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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莫泉平

“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勇当先
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以下简称“专
题活动”）启动以来，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党组将此作为深化教育领域改
革开放的具体实践，认真部署、积极推
进，推动专题活动与中心工作有机结
合，切实扛起国家深化教育改革开放
的海南担当。

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省教育
厅党组书记、厅长曹献坤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4·
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赋予了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重大历史使命。省委教育工委、省教
育厅党组将通过持续深入开展专题活
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在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上勇当先锋，
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上做好表率。

提高政治站位
全面谋划部署

曹献坤介绍，省委部署开展专题

活动以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党组结合教育系统实际，认真制定了
专题活动实施方案，提出了10个方
面活动内容和6项具体推进措施，各
级各类学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层层动员部署，抓好专题活动规
定动作，力保人员、时间、内容和效果

“四落实”。
为进一步丰富专题活动载体，突

出教育系统特色，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党组还经过深入调研和积极
策划，部署开展了“十名党委书记‘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大展示”“百名支
部书记创建标准化党支部”“千名党
员教师课堂教学大比武”和“万名学
生‘我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等四
大专项行动。

曹献坤表示，部署“十百千万专项
行动”，就是为了促进广大师生特别是
党员干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上来，
立足各自岗位，在教学、科研、人才培
养、学校改革发展等工作中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

明确重点任务
积极主动作为

“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 12 号文件为新时代海南教育
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让
我们备受鼓舞同时倍感压力。”曹献
坤说，为此，省教育厅主动与教育部
对接，梳理出11项需要教育部支持
的教育领域重点项目和政策清单，
多次“跑部”汇报沟通。目前，教育
部明确将海南作为国家教育改革开
放的四大战略支点之一，打造中国
教育对外开放新标杆，还牵头起草
了《关于支持海南教育深化改革开
放的指导意见》并提交国务院各部
委征求意见，同时批准建立本科以
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部省联合
审批机制。

为主动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省教育
厅调整了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布局，已
经起草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引进
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指导意见》和《海南
省中职学校布局调整工作方案》，正在
制 定《海 南 高 等 教 育 布 局 规 划

（2018－2035）》《海南省农村中小学
布局规划》《乡村公办幼儿园建设规
划》等多项改革措施。

“当前，部分工作已经取得明显
成效。”曹献坤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明确提
出“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
科”，在省教育厅的积极努力下，《海
南省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实施方案》《聚全省之力办好
海南大学的工作方案》先后出台，海
南大学作物学、法学、信息与通讯工
程等3个学科被列入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行列。

对标国际一流
致力打造标杆

“全省教育系统还积极配合省委、
省政府中心工作、重要战略采取了相
关举措。”曹献坤举例，省教育厅积极
开展“教育行业百日大招商”活动，目
前已经洽谈有意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
的国内外知名大学有25所，全省20
个市县（区）已引进或正在洽谈的合作
办学项目共计66个；切实落实省委

“百万人才进海南”战略，出台《海南省
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实施办法（试
行）》，《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2018-2025年）》印发以来共引进各
类人才共2159人……

曹献坤特别提到，日前印发的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
案》令全省教育系统无比振奋，“我们
将对标国际一流，进一步扩大国际视
野，加快海南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大
教育机制体制创新，加快构建更加开
放的教育人才工作机制，担负起海南
作为国家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四大战
略支点之一的历史使命，打造中国教
育对外开放新标杆，扛起争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的教育
担当。”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随着
专题活动的持续深入，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党组将采取集中督查、
互学互查、专项督查等方式加强督
导，并将专题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年
底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
评议考核内容。各学校还将利用各
类媒体，广泛宣传“十百千万专项行
动”中评选出的标准化党支部、典
型人物、先进事迹，让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师生学有榜样、干有方向、
赶有目标，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

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曹献坤：

扛起国家深化教育改革开放的海南担当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党委（党组）书记访谈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杜娥

10月 24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昌化镇棋子湾畔的海防林，如果不是
看到昌化村村民陶凤交带来的老照
片，参加“一带一路”媒体海南行活动
的国外记者始终不敢相信，他们脚下
的这片林地昔日曾是顽固的沙漠，每

年一到台风季节，风沙肆虐。
从1992年开始，在陶凤交的坚持

下，她带领同村的姐妹们种下338万
余株木麻黄，完成了专家断言的“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绿了昌江棋子湾沙化
的海岸，为近两万亩沙滩披上“绿装”，
让昔日荒漠变成了今日的海防林。

陶凤交在沙地上种树的故事让吉

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晚报》第一副总
编辑妮娜·尼奇博洛娃印象深刻，感触
良多。她说自己始终记得临别前陶凤
交给她的那个大大拥抱，“她勤劳、坚持、
有爱心，她的拥抱很温暖，很有力量。”

“在贫瘠的沙漠里种活一棵树都
很难，更别说是坚持了20多年种出了
一片海防林。这其中需要耗费的努
力，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难以想
象。”妮娜·尼奇博洛娃踩了踩脚下的

沙地，很是动情地说。
陶凤交讲，以前姐妹们不舍得花

钱买鞋，大家都是赤脚上阵，肩上扛的
树苗磨破了肩膀，赤脚踩在沙滩上，滚
烫的沙粒烫得人想哭，扛不住时，大家
干脆把双脚插在沙粒深处里降温。听
了这些故事，乌克兰《2000报》评论员
雅罗斯拉夫·德米特连科竖起大拇指
赞叹说，这些人值得尊敬，他也愿意写
下这些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从10月22日起至28日，来自乌
克兰、奥地利、俄罗斯、埃及、斯洛伐克
等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0多
家中外媒体的60余名新闻工作者在
海南展开环岛采访，感受海南风情，聆
听海南故事，深入了解海南各项事业
发展。采访结束后，他们将参加10月
29日至30日在琼海博鳌举办的2018

“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
（本报石碌10月25日电）

“一带一路”媒体采访团点赞在昌江棋子湾种下海防林的陶凤交及其姐妹

保护生态环境的人值得尊敬
“一带一路”媒体海南行

我省举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刘操 实习生雷
走宏）10月25日上午，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百场宣讲进工地”宣讲活动在中建一局海口市红
城湖片区棚改回迁商品房项目举行。从全国各地
来到现场与父母团聚的12名“小小建筑师”和项目
一线的100名农民工兄弟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专家围绕父母如何履行监护职责、
怎样与孩子亲情沟通等内容向农民工进行生动宣
讲，工友代表集体宣读了“我是法定监护人”倡议
书，承诺不会让未满十六岁的子女脱离监护单独
居住生活。

据了解，今年4月24日，农村留守儿童部际
联席会议办公室、民政部、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在北京联合启动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今年以来，省民政厅
先后联合中建八局、中建三局举办了两场宣讲活
动，今天是海南省举办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次
宣讲活动。

琼台师范学院
琼崖理论传习所成立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郭志东 何启帆）10月24日下午，琼台师范学
院正式成立琼崖理论传习所并举办第一场宣讲
《英雄，归来！》。

根据计划，琼台师范学院琼崖理论传习所将
作为该校传播正能量、引领新风尚的新阵地、大平
台，为全校万余名干部师生传习党的最新方针政
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相关理
论和创新做法，为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提供有
力支持和保障。

传习所举办的第一场宣讲《英雄，归来！》，以
播放琼台杰出校友、革命烈士王海萍的事迹影像，
邀请《王海萍传》的作者王锡鹏、王海萍烈士的侄
子王陛铨及相关研究学者参与讲述的方式进行，
用革命烈士的光荣事迹教育和鼓舞师生。

据了解，王海萍负笈于琼崖中学（今琼台师范
学院），曾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委书记，领导
过震撼全国的闽西暴动，于28岁时壮烈牺牲，被
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夫人梁惠贞亦为琼台校友，也
于革命中英勇就义。

宣讲结束后，王海萍烈士后人联合海口市委党
史研究会向琼台师范学院捐赠了记载其生平事迹
的文学作品《王海萍传》，希望琼台学子能坚定理想
信念、认真求学求知，将革命烈士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时刻牢记并努力学习先辈们
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高尚品质和奋斗精神。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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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

■ 杨维汉 罗沙

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人民法
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人
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
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
问。解决“执行难”，打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公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执行难”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

出现，人民法院多年来陆续采取许多
举措，开展了多次行动。然而，单靠法
院一家单打独斗、“一阵风”式的行动，
非但“执行难”的帽子没有摘下来，反
而愈演愈烈，逐渐成为顽瘴痼疾。判
决书变“法律白条”，让当事人合法权
益无法得到保护，严重损害法律权威
与尊严。

2016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
国人代会上明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
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近两年来，人们
欣喜地看到，解决“执行难”不再是“雨
过地皮湿”。司法机关联合多部门，全
面打响“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下
了大气力，有了喜人成果。信用惩戒
长牙齿，让失信者有痛感。执结案件

数、执行到位金额大幅增长，交出了一
份漂亮的成绩单。

时至今日，“两到三年”时限将至，
或许一些“老赖”心中窃喜，这阵风终
于要刮过去了？社会公众也产生疑
虑，这次破解“执行难”是否仍属于突
击行动？效果能否长久？

绝不能让“执行难”回潮！这次基
本解决“执行难”，只是一个阶段性目
标，而并非最终目标。在清理大量历
史性积案、化解执行案件存量的同时，
必须注重标本兼治和长效机制建设，
以执行工作体制的变革消除各种机制
性积弊。

解决“执行难”不是“脚踩西瓜
皮，滑到哪算哪”。司法机关保持定
力，建立执行信息化体系，建立全国
统一的案件流程节点管理平台、执
行查控系统、财产评估系统、网络拍
卖系统，这是基础性、长效性工作，
更是为建立执行工作长效机制铺路
架桥。

司法机关已经开始下一步工作规
划，巩固这次攻坚战来之不易的成果，
并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继续迈
进。我们有理由对“基本解决执行难”
攻坚战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对彻底
解决执行难同样充满信心。

解决“执行难”贵在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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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行走的课堂”
走得精彩
■ 邓瑜

在青山绿水中亲近自然生态，在黎歌苗舞中
感受民族风情，在革命遗址里接受红色教育……
我省各中小学校组织的丰富多彩的研学旅行活
动，获得了家长认可和学生喜爱。日前，省教育
厅公布了海南省第一批20个省级中小学生研学
旅行实践教育基地名单，无疑又为学生们感受

“行走的课堂”提供了有益指南。（10月24日《海
南日报》）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教
育改革的推进，研学旅行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素质教
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它能让广大中小学生在游
历过程中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光荣革命历史，
感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感受地域特色文化和家乡
变化，培养他们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
升他们的自理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社会

“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的强烈呼吁下，研学旅行不失
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学生主动适应社会，促
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深度融合的一种有益探索。

研学旅行综合实践育人的意义和作用不言而
喻，省内也曾有不少中小学校在十几年前就已经
自主推行。但由于一些地区在推进研学旅行工作
过程中，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机制不健全、
安全保障不规范等问题，研学旅行的有效开展受
到了制约。再加上个别学校组织学生出游时发生
了安全事故，省内研学旅行基地建设未有标准、缺
乏监管，部分中小学校对组织开展研学旅行一直
存有顾虑。

针对这些情况，近年来，国务院、各部委、各地
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实施意见。政策的支撑、基地
的遴选和经费的支持，一方面给各中小学校吃下了
一颗“定心丸”，打消了部分学校开展研学旅行的顾
虑；另一方面，也是划定了“规则线”，明确了目标任
务，指明了教学方向，同时也戴上了“紧箍咒”。

实践教育基地名单已经确定，后续工作正在
推进，也希望我省的研学旅行能够真正弘扬传统
游学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
精神，组织管理规范有序，基础条件保障有力，安
全责任落实到位，文化氛围健康向上，避免“游而
不学”，更要防止“学而不游”，让“行走的课堂”能
够走得精彩，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发
挥重要作用，积累有益经验。

@新华视点：加油！民营企业家。
“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名单新鲜出炉。这份重量级名单见证了
民营经济的发展成就，也体现了国家对
民营企业家贡献的充分肯定。从党中央
的鲜明态度，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举措不断落地，
无不释放民营经济前景光辉、民营企业
家大有可为的强烈信号。为企业家点
赞，向奋斗者致敬，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征
程上，期待民营企业家的更多精彩书写。

@人民日报：怼得漂亮。美媒称特朗
普苹果手机被中国监听，华春莹幽默回应
实在担心可改用华为。驳斥不实消息的
同时，又为国货做了“广告”，怼得漂亮！不
是栽赃就是找茬，不是编剧本就是耍聪明，
这样的美式做派注定没市场。如果继续
无中生有，除了暴露无知，自取其辱，只会
沦为笑柄，让更多人鄙薄。大国当有大格
局，媒体当有操守，别再贻笑大方。

@中国青年报：谁纵容了“404 教
授”？今天，一个“404学者”被揭露了出
来，但是，更多学术不端、缺乏师德的高
校学者，可能比梁莹藏得更深。我们不
可能期待媒体去揭发每一个不称职的
高校教师，这个任务理应由高校自己去
完成。为此，高校有必要审视自身的评
价体系，更好地找出梁莹的同类，还学
界一方净土，给学生一个交代。（邓辑）

近年来，自媒体“黑公关”让一
些企业闻之色变。有媒体调查发
现，一些自媒体靠“黑公关”获取高
额利益，有的一年能收数千万元

“保护费”。部分“黑公关”已经形
成媒体矩阵，一篇有偿“黑文”能在
微信、微博等十多个平台发布，达
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效果。

违法成本低、收益大且交易隐
蔽，是自媒体“黑公关”能“活”得很
好的原因。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自媒体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度。“黑公
关”的存在，不仅让自媒体行业信誉

整体受损，也掀起了企业“互黑”的
歪风，如果不加以管控后果不堪设
想。对此，有关部门须加强监管，行
业协会和平台应尽职尽责，探索建
立“黑名单”制度，对屡次出现问题
的自媒体从业人员实施禁入，实现

“既管号又管人”。这正是：

前脚抨击后收费，
颠倒黑白惹是非；
行业受损掀歪风，
严格监管不失位。

（图/朱慧卿 文/邓瑜）

管住“黑公关”歪道

■ 张成林

近日，《国际湿地公约》第十三届
缔约方大会在阿联酋迪拜举行，来自
全球7个国家18个城市，获得首批国
际湿地城市称号，其中6个来自中国，
海口位列其中。“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代表了一个城市的生态成就，是目前
国际上在湿地保护方面规格高、分量
重、含金量足的一个奖项，是一块国际
生态招牌，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该
荣誉称号的获得，充分说明海口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湿地，被誉为“天然氧吧”“地球绿
肺”，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等多重
功能，是生态保护的重要载体。而“椰
城”海口自古以来就有“水城”之称，湿
地资源极为丰富。这里有享誉岛内外
的东寨港红树林，有静立千年的葱葱
火山群，有奔流入海的母亲河南渡江
……俯瞰海口，江海交汇，湖汊纵横，
郁郁葱葱，满目含翠，具有近海与海岸
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等多种湿地
类型，湿地资源极为丰富。

守着“天生丽质”的湿地资源，是
海口人之福，但同样让人深感压力的
是，高起点意味着重担子，湿地保护稍
不留意就会造成破坏。事实上，曾经
一段时间，海口就面临着类似的烦

恼。彼时，受养殖污染、外来物种入侵
等因素影响，珍贵的湿地资源遭到不
同程度破坏。穿城而过的美舍河，甚
至被形容为“臭水沟”，河水发黑发臭，
居民门窗闭而不开。在种种不利因素
影响下，海口“水城”神韵一度失色。

而如今，再看海口，却已是水清岸
绿，人与湿地和谐共生。短短数年间，

“椰城”海口何以摆脱成长中的烦恼，
在湿地建设上成绩斐然，甚至一举夺
得“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这要得益
于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得益于生态
文明建设思路的变化，得益于“在保护
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有益实践。

“海南的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
变差！”为实现这一目标，海口积极开

展生态修复，弥补历史欠账。树立“山
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
态理念，对生态环境进行系统治理；坚
持“症在水中、根在岸上”的治理思路，
从源头杜绝水体污染；将生态修复与
景观提升相结合，努力提高湿地品质；
落实“河长制”“湾长制”，为湿地配备
责任人、守护者……思路一变天地
宽。随着生态修复的开展，海口湿地
渐渐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让百姓充分享受生态红利，
是海口湿地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生态角度对村庄进行旅游化改造，
有效引导扶持群众发展观光农业，结
合自然优势打造各类湿地公园，依托

环境优势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在保
护与开发的双向努力下，自然优势正
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转化为民生福
祉。可以说，海口广袤湿地，正在成为
绿色产业高地、乡村振兴福地。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发展
的最大本钱。纵览今日海口，在湿地
与城市相互交融、比翼双飞下，处处可
见“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和乐
图景。海口的湿地保护实践充分证
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只要我
们守护并利用好优美的生态环境，定
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定能让美好新海南焕发出新的魅
力、新的生机。

守好绿水青山 收获“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