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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体育课不能止于课表新海港“黄牛党”出没说明了什么？

治超，重在源头治理
发展绿色能源，就是要逐步降低

对传统能源依赖，构建起安全、绿色、
集约、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这是个
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解决好技术壁
垒和成本问题。海南不妨利用好特区
立法权，在经济激励政策、组织结构、
技术引进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完善系
列配套措施。 （温文）

绿色能源多具有开发难、储存难
的特性，尤其是自然能源，多分散、不
稳定，因此，绿色能源的开发不能这也
搞那也做，必须在充分调研、研究的基
础上，再进行规模化开发生产。比如
光伏发电、风能开发，必须注重实际，
突出实效，如果前期谋划不足，就会造
成资源浪费。 （三三两两）

绿色能源面临着体量小、价格高
的窘状，只有加快布局步伐，加大使用
比例，才能降低使用单价，促进绿色
能源的广泛使用。政府部门要加强
绿色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城市
综合管廊建设，统筹优化天然气干线
和配网、集中供冷管网、分布式能源
站等基础设施布局，建立区域建筑用
能系统资源共享机制，提高建筑节能
整体效能。 （直言非仗义）

（邓 辑）

微言微语话自贸

又到开学季，教育成为热议话题。体育是教育
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已是共识。要树立健康第
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
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不仅需要观念上的转变，也需要各类软硬件的配
套，更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全方位的理解和配合。

近年来随着国民体育意识提高，体育教育的
重要性日益成为共识。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保证
中小学体育课时，并把开足开齐体育与健康课程
纳入督导评估的范围。这个新学期，记者在南京
某小学一年级课表上看到，一周30节课，体育类
课程占了8节。虽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开出这么
多体育课，但每天一节体育课正逐渐成为很多学
校的“标配”。这不仅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得到
很多家长的认可。

但要开齐开足体育课，不是写在课程表上就
行，还需要有关各方跟进各种软硬件配套。首先
就是教育理念的根本性转变，这不仅是教育部门
的事情，也是家长、社会的事情。当然，最重要的
是教育部门要真正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育体系，扭转不正确的理念和风气，把“指挥棒”指
对方向。

其次是场地设施的建设。目前在中西部很
多地区，体育设施仍然是开好体育课程的最大
难点。这需要有关部门重视落后贫困地区学校
体育设施的建设，力争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体育
的乐趣。

再次是师资力量的配备。缺体育老师，是许
多学校的痛点，在上述记者看到的那张课表上，足
球、篮球课就是语、数老师兼授的。编制限制、人
才资源有限等是目前学校在开足体育课中面临的
现实问题。解决师资问题，一方面要培养更多体
育教师人才，同时也不妨向社会借力，针对专业性
更强的项目课程，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让有资质的
体育人才走进校园教学。

还有保障校园体育安全的问题。安全问题成
为不少学校开展体育课程，尤其是有一定对抗性
体育课程的“拦路虎”。这和一些家长见不得孩子
受一点伤，动辄就找学校有关，也和一些学校缺乏
安全保障意识和能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有关。从学校角度看，要提高安全意识和保障能
力，尽量避免出现运动意外伤害，同时要提高学校
应对意外伤害的基本救护能力，完善学生意外伤
害险等基础保障。从家长方面来说，则要从自身
杜绝“娇气病”，放手让孩子多参加体育锻炼，并能
客观对待可能出现的意外伤害。

开齐开足体育课，是关系到下一代孩子成长
的大事，切不可搞形式主义，不可让体育课变成体
育展示课。 （王恒志）

知名大医院医疗资源紧缺，已经
成为共识，优质医疗资源较为集中的
大城市，更是如此。为打击“黄牛
党”，北京市卫生部门近年出台“非急
诊全面预约”挂号改革等系列“新
政”，实行实名预约。不过，技术进步
并未完全杜绝“黄牛”。许多“黄牛”
已经转战挂号移动终端，与应用平台
利用“互联网+炒号”，平分暴利。

从线下转战线上，以往出没医院
的“黄牛”，借助互联网摇身一变成了

“就医助理”。实行网上预约，本是打击
“黄牛党”的“新政”，却成了方便号贩子
的工具。医院放号信息如何更透明公
开、让人信服？监管不能一阵风，还须
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正是：

打击“黄牛”出“新政”，
未料炒号借“新风”；
线上“黄牛”莫忽视，
不法行为须严惩。

（图/王铎 文/邓瑜）

线上“黄牛”莫忽视

■ 侯小健

我省多部门联合执法，加大超限
超载交通违法行为治理力度，最近3个
月共查处货车超载2436起，非法改装
2377起，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超限超载，其危害显而易见。
一方面，由于超限超载车辆的荷载
远远超过公路和桥梁的设计承受荷
载，致使路桥受损严重，使用寿命大
大缩短。另一方面，违法超载会严
重危及行车安全，一些重大交通事
故就是祸起超载。鉴于此，有关部
门理应下大力气治理超限超载违法
行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消除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减少对路桥的破坏，延
长路桥寿命。

近些年来，我省治理超限超载从
未止步，治超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但却
禁而不止，陷入了“屡治屡超”的怪圈，
成为交通运输管理的一大顽疾。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联合执法力度不够，未
形成治超的联动机制和长效机制。另
一方面是源头治理不到位，主要是货

物源头监管缺位，未认真落实派驻专
人监管制度，导致非法超限超载运输
隐患未得到全面整治，只能是治标不
治本。显然，源头治理不到位是治超
禁而不止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
治超重在源头治理。盯紧源头，就能
从根本上遏制超限超载行为，减少治
超人力物力的消耗，从而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治超要取得明显成效，既要建立
部门联动机制，凝聚治超合力，更要强
化源头治理。源头治理，就得卡住车
辆改装厂和货物装载场两大源头。有
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辖区内汽车维
修厂的监管，杜绝加高车厢等违法改
装行为，避免超限超载。另一方面，要
落实地方和企业治超主体责任，加强
对沙场、石场、混凝土搅拌站、港口等
货物集散地、装卸现场的监管，派驻专
人强化对运输市场和货物装载的监
管，对车辆“进场、开票、计重、装载、出
场”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运输源头装
载符合要求，杜绝超限超载车辆上路
行驶，减轻路面治理压力。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 饶思锐

9月3日，南国都市报报道了新海
港“黄牛”兜售出省《植物检疫证》和

《木材运输证》的问题，该报道引起了
林业部门的重视。目前，海南省森林
资源监测中心已将出省《植物检疫证》
审批委托市县林业部门办理。记者从
省林业厅审批办获悉，他们已将出省

《木材运输证》审批权下放的意见向上
级部门提出，上级部门正在研究。（9
月11日《南国都市报》）

《植物检疫证》和《木材运输证》不

仅“证证相扣”，一证套着一证，还“内外
有别”，一证分两类，同时办理出省证件
还要奔波于三个部门，耗费数天时间，
这无疑增加了群众的办事难度和办事
成本，给群众造成不便。同时相关单位
办证时间、地点的设置不尽合理，没有
突显靠前服务，也没有考虑到货运行业
的特殊性。对于运输行业而言，时间就
是金钱，时间就是成本。种种不便以及
耗时较长，使得众多运输木材的货车司
机不得不另寻捷径，违规“买证”。

有买自然也就有卖，买证卖证不正
之风催生了“证贩子”。这些“证贩子”不
仅“能耐”极大，还“信誉”极好。比如说，
货车司机需要往返奔波、耗费数天才能
办下来的证件，这些“证贩子”一个电话

就可以“送货上门”，成批成批地卖，甚至
连检疫查验的流程都可以规避，仅报个
车牌当天就可以办好。这些“证贩子”速
度快、“信誉好”，甚至被一些货车司机戏
称为“便民服务点”，只是这个“便民服务
点”不是政府部门设置的免费便民服务
点，而是“证贩子”用来卖证牟利的“便民
服务店”。货车司机正常办证难，“证贩
子”违规办证易，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这
些“证贩子”的能耐如此之大，甚至还能
长久经营形成“口碑”？

须知，相关部门要求运输木材的货
车司机办理《植物检疫证》和《木材运输
证》，其初衷是为了防止植物及其产品
在流通过程中传播有害生物，保护农
业、林业生产安全。然而，买证卖证之

风盛行，不仅使得植物检疫沦为走过
场，危害农业、林业安全，还在无形中危
害了相关部门的“生态环境”，腐蚀了党
员干部，更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公平现
象。对此，我们既要追问“证贩子”手中
的这些证是如何办出来的，也要思考相
关部门的检疫流程为何会形同虚设？

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些“证贩
子”是倒卖证件的“黄牛党”，倒不如说
其是权力的掮客，是一些政府工作人
员将手中权力进行变现的渠道。相关
办证流程越是繁杂，耗时越长，花钱买
证的人自然也就越多，办证人员手中
的权力也越是炙手可热，依附的“证贩
子”也就越多。所谓“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打击“证贩子”的关键就在于切

断其背后的权力供给。没有腐败的权
力，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有“能耐”、有

“信誉”的“证贩子”。对此，纪检监察
部门应顺藤摸瓜，严肃彻查“证贩子”
手中这些证件的来源，查一查相关部
门有多少“魑魅魍魉”失职渎职、以权
谋私、胡作非为。

当然，解决上述办证难题，并不在
于打击了多少“证贩子”，也不在于抓
了多少违纪违法的工作人员，而是在
于其办证流程有没有得以优化，其服
务水平有没有得以提升。从长远来
看，办证流程优化了、服务提升了，运
输木材的司机们能从便民服务点快捷
办证了，也就无需再花冤枉钱从“证
贩子”手中买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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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生态农业品牌系列宣传之五）

“月到中秋分外
明，”中秋节又称团圆
节。作为中国传统节
日之一，每年农历八
月十五，都是家家户
户团圆赏月的好日
子。9月6日，虽然还
未到中秋，但是在琼
海市长坡镇长坡敬老
院内，29位老人们却
提前过了一个有着特
别意义的团圆节。

“咱们琼海的月
饼好吃，琼海的孩子
们真有心啊！”面对前
来慰问的琼海美欣月
饼工作人员代表，长
坡敬老院内一位年过
九旬的老人竖起大拇
指激动地说。

琼海月饼味美情
意浓。美的不仅是滋
味，还有琼海月饼欣
欣向荣的发展趋势。
作为琼式月饼的主要
产地之一，近年来随
着产业规模的逐渐扩
大，口碑不断提高，琼
海月饼已在海南市场
上崭露头角，成为消
费市场的“新宠”。

琼海月饼渐成消费市场“新宠”

“鸡屎藤月饼味道好，也能代表琼
海的特色，用来送礼最合适不过了。”胡
女士是湖南人，每年中秋临近时，她都
会忙着做一件事情，就是给家乡的亲朋
好友捎去琼海本地的月饼，而鸡屎藤月
饼则是胡女士的最佳首选。

家住琼海市中原镇的吴先生告诉
笔者，传统的五仁和蛋黄莲蓉口味是家
人的最爱，每逢中秋，他都会提前订好
一批给远在新加坡的亲戚们捎去。“我
的叔公一家去新加坡已经很多年，但是
他们口味却一直没有改变，尤其钟爱咱
们琼海的琼式月饼。”

无论是传统的五仁、蛋黄莲蓉、椰

蓉、绿豆、红豆口味，还是特色的鸡屎
藤、板栗、木瓜、斑兰等口味的月饼，丰
富多样的琼海月饼种类已经成为众多
消费者日益青睐的伴手礼首选。

“琼海月饼不仅口味多样，口感好，
重要的是在馅料上下足了功夫。”海南
省烹饪协会执行会长、琼海昌隆饭店董
事长王冠介绍，琼海月饼馅料用料比较
讲究，如五仁月饼中的叉烧肉，多选用
产自石壁镇的本地黑猪肉；如蛋黄月
饼，多以潭门一带的海鸭蛋蛋黄为馅。
好的馅料，才造就了琼海月饼的优良品
质。

而鸡屎藤作为琼海人青睐的中药

材，具有祛风活血、止痛解毒、消食导
滞、除湿消肿等功效。以鸡屎藤为原料
制成的鸡屎藤粿仔，更是琼海著名的美
食小吃。正因为看中人们对鸡屎藤杂
粮的钟爱，以津可佳月饼为代表的众多
琼海月饼生产企业，瞄准商机，相继推
出鸡屎藤月饼，使其成为最具琼海特色
的月饼品种，广受消费者青睐。

不仅如此，近年来，在琼海市政府
的引导下，琼海当地月饼企业加快产品
研发步伐，更新生产设备，创新生产技
术，以农业+旅游的模式，助推琼海月
饼扩大销售市场，让琼海月饼随着旅游
市场的活跃而远销岛外。

口味多样 广受消费者青睐

绿色健康
琼海月饼走俏市场

9月8日下午，在琼海市嘉积镇
和树金隆酒家办公室内，负责人李果
一边忙着接电话，一边和前来洽谈的
商家签订月饼订单。与此同时，在位
于酒店五楼的津可佳月饼生产车间，
工人们正在忙着将制作好的月饼进
行整理打包。

“今年的销售行情不错，眼下马
上就要到中秋节了，订单量越来越
大，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特地另外聘
请了十多位手艺不错的面点师傅和
包装工人。”作为一名在餐饮行业工
作多年的“月饼人”，李果对琼海月饼
的发展前景信心十足。

昌隆、金隆、海星、良昌、老树、津
可佳、狮椰、美欣……在琼海当地，让
人耳熟能详的月饼品牌非常多，月饼
作坊更是不计其数。虽然竞争激烈，
但琼海月饼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却不
断提高，市场份额不断加大。

“琼海月饼能得到消费者的认
可，在海南月饼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琼海月饼独
特的做法，以及其本身所倡导的健康
饮食方式。”琼海农厨好味负责人陈
元柏介绍说。

有别于其他月饼，自成一派的琼
式月饼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以及地
方特色。而琼海月饼作为琼式月饼
的代表之一，巧妙地运用了琼式月饼

“松、酥、软”的特点，使得月饼本身层
次分明，色泽金黄。

加上琼海月饼大多数主打绿色、
健康的概念，做法上均是少糖、少油，
注重皮与馅的合理搭配，这使得琼海
月饼在注重口感品质的同时，也符合
人们对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

产业带动
帮助农民实现增收

“每年中秋节前过来兼职做月
饼，一天能多赚200元。”9月9日，
在嘉积镇爱华东路狮椰美食楼月饼
生产车间，前来应聘兼职做月饼的
李师傅说道。

“兼职的人员以琼海本地人为
主，既能帮助乡亲们增加收入，也
能共同切磋探讨，力争把咱们琼海
的月饼发扬光大。”狮椰美食楼餐
饮主管吴健川介绍，到了月饼生产
旺季，除了本店的的员工以外，还
会另外聘请面点师傅、包装工、运
输工等。

如今，每年中秋月饼的生产旺
季，随着琼海月饼的口碑不断提高，
销量不断增大，琼海月饼生产企业
便会吸引许多当地人加入月饼生产
队伍。

不仅如此，鸡屎藤月饼、斑兰月
饼、木瓜月饼、香芋月饼等特色口味
月饼的日益畅销，也有力拉动了以
鸡屎藤、斑兰、芋头等为主的农产品
种植规模，从而实现产业链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

“除了斑兰月饼以外，我们还
有斑兰蛋糕，斑兰曲奇饼，斑兰面
包等产品。下一步我们将争取和
当地种植斑兰的多家农户达成合
作意向，用斑兰研发出更多具有
琼海风味的特色美食，有效带动
咱们琼海当地的农民实现增收。”
琼海美欣蛋糕负责人陈贤童介
绍，目前以斑兰为代表的特色月
饼，已经成为“网红”产品，深受广
大消费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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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兰口味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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