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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随思录

“教育+体验”，锤炼理想信念 新华时评

海南省宣传干部培训中心母瑞山
革命教育基地日前揭牌，为打造琼岛
红色教育品牌、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
新的载体和平台。

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母瑞山革命
根据地等革命老区和红色遗址始终是
广大党员干部锤炼理想信念的重要阵
地，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更是激励全
省广大人民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不少革命老区
和红色遗址在开发中普遍重展示轻教
育。一些红色景观在党性教育的形式
和内容上，大多都单调乏味，来访者也
多是走马观花，仅满足于到此一游，使
得红色遗址不红、精神火种不火。对
此，我们只有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创
新红色文化的传承方式，赋予革命老
区和红色遗址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使
其成为理想信念大学堂，为党员干部
提供锻造理想信念的“窑炉”。

让革命老区成为理想信念大学堂，
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在革命老区的建设
中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擦亮红
色底色。如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
长王学广的讲解词每年都要修改数次，
在其中不断融入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

设、海南自由试验贸易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等省委、省政府时下主抓的重点
工作，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思想引领。

让红色老区成为理想信念大学堂，
需要我们生动、鲜活地讲好红色故事，让
理想教育真正入脑入心，取得更多实
效。定安县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打造党
性教育基地的经验，或许可以为我们提
供一个生动范例。近年来，该县深入挖
掘红色文化内涵，从党的历史和革命先
辈的事迹中汲取养分，并充分发挥母瑞
山红色教育基地作用，以创新开放的思
维，灵活设计红色教育课程，精心设计学
习项目，让人进得来、留得住、受教育。

让红色老区成为理想信念大学堂，
还需要我们增加体验感、参与感，使党员
干部由“置身事外”转为“置身其中”。红
色教育的对象永远是人，让人有“体验
感”，才能将理想信念刻进人心里，从而
化为其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定安以

“教育+体验”的理念，探索了出现场教
学、课堂教学和“三同”教学等多种教学
形式。广大党员干部来此，不再是走马
观花地参观，而是走入群众家，和群众同
吃、同住、同劳动，为群众的生产、生活发
展出谋划策，通过亲身体验自觉融入群
众路线，再现当年红军与群众鱼水相依
的场景，从让母瑞山精神更“鲜活”，也让
干群关系更和合。 （邓钰）

中秋佳节就要到了，有人开始
“纠结”：别人送月饼，到底收不
收？单位发月饼，到底行不行？单
位买月饼，到底可不可以找下属单
位报销？个人买月饼，到底可不可
以在单位报销？《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收受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
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
融产品等财物”及“用公款购买赠
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
违反廉洁纪律。

中秋、国庆临近，“四风”问题
进入易发多发期。节日期间能否

风清气正，关乎人民群众对我们持
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心与信
任。广大党员干部切不可为了些
许月饼点心，就失了操守，违了法
纪。越是节假日期间，越是要保持
高度警惕，只有慎独、慎节，风清气
正过节，才不会因节成“劫”。这
正是：

面对礼品不纠结，
无论贵贱莫乱接。
风清气正过“两节”，
百姓礼赞真廉洁。

（图/朱慧卿 文/饶思锐）

风清气正过“两节”

不忘曾经烽烟起，心中长鸣警钟
声。每到“九一八”，尖厉的警报声都
会在中华儿女心头响起，久久回荡。
这是历史的回声，也是和平的呼声。

声声警报，是一个民族拒绝遗忘
的铮铮誓言。丧失对历史的记忆，心
灵便在黑暗中行走。中华民族曾经遭
受的巨大苦难，决不能像对待蛛丝一
样轻轻抹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硝烟
弥漫、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锻造出的伟
大抗战精神，是永远的国家宝藏，必将
永世流传。

声声警报，是一个民族珍视和平
的郑重诺言。百年风云变幻，中华民族
更明白“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道理，更加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当今世界正在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走和平发
展之路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年复一
年地举行纪念活动，就是要从历史中汲
取启示，从苦难中汲取力量，向世界传
递珍爱和平、捍卫和平的鲜明信号。

声声警报，是一个民族面向未来
的响亮宣言。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
恨，而是为了开创和平未来。以史为
鉴，面向未来。对历史最大的尊重，莫
过于拂去一切妄图遮蔽历史真相的灰
尘，让历史之镜照亮和平之路。（徐扬）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党报观点

观察
奇葩作业
其实是“教学事故”
■ 徐林生

奇葩作业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某幼儿园
要求家长定期看一档网络综艺节目，看完后要
提交 1 万字观后感，有家长为完成作业熬夜写
到凌晨 3 点；某小学四年级老师布置作业，要求
学生在家数 1 亿粒米，据估算，1 亿粒米约重 8.3
吨，真要数完 1 亿粒米，不眠不休一直数至少要
1 年；某幼儿园要求孩子们每天晚上画同一时
间的月亮，且要连续画一个月，有家长为了帮小
孩完成作业，每晚深夜拍月亮照片让孩子临摹，
自己因此瘦了8斤。

提起奇葩作业，不但学生吐槽不已，家长数
落起来也“都是泪”。对此，出题老师辩解称，这
是创新作业形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激
发孩子们的想象力，还可增进亲子关系。问题
是，奇葩作业不等于创新，而是将严肃的教学活
动环节戏谑化，令学生无所适从，让家长压力山
大，连吃瓜群众都有智商被虐的感觉。其结果
是，要么逼迫学生弄虚作假，变成家长作业，从

“虐学生”转化为“虐家长”；要么不了了之，徒增
坊间谈资罢了。

布置作业是教学的重要环节，作业内容和
形式可以创新，但必须符合教育规律，不得超越
学生心智发展阶段，更不能把奇葩当创意，把无
聊当有趣，布置的作业令学生和家长有满满的

“被虐感”。从许多学校制定的教学工作管理条
例看，“违反正常教学秩序，对教学造成不良影
响的行为”可被认定为“教学事故”，有关教师
应该接受一定处罚。奇葩作业，无论从可操作
性和难度、学生完成情况、家长反映、公众及舆
论评价看，可以说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乱作为
的表现，干扰了正常教学秩序，也影响了学校声
誉，完全可认定为“教学事故”。值得注意的
是，目前还没有一位教师因布置奇葩作业，被认
定为“教学事故”；即便这些奇葩作业被曝光
后，引发社会关注而被迫取消，也没有见到有老
师因此受到处罚。

由此可见，要减少奇葩作业出现，有必要将其
认定为“教学事故”，让责任教师接受一定处罚。只
有这样，才能引导教师厘清奇葩与创新的界限，设
计出真正有创意的作业，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
实现教学相长。 （摘编于9月17日《河南日报》）

■ 饶思锐

为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警示震慑
作用，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省纪委对近期查处的 5 起
扶贫领域失职失责不担当不作为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进行
通报。（9月17日《海南日报》）

这几个典型案例中，有的是失职
失责、监管不力，导致扶贫产业资金被
挪用；有的是工作不负责任，导致扶贫
物资采购价格虚高；有的是在困难群
众利益攸关的事项中漏报乱批，该纳

入的不纳入，不该审批的乱审批。这
几起案例虽然缘由不同，违纪形式不
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其要么是扶贫
资金被挪用、冒领、乱用，要么是扶贫
资金没有及时发放到位，都是扶贫资
金没有用在“刀刃”上。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
钱”，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更容不得
动手脚、玩猫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各级党政部门，“要加强扶贫资金阳光
化管理，集中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的
职务犯罪，对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
报冒领、挥霍浪费扶贫资金的要从严
惩处！”省纪委通报的这几起案例，无
疑是给全省广大扶贫干部敲响了警
钟。海南经济体量小，财政收入较少，

而扶贫任务又较重，更需要我们把每
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把扶贫资金
真正用到帮助扶贫对象上，帮助贫困
群众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用在“刀刃”
上，需要我们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
把扶贫资金切实用于帮助贫困户改
善生产、生活。锦上添花易，雪中送
炭难。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上，只有相
关责任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急民之
所急，才能把钱用在贫困户最急需的
地方，解民之所困，而不是交到相关
合作企业的手中，被企业所挪用；也
不是留在相关部门手中，迟迟不发
放；更不是发放给不符合条件的群
众，被人冒领贪占。

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用在“刀刃”
上，还要加强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防
止“大水漫灌”和“跑冒滴漏”。对此，
相关部门应加强审计、监察，强化监
管，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扶贫领域的职
务犯罪，杜绝任何形式的截留、挪用和
贪污扶贫资金。通报的案例中，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乡的乡党委委
员、组织委员符某婷，在担任乡政府扶
贫物资询价组组长期间，利用扶贫资
金，从该乡副乡长陈某平违规经营繁
荣合作社处高价购买鹅苗，价格虚高
达22.795万元。这虽不是直接贪墨扶
贫款项，却仍是在打扶贫资金的主
意。符某某慷公家之慨，结私人之好，
只是不知虚高的资金又能买多少鹅

苗，帮助多少贫困户？而陈某某则是
生意做得精，算盘打得响，只怕是贫困
户没富起来，干部倒是先富起来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多少，相关部门
应好好查一查。

浪费一分一厘，或许不值一提，但
若积少成多，“跑冒滴漏”的每一分扶贫
资金都将大有用处。更何况，没有用到
点子上的扶贫资金并非一分一厘，而是
动辄数十万元、上百万元，这些资金又
能帮助多少贫困户早日脱贫呢？对此，
党委、政府履行好脱贫攻坚主体责任，
加强监督，确保扶贫资金都用在“刀刃”
上；广大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
部也要守土有责，切实用好每一分钱的
扶贫资金。

管好用好扶贫资金

专题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9

月20日00:00-05:00对CDMA网络系统进行优

化。届时，全省CDMA手机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

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公 告
我公司原职工廖黎平的家人，因办理海岸金城

回迁安置房过户相关事宜，经我公司多次电话、短

信、微信等方式与你们联系，你们均拒之不理。为

此，我公司特在此公告:请你们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五

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联系人:黄晓林，

电话:13876016638)。请你们积极配合办证工作，否

则逾期不办理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

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

2018年9月18日

近年来，在全民消费升级理念的带动下，中秋礼盒

市场也在发生着变化。近日笔者走访了北京地区的各

大超市，发现今年市场的选购方向更注重“实用性”、

“健康性”、“家庭性”，随之表现为“高油酸食用油”、“高

端乳制品”、和“高端滋补品”三类产品成为今年礼盒市

场的消费主流,被称为2018年中秋送礼“新宠”。

据各大超市负责人介绍，自去年山东鲁花集团首

次推出了“高油酸花生油”后，因其高营养性、高端性、

实用性，高油酸产品迅速成为市场追捧的热点。

特别是作为今年礼盒市场的新宠，“高油酸”食用

油正朝向大众化普及。

中秋消费升级
高油酸受欢迎背后的深层原因

“油酸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用花生制作的高油酸花

生油能大大提高油的稳定性。”国内有关营养专家认

为，这意味着其在高温油炸和常温储存中的表现更稳

定，不容易变质变味。

据专家介绍，高油酸食用油类中，高油酸花生油适

合中国人的消费饮食，符合中国人“色、香、味”的饮食

文化。油酸含量高于75%的花生称为高油酸花生，它是

目前绿色食品加工中难得的原料。

育种技术得到突破
高油酸食用油有望成消费主流

业内人士指出，“高油酸花生油”的制备非常复

杂，主要是榨油原料——“高油酸花生”种子的培育非

常艰难，科技含量极高。据了解，国外的高油酸花生

育种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

展，至今存在产量潜力不足、耐低温特性不强等问题，

进展缓慢。

中国对于高油酸花生种子的育种比国外晚，开始

于上世纪90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我国在高油酸良

种培育方面持续发力，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开封农科

院、锦州农科院等专业科研院所都取得了一系列卓有

成效的进展。2013年以来，鲁花农业科技推广公司联

合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参与研发适合国内不

同地区种植的花生新品种10多个，其所培育的高油酸

花生新品种油酸含量在85%左右，每亩产量、出油率均

有大幅度提高，促进农民每亩增收数百元，目前已发展

高油酸花生良种繁育基地近10万亩。

据了解，鲁花计划在5年时间内发展基地1000

万亩，致力于优质花生基地建设，促进高油酸花生良

种的更新换代，使高油酸花生产业得到很快的规模

化、现代化。

之所以鲁花公司能够推出“高油酸”食用油，正式

基于该企业对我国农业产业新科研技术的推广落地，

使得高油酸食用油产业尽早的推向市场。

正是因为油酸的这一营养学价值和在食用油原

料种子方面的科研突破，加上国内农业龙头企业的科

研产业推广，有望使得高油酸食用油成为未来中国老

百姓的食用油消费趋势，成为大众喜爱的用油选择之

一，对中国大众的身体健康、营养供给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高油酸迎来销售热潮
成中秋礼盒市场“新宠”

家乐福北京望京超市理货员小郑说，“很多消费者

在选购食用油时都会问到包装上的名词，比如高油酸

是什么？了解功能后如果满意，哪怕贵些也不在乎。特

别是走亲访友的顾客，都是成箱购买。”

笔者在超市调研中发现，短短的20分钟内，共有

20多位顾客对高油酸花生油产生兴趣，其中大部分顾

客购买了相关产品，他们表示，中秋节准备看望父母和

亲戚，之所以选购高油酸花生油，是因为了解到这类油

健康实用。

随着中秋节以及国庆节的临近，礼盒市场将迎来

销售旺季。从近几年的礼盒市场分析，“送健康”、“实用

性”逐步成为热点。而去年才上市的高油酸花生油，让

更多人找到了更合适的购物礼品，也是消费升级的现

实体现。

中秋消费升级 高油酸食用油成百姓优选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丽莉与被执行人张述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7 )琼 0105民初
860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责令被执行人主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至今仍未履行，据此，本
院查封了被执行人张述尉名下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36号
蓝海瑞园(一期)2号楼A座19层05号房的房产，上述房产已由有
关部门协助本院登记查封，查封期限自2018年3月8日至2021年
3月7日。在上述期限内，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转移、设定
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
责任。本院地址:海口市海盛路68号 邮编: 570314 联系人:李红
玉 联系电话: 68651334。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8年9月7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667、1556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5执703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口百龙飞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与临高
恒辉商砼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6)琼0105民初68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
执行人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定于2018年
10月10日10时至2018年10月11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
开拍卖(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
址:http: //sf. taobao. com/0898/13 )被执行人临高商砼有
限公司名下的琼C62420、琼C62833、琼C62862、琼C62919、琼
C62868五辆中联ZLJ5253GJBH重型特殊结构货车。

特此公告。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修改《文昌
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12-2地块的规划指标。为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9月18日至2018年10月17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E-12-2地块规划修改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18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确立文昌迈
号物流中心用地的规划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9月18日至2018年10月17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迈号物流中心用地规划
条件论证及控制单元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18日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