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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先进典型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林学健

11月 19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湾岭镇鸭坡村瓦屋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蔡晓玲像往常一样，一大早
便来到合作社，查看最近两天的凤眼
米辣订单，准备联系运货商发货。

“凤眼米辣是合作社的爆款产品，
每个月都能卖出1000多瓶，常常供不
应求呢！”蔡晓玲介绍，凤眼米辣，又名
鸟眼椒，是一种野生辣椒，主要生长在
海南中部山区的丛林中，采摘过程比
较艰辛。

1987年出生的蔡晓玲，虽有些瘦
弱，但十分精干。“我是地道的鸭坡村
人，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就外出
打工。2006年到2010年，我在三亚南
山旅游文化景区工作，因为心里一直有
个大学梦，所以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拿
到了函授大学本科文凭。”蔡晓玲说。

在外打拼了几年的蔡晓玲，对家乡
充满眷恋与热爱，带领家乡贫困百姓致
富是她的理想。2013年，屯琼高速公
路开通后，她辞去了三亚的工作，回到
村里办起了瓦屋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路通财通，琼中的农产品绿色优

质，创建农产品展示中心，能让农产品
被更多人熟知。”蔡晓玲说，到鸭坡村的
游客总会来瓦屋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逛
逛。在这里集中展销村民的山兰酒、蜂
蜜、牛大力等特色农产品，解决了村里
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的难题。

近两年，合作社销售的产品中，凤
眼米辣的销售数量最多，但野生凤眼
米辣数量少，农户在自家庭院种植的
少量凤眼米辣，也远远不够卖，蔡晓玲
开始琢磨如何稳产增收。

今年7月，蔡晓玲带动村里5户贫
困户种植了5亩凤眼米椒，预计明年5
月进入收获期，年产值约10万元。

“合作社还吸纳了2名残疾人入
社发展，如今，合作社年销售额超过

20万元。”蔡晓玲说。
合作社的每一件农产品都贴上了

二维码，如果游客在鸭坡村瓦屋家想
购买农产品，扫一下贴在商品上的二
维码，就能完成购买。蔡晓玲还将产
品的信息录入淘宝店和微信商店，需
要购买的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网上销
售平台进行购买。

蔡晓玲除了帮村民销售农产品
外，内心还有许多新奇的想法，她与琼
中其他返乡青年一起，力争做大做强
乡村旅游。

近几年，蔡晓玲的团队承办了琼
中端午节“书香粽香”活动及鸭坡村

“稻鱼共生”乡村体验活动，每场活动
参与人数达2000人，活动还带动了当

地农产品销售。
如今，蔡晓玲不仅是鸭坡村的致富

带头人，还成为全县的脱贫攻坚“领头
雁”，蔡晓玲的返乡创业故事感染了很
多年轻人，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愿意回
到琼中，为家乡贡献力量。近年来，琼
中在村集体经济创业项目竞赛中，累计
投入993万元，扶持41个项目，鼓励蔡
晓玲等返乡创业青年在家乡圆梦。

“琼乐高速开通后，每个人都是受
益者。下一步，我们还将策划更多乡村
旅游活动，让琼中鸭坡村美名远扬。”蔡
晓玲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先锋做
表率，看似目标高远，其实，踏踏实实做
好每一件事，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本报营根11月19日电）

琼中“80后”返乡创业女青年蔡晓玲解农产品销售难题，谋划做强乡村旅游

帮村民出创收妙计的致富“领头雁”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两周年
暨表彰工作特别节目”11月19日晚上
在海南综合频道和三沙卫视播出。节
目中，电视夜校工作推进小组对过去
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全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优秀学员进行了表彰。

本期节目主要分为“最美的祝福”
“丰收的喜悦”“咱们幸福的海南”等3
个小节。海南日报记者从节目中获
悉，截至目前，电视夜校共播出109
期，累计有5360万人次收看节目，“钉
钉”管理系统签到率平均达99.85%以
上，帮扶干部、贫困群众等重点对象参
学率96.05%以上。此外，与电视夜校
一同开设的“961017”脱贫致富服务
热线共接听群众来电55344个，生成
工单39129个，办结工单39002个，办
结率达99.68%。

过去一年，电视夜校还得到了各

方认可——今年3月，电视夜校被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2017第一
季度、年度全国创新创优节目，并荣获

“影响中国传媒”2017年度最具创新
影响力节目、2017年度海南省广播电
视优秀栏目、2017-2018年度最具品
牌影响力电视栏目等诸多殊荣；4月，
国务院扶贫办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
光明日报等9家中央媒体组成采访团，
对电视夜校进行实地采访和调研，宣
传推广海南创办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的
做法和经验；10月，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

节目现场，全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优秀学员代表与大家分享电视夜校给自
己带来的启示和帮助；来自海南各地的脱
贫致富榜样，展示了自己的“致富法宝”。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
看本期节目。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开播两周年特别节目播出

全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优秀学员受表彰 省农科院携手企业
向贫困村赠豇豆种子

本报五指山11月19日电（记者王玉洁 实
习生林承婷）近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携手爱心企
业海南富友种苗有限公司来到五指山市毛阳镇毛
兴村，为村民送上300亩豇豆种子。除了毛兴村
需要的180亩种子外，其余种子将赠予毛阳镇其
他村村民。

在现场，省农科院专家在田间地头手把手
教村民怎样种出高产的豇豆，指导贫困户科学
种植。此前，省农科院专家也已向毛兴村村民
示范推广了豇豆种植技术。

毛兴村是省农科院的定点扶贫村，两年多
来，省农科院积极发挥自身技术和人才优势，
筹措各类社会资源，想方设法改善贫困户生产
生活条件，帮助毛兴村 20多户贫困户全部脱
了贫。此次省农科院联手企业向贫困村赠送
耐低温、产量高的豇豆种子，是为了帮助村民
在水稻收割完以后，发展冬季瓜菜产业，帮助
村民在种好瓜菜的同时卖出好价格，助民增
收。

就业扶贫主题晚会
在文昌举行

本报文城11月19日电（记者李佳飞）11月
18日晚，由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办，海南省扶贫
工作办公室指导，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承
办的“就业扶贫托起生活新希望”主题晚会首场演
出在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举行。

此场晚会节目内容精彩纷呈，还有三轮有奖
问答互动。好看的节目、好玩的互动，点燃了现场
村民的热情。

晚会现场，省人社厅党组成员、省人力资源
开发局局长赵微介绍，从2016年至2018年，省
人力资源开发局派了两位同志担任水北村驻村
第一书记，局里各个党支部和水北村开展了丰富
的联合党建活动等。3年里，水北村党员组织生
活正常化、规范化，基层党组织强起来了；蔬菜、
黑山羊、文昌鸡、桥头地瓜等一个个产业相继壮
大，村集体经济强了起来，已经有43户贫困户脱
贫，实现“三不愁、两保障”；村村通路、通水、通
电、通网，一批景观景点建成。下一步，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将完善扶贫就业机制，推进扶贫举措，
让更多贫困劳动力能够拔掉穷根，激发“造血”功
能，托起生活新希望。

据了解，“就业扶贫托起生活新希望”主题晚
会还将在定安县富文镇大里村、昌江黎族自治县
石碌镇片石村等地举行。

11月17日，在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爱尚玫瑰园，儋州首届玫瑰侏罗纪稻草节启幕，各式各样的稻草人和稻草动物造
型吸引人们前来观看。近年来，屋基村把扶贫开发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以旅游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着力拓宽
贫困户的增收渠道，让他们早日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儋州屋基村：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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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监管松不得
一分钟灌一桶自来水，然后贴

标卖二三十元一桶。近日，北京
“食药警察”一举捣毁9处制作、销
售假冒品牌桶装水“黑窝点”，刑事
拘留犯罪嫌疑人13名，现场起获
灌装设备2套，涉及10余个知名品
牌桶装水500余桶，假冒标识4.2
万余套。

这是一件让人拍手叫好的事，
警示我们，食品监管松不得，稍不注
意就会被人钻空子、制假售假。该

桶装水造假被查，得益于周围群众
的举报。这也启示我们，食品造假
售假多分散隐蔽，只有充分借助群
众力量，做好群众监督，才能防止问
题发生。这正是：

自来水，桶中灌，
贴上标签价格翻；
你举报，我来管，
食品安全要从严。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来论

维护好游客
景区购物“后悔权”
■ 江德斌

七天无理由退货不再是网购的特权，从现在
开始，消费者在沙坪坝这些地方购物也能享受到
七天无理由退货。据报道，近日，重庆市沙坪坝
区在磁器口古镇和红岩联线景区开展放心消费
创建活动，首批有25户商家试行线下七日无理由退
货制度。

当前，景区商品价格一般较高，且存在信息不
对称、以次充好、价格欺诈、强买强卖等行为，经常
令消费者利益受损。推行七日无理由退货，可有
效保障游客的“后悔权”，让游客不必担心上当受
骗，同时，也能促进商家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进而
改善景区的整体形象，可以说一举多得，值得点赞。

目前，新《消法》规定的七日无理由退货，只适
用于网购，并不适用于实体店。实体店的售后服
务仍执行“国家三包规定”，即产品自售出之日起
七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换
货或修理，有额外约定的除外。推进线下七日无
理由退货的做法，就是通过填补退货规则落差，为
消费者赋权，改善线下消费体验，打破信息不对称
屏障，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

事实上，该举措早已有之。早在前几年，就有
线下商家出于竞争需要，对消费者承诺无理由退
货，期限一般在七天至十五天之间，主要以大型零
售商场为主。近年来，景区购物欺诈现象频频出
现，部分商家玩弄花招，做一锤子买卖，引发了信
任危机，很多游客主动用脚投票，不在景区购物，
导致景区生意下滑，商家经营愈发困难。

基于此，部分景区开始尝试无理由退货，以扭
转尴尬局面，破解游客购物难题。比如，张家界市
2015年就开始试点十五日无理由退货，已经试点
两年多，且效果不错，今年则正式实施。如今，沙
坪坝景区主动承诺线下七天无理由退货，可以看
出，线下无理由退货已经越来越成为景区共识，这
是一种好现象。笔者期待，线下无理由退货能够
尽早全面推广。

而且，随着线上线下营商成本趋于一致，新零售
概念全面融合，线上线下界限逐渐模糊，未来将不分
彼此。因此，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场看，有必要及
早修改《消法》，把实体店纳入无理由退货范围，以统
一线上线下退货规则，让消费者权益得到全面保障。

@光明日报：维护职工“离线”的
权利。如今，作为备受欢迎的社交软
件微信，在方便社交与工作的同时，也
催生了越来越多的隐形加班现象。据
报道，许多工作指令看起来只需要发
个信息、查个数据，或者翻看一下聊天
记录就可以达成，但正是这些看起来
随手可做的事，让工作变成了24小时、
365天的事，微信群成了“紧箍咒”，聊
天框里装满了职场人强忍着的担忧与
焦虑。

@中国青年报：别让“打卡”流于
形式。“我正在挑战某某英文广播剧，已
坚持20天”“我在某某App打卡，今天完
成了150个单词”……没有人知道，社交
平台上坚持“打卡”背后的内涵究竟是
什么。尽管有人诟病所谓的“打卡”，是
商家想出的病毒式传播产品的广告；也
有人觉得，与其说热衷“打卡”是对自己
的监督，不如说是表演“坚持”。

@人民日报：文明也是管出来
的。同一个人，步行过马路时，遇上急
事可能会闯红灯，但若在车里握着方
向盘，再着急往往也能遵规守矩；同一
个人，在绿皮火车里会吞云吐雾，但一
上了高铁就能全程禁烟。为何如此？
违法成本不同，执法刚性也不同。这
种对比也启示我们：文明不仅是倡导、
教育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张 辑）

微评

■ 刘敏

假如可以穿越时光隧道，你想不
想回到 1978 年看一看？对比当时的
时髦物件儿“三响一转”与当今社会发
展硕果集萃，一种感慨是否会由衷生
发？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举办以
来，人们从丰富的史实史料中找寻穿
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从民族自豪感中
积蓄锐意前行的奋进动力。

40年时光流淌，雕刻出崭新的社
会肌理。

18 位村民按下包产到户“红手
印”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大幕、改革开放
后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天津
滨海新区简政放权中封存109枚公章
……40 年间，从深圳特区“杀出一条
血路”到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
鸡毛换糖的小个体到世界 500 强企
业，从一颗高铁螺丝钉也要向国外进
口到国产大飞机开出“中国速度”。40
年众志成城、砥砺奋进，人民生活安居
乐业，各行各业焕发蓬勃生机。

有观众留言“莫名感动，看了想
哭”，其实感动的不只是“那再也回不

去的曾经”，更是震撼于天壤之别的今
昔巨变。

对于一些人来说，关于那个物质匮
乏的时代记忆并未走远，新的生活已然
扑面而来。吃穿住行物质极大丰富；恢
复高考、下海创业、留学海外“只要有梦
想谁都了不起”。仔细想想，这一切都
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决心与举措——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供给侧改革、
环境治理攻坚克难……事实证明，民之
所望，改革所向，每一轮大发展大飞跃，
都起始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突破。

展览是对往昔成果的展示，更是
对未来方向的昭示。

40年改革开放历程启发我们，改
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
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
的重要法宝。面对新时期世界发展大
势，有待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众
志成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齐心协
力，没有跨不过的沟坎。改革开放刻
在中国大地上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刻在人们心里的，又何尝不是对祖国
的美好祝愿，和为祖国未来贡献智慧
与力量的坚定信念！

回望过往，珍惜当下，开创未来，
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必然成功，也一
定能够成功！

新华时评

在改革开放中雕刻时光

■ 饶思锐

“妈妈，我从哪来的？”“我咋跑你
肚子去了？”“精子和卵子咋结合的？”
记者调查发现，我省家长普遍忽视对
孩子的性教育。当孩子渐渐长大，开
始对生命好奇，刨根问底时，很多父母
往往不知如何回答。因无教材、无师
资，性教育课程在海口中小学普遍缺
失。（11月19日《南国都市报》）

真正的人生应从认识自我开始。
我们从哪里来，需要得到释疑；青春期
学生的身体会经历何种变化，需要我

们普及教育；学生性生理发育成熟，如
何引导其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科学的性
心理，需要我们去探索；面对性侵、两
性关系时，学生该如何保护自我，需要
我们及时告知……家庭或学校有效的
性教育，是帮助孩子科学认知自我的
重要途径。

科学的性教育，可促进孩子生理
及心理健康。例如，有的学生因发育
过早，被同学笑话，便引以为耻，从而
产生自卑心理；有的学生对性缺乏科
学认知，过早发生性行为，导致怀孕、
流产，对身心造成极大伤害；有的学
生面对性侵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如何
应对和自我保护，更不知如何走出心
理阴影……性教育遮遮掩掩甚至缺

失，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这样那样
的伤害。学生成长路上，性教育不
可或缺。

当前，虽然对中小学生进行性教
育已成社会共识，但我们的一些家长
遮遮掩掩，一些学校欲语还休，让中小
学生性教育陷入尴尬境地。家长们面
对孩子们有关性方面的疑惑，或是绕
开话题，避而不谈，或是云里雾里，绕
来绕去，抑或极力斥责，认为是羞耻的
事，导致家庭性教育长期缺位。一些
学校由于缺乏相关教材及老师，甚少
开设专门课程，导致学校性教育“雷声
大、雨点小”。学生一谈性，老师便如
临大敌；学校一谈性，家长便如惊弓之
鸟，如何进行性教育让众多学校和家

长左右为难。
实际上，我们越是把性问题搞得

神神秘秘，越会增加学生对这个问题
的好奇心。不少学生就是因为对性
知识产生好奇，又找不到合适的学习
渠道，才会浏览色情网站或色情读
物，最终步入性的歧途。倘若我们在
孩子们想要或需要了解性知识之前，
便给他们普及科学知识，对他们进行
系统而科学的性教育，就能帮助孩子
准确认识性生理，建立科学性心理，
进而防止不良生活习惯的发生。可
以说，以学校和家庭科学的性教育代
替学生错误的性认知，就是“良币驱
逐劣币”的过程，可有效推动形成正
确的性认知。

正如鲁迅在《坚壁清野主义》一文
中所言：“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
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
所当为之事。”性教育与色情风马牛不
相及，一些戴着有色眼镜、不能科学看
待性教育的人，是“以己之心，度人之
心”，这恰恰是最该接受性教育的一
类人。性教育的本质是爱的教育，是
呵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必修课，在
这之中，学校应率先担负起教书育人
的责任，建立起科学规范的课程体
系，开设专门的性教育课程。家长们
也应摒弃错误认知，系统科学地学习
性知识，并向孩子传授性知识，肩负起
家庭性教育的职责，做好孩子成长路
上的知心人！

性教育应成孩子必修课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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