。”22岁的张发智微笑着告诉前
来探访的海南日报记者。

今年3月，位于文罗镇的陵水特
殊教育学校开始办学，全县智障、听
障儿童有了自己的学校。一批专门
从内地招聘来的特殊教育师范院校
毕业生成为这所学校的教师。

教育这群绝大部分存在理解、表
达障碍的孩子，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
困难。“有一次教他们什么是薄什么
是厚，用了很多方法他们也理解不
了，包括拿书本来举例。后来我尝试
拿衣服来举例时他们突然就明白
了。”张发智说，教授最简单的知识，
也需要不断地重复和尝试各类办
法。“有的教100遍也理解不了，得不
断尝试新办法，”他做出食指和拇指
捏合的手势，“其实效果也就这么一
点点。”“但我们理解他们的困难，不
会气恼。”

学校教导叶仪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上学期刚来时，许多学生想上厕所
但不会表达，在课堂上尿裤子。教师
们反复教也教不会。实在没有办法，
她只好提议，凡是课间都要带所有学
生去厕所。经过一个学期的耐心教
育，学生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都有一定
程度的提升。“现在想上厕所，程度好
点的会举手，差点的会摸摸裤子。”

除了进行生活常识教育和智力
启发外，对孩子进行康复训练也是陵
水特殊教育学校的职能。二年级一
班的学生小郭，患有腿部残疾，原需
要拐杖才能走路，只在普通学校上过
1天学便退学了。来这所学校后，张
发智发现她不能独立行走的原因在
于因先天脑瘫导致的腿部关节活动
阈值过低、肌张力过强，于是便找来
个泡沫垫让小郭躺着，每天利用晨练
和课间时间对其腿部关节进行活动
训练，帮助她独立行走。功夫不负有
心人，如今，小郭已经可以缓慢地独
立行走一段距离。

上学期，由于许多家长不知道这
所学校，并未送残障孩子来这里上
学。陵水特殊教育学校全体教师便
利用课余、周末时间送教上门，同步
教授课堂知识，并向家长传授康复训
练的方法。这学期新入学的30多名
学生，绝大部分就来自这些家庭。

目前，这所学校共有一、二年级
近百名学生，其中部分此前从未上过
学，部分上过普通学校但因环境不适

很快退学。“对任何孩子，我们都不应
放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轻度残
障的孩子能正常与人沟通、就业，重
度的起码可以生活自理。下一步我
们打算开展职业教育，教授烘焙、家
政等简单技能。”学校校长王绍莹说。

作为刚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全

校22名教师的平均年龄在20岁出
头。他们做的或许是教师中最难的
工作，但走进这里你会发现，每个人
脸上都挂着微笑，有着发自内心的温
柔。一位把孩子从县城送来这里上
学的家长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
对孩子比我们（父母）还好！”

对这群特殊的教师，党和政府给
予亲切关怀。教师节前夕，陵水县委
负责人来学校看望慰问全校师生。
鉴于该校教师要付出比普通教师更
多的心血，陵水决定把他们的特殊教
育津贴提高1倍。

（本报椰林9月9日电）

探访陵水特殊教育学校：

让孩子们看到光明未来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8年的时间有多长？对乐东黎
族自治县尖峰镇山道村的村民来说，
长到村里的土路变成了硬化水泥路，
长到自家的孩子从幼儿园读到了初
中；对山道小学的教师陈慧丽而言，
8年的时间又很短，不过见了几次凤
凰花开，不过送走了几届学生。

9月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见到
陈慧丽时，她刚参加完乐东县教育局
组织的优秀教师表彰大会，会上她获
评乐东优秀乡村教师。奖状拿在手
里，这位32岁的乡村青年女教师笑得
很开心：“这既是荣誉更是责任。”

2010年，24岁的陈慧丽刚刚从
学校毕业，因为家人都是老师的原
因，她也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而且

是偏远山村的特岗教师。山道小学
虽说离高速公路不远，但背靠尖峰
岭，2010年她进村时只有一条泥泞
的土路。

“我当时报考的是音乐教师的岗
位，但一下来才发现，这里急需的不
是艺术类教师，而是语文数学科老
师。”陈慧丽回忆说，所以当时一来，
学校就安排她主要教语文，也同时负
责三个年级的音乐和计算机课程，第
二年又安排她当班主任。

突然转换科目对语文基础较好
的陈慧丽来说问题不大，但更大的困
难马上出现在她的面前。“当时刚进
学校的时候，学校连围墙都没有，常
有社会青年跑到学校里捣乱，我离家
远只能住在学校宿舍，当时感觉挺不
安全的。”陈慧丽说，学校的校长和老

师都很照顾我，给宿舍窗户加装了防
盗网。

“两年多前，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当时休了三个月产假就带着孩子回
来上课，孩子也跟着我一起住学校宿
舍。”陈慧丽回忆起当年艰难的场景，
并不觉得苦。“当时同事们都对我特
别好，经常帮我带孩子。现在我的孩
子叫他们干爸干妈，学生也会把家里
好吃的带给我。”

8年来，山道小学的学生人数从
300多人减至130多人，许多条件好
的学生都转到外地去上学，老师也走
了好几个。陈慧丽也萌生过想要离
开的念头，但每次一看到学生们纯真
的笑脸，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陈老师来之前村里的学生基本
没有跳过舞，更别说上台表演。”山道

小学校长唐振友介绍，近年来，山道
小学的学生每年儿童节都在陈慧丽
的带领下去县城参加文艺表演。陈
慧丽在主教了8年语文、当了7年班
主任的情况下，今年还获得全县中小
学音乐教师基本功比赛三等奖。

每日清晨6时20分闹钟响起准
时起床，6时40分至校园里查看卫
生清洁情况，7时20分到教室监督
学生早读……日复一日，这样的日子
一过就是8年，陈慧丽将最美好的青
春留在了大山脚下的三尺讲台上。

“没有对孩子的爱，就没有教育。热
爱别人孩子是神圣的，人世间，拥有
最多关爱别人孩子机会的职业就是
教师，我也觉得我自己其实挺幸运
的。”陈慧丽说。

（本报抱由9月9日电）

乐东尖峰镇山道小学教师陈慧丽——

把最美的青春奉献给大山孩子
定安表彰一批
优秀教师和先进集体

本报定城9月9月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海南日报记者9
月 9日从定安教育发展基金会获
悉，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该基
金会表彰 2017 至 2018 学年度定
安县教育战线作出卓越贡献的先
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受表彰的个
人包括优秀校长、优秀园长、优秀
乡村校长和师德标兵等195人，同
时还有17所教育教学管理先进学
校受到表彰。

据了解，近几年，定安教育事
业呈现持续稳步发展的态势，在师
资队伍建设、提升农村教师待遇和
推进教育扶贫等各项工作上均取
得显著成效。该基金会希望通过
表彰的方式，勉励广大教师以先进
典型为榜样，弘扬师德师风，认真
教书育人，推动定安教育事业更上
一层楼。

关注第三十四个教师节 关注非法采砂专项整治

近3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约4.7万件

海口两级法院
执行到位金额42.9亿元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宋研）海南日报记者从9月9日下午举行的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6年1月
1日至2018年9月8日，海口市区两级法院共受
理各类执行案件47191件，占全省法院受案数量
的43.21%，结案38734件，结案率82.08%，执行
到位金额42.9亿元，海口“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取得成效。

据了解，2016年以来，海口两级法院认真贯
彻落实最高法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问题”的部署安排和省高院的工作要求，以第
三方评估为抓手，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全
面推进执行工作。海口中院先后制定了《关于统
一管理全市法院执行工作的规定》《关于建立和
完善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配合机制的若干
意见》等22项规章制度，海口两级法院组织开展
了“执行风暴”“椰城烈焰”“秋风落叶”“60日执
行会战”“夏季风暴”等一系列专项执行行动，强
化执行工作措施，提高执行震慑力，对失信被执
行人实行重拳出击，成功执结了一大批积案、大
案、骨头案。

海口两级法院还积极与海口市公安局、海口
市检察院、海口市发改委、保险公司、通信运营商、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及海南铁路有限公司等相关部
门和单位沟通协调，逐步建立各种执行联动机制，
加快推进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建设，加大对被执行
人信用惩戒力度。

据统计，2016年至今，海口两级法院共对
245名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罚款77万元，对
64人限制出境，对9373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将12340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拒执罪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7人。

琼海查处一起非法采砂案
本报嘉积9月9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冼

才华）9月8日上午，琼海警方在琼海市万泉镇新
市村一小溪处查获1起非法采砂案，当场控制非
法采砂人员1人，查获小型挖掘机1台。

9月8日上午9时许，琼海市公安局旅游与环
境资源警察大队民警在巡查河道时，发现在新市
村一小溪处有人驾驶挖掘机盗采河砂。由于现场
地形比较复杂，冒然出击容易引起对方注意，旅游
与环境资源警察大队迅速集结附近巡查警力，逐
渐靠近采砂点，穿制服的民警尾随其后形成包围，
当场控制正在驾驶小型挖掘机偷偷挖砂的郑某，
当场扣押挖掘机1台。

经现场初审，郑某如实交代了其于当天8时
左右开始挖砂，已连续作业1小时。目前，涉嫌非
法釆砂人员郑某及釆砂挖掘机已被移交相关部门
进行处理。

据了解，近期琼海市公安局认真贯彻落实省
公安厅和琼海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严厉打击
河道非法采砂行为专项行动为抓手，对河道非法
采砂行为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并针对当前非
法采砂问题，主动转变工作方式，积极会同琼海市
水务、国土等部门全天候开展万泉主干道及内河
支流的巡查管控，确保万泉河流域良好生态环境。

万宁出台整治非法采砂
网格化管理方案

本报万城9月9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小静）9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获悉，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该市整治违法用地、违法建筑
和非法采砂长效管控机制，该市日前出台了《万宁
市整治违法用地违法建筑和非法采砂网格化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将整治违
法用地、违法建筑和非法采砂管理工作量化到人到
点，形成“全面覆盖、层层履职、网格到底、人员入
格、责任定格”的管理网络体系，力争不留死角。

《方案》明确，在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方面，以
“控增量、减存量、建机制、保长效”为总体目标；在
非法采砂方面，以“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
效”为目标，实行整治违法用地、违法建筑和非法
采砂网格化管理，确保自2018年下半年起万宁无
新增违法用地、违法建筑和非法采砂，实现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和非法采砂“零增长”。

据介绍，万宁将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无
缝对接、全面覆盖，分工负责、责任到人”的原则，
以市、镇（区）、村（居、林场）为三级责任主体，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三级网格管理体系。同
时实行市领导违法用地、违法建筑和非法采砂管
控联系点制度，建立市领导联系负责各镇（区）违
法用地、违法建筑和非法采砂管控工作机制。

9月7日，陵水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