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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重教之风源远流长

入棂星门，行拜师礼，行感恩礼，
诵读蒙词，笔点朱砂，开笔生辉……在
孔子学堂授课人的案头，一叠叠记录
学堂活动的相片，再现一幕幕庄重的
情景。

文昌，作为知名的文化之乡，教育
兴盛、人才辈出。2015年始，由文昌
市政府资助设立的孔子学堂在文昌孔
庙设立，文昌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
者、文化名人走进孔庙，举办各种形式
的国学、美德、礼仪等公益性讲座，以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向中小学生
及普通市民传播优秀中华文化。在清
明、中秋、重阳、春节等传统节日之际，
文昌市还会开展“成人礼”“开笔礼”

“中华传统婚礼”“敬老礼”等民俗礼仪
活动，使得孔子学堂成为声名远扬的
传统文化“公众教化区”。去年，文昌
孔子学堂荣获共青团中央2017年度
第二届中华学子青春国学荟“六个
100”优秀国学项目。

“4年来，学堂讲课不曾间断，今
年开课最多，已经上了74堂课！”文昌
市孔子学会会长林尤潮说，上千年的
文化积累，造就了文昌独有的文化气
息，让文昌成为文人辈出、能人涌现的
热土。

“宁愿少吃少穿，也要教子读书。”
这是文昌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

崇文重教是文昌人的传统美德。
行走在美丽的文昌中学校园里，

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三区”分布合
理有序，校园宽广平坦，道路通畅，绿
树成荫、鸟语花香，有老师勤教的身
影，有学生朗朗的书声。有人说，文昌
能成为文化先进市，人才辈出，与海外
乡亲鼎力捐资兴教助学分不开。在文
昌的学校里，随处可见海外侨胞、港澳
台胞捐建的校舍，以华侨名字命名的
校舍数不胜数。

据不完全统计，自海南建省以来，
文昌海外乡亲、港澳台同胞捐资助学
近4亿元，新建扩建教学楼、图书馆、
科学馆、师生宿舍楼500多幢，同时还
捐建校门、围墙、校道、凉亭、花坛、草
坪，添置教学仪器设备等。

书法名家荟萃润泽乡里

“家和万事兴”“赡养父母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走进文昌市宋
庆龄图书馆一楼展厅，一幅幅“好家
风·好家训”书法作品散发着墨的清
香。为弘扬传统文化、培育良好家风，
今年9月，文昌市“好家风·好家训”书
法作品进万家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文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娇慧
介绍，文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有
文化之乡、华侨之乡、椰子之乡、排球
之乡、书法之乡等美誉，而良好的家风
家训，正是成就文化之乡魅力的基础，

选择用书法作品的形式弘扬和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希望唱响一曲曲崇德向
善的时代赞歌。

在古树林立、溪流潺潺的美丽乡
村——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椰子林
下的竹篱书院是书法名家及爱好者挥
毫泼墨的好地方。每逢周末或节假
日，来此交流和研习书法的中小学生
和游客一拨接着一拨。

东路镇镇委书记刘庆棠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葫芦村是老牌的美丽乡村
旅游点，当地生态环境良好，这里不仅
有龙泉乡园度假区、白鹭湖生态保护
区等景区，还有联合国野生水稻保护
区、荔枝种植园、荷花观赏园等农业观
光资源。作为美丽乡村和城乡一体化
的示范点，葫芦村不断迎来八方游
客。如今，乡村丰富了书法文化元素，
更加引人注目。

文昌市书法协会主席陈其吉说，
书法文化是文昌文化的一大品牌亮
点，晚清时期的潘存、近代的祝嘉及当
代的黄强等书法名家的书法曾风靡一
时，影响着中国书法文化的发展。文
昌人喜文习书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城
市乡村，从老年人到青少年学生，喜爱
书法者比比皆是，“舞文弄墨”成为时
兴的交流方式。

优良风气传承蔚然成风

在冯坡镇白茅村，75岁老党员韩

丽萍多年坚持悉心照顾瘫痪在床的家
人，还不忘关照村里的孤寡老人，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不惜瘦成皮包骨头，
广为邻里传颂，全村掀起敬老爱老文
明之风；

在公坡镇水北村，黎行中夫妇相
濡以沫，贫寒之家爱意融融。他们多
年看护两位残疾的妹妹、103岁的奶
奶和80多岁的父母，对家人悉心照
顾、不离不弃，同时辛苦劳作、勤俭持
家，努力打拼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文城镇“华昌园美食城”，店主
詹道学主动收留聋哑流浪儿，把他当
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一养就是十
多年。如今，原先那个身体瘦弱、衣着
破烂的孩子已经成长为一名英俊帅气
的小伙，憨厚、懂事、开朗……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今年
来，文昌在广泛开展“好家风·好家训”
书法征集展出活动的同时，还组织举
行了“感动文昌”十大人物暨道德模
范、“最美家庭”“文明家庭”等评选表
彰活动，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涌现，优良
的风气得到传承。

文昌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时代的文昌，要继续发挥文化“春
风化物、润物无声”的力量，擦亮

“文化之乡”品牌，努力在全面建设
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
的进程中，愈加焕发出崇德向善的
城市魅力。

（本报文城12月27日电）

孔子学堂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好家风家训传承蔚然成风——

文昌：用文化凝聚发展正能量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潘高

轻轻地提笔，落笔却是力透纸
背。今年已经74岁的文昌市东阁镇
美柳村村民邢福浩，如今喜欢在他
的书斋里练字。“年少时要抱有求知
之心，心恒则能成功，壮年时就要拼
搏、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晚年时就
应讲究随缘与静，心态平和方得百
年。”他说。

在文昌市东阁镇，提起邢福浩，
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名字。2004
年，退休后的邢福浩从海口回到文
昌老家，他积极参加文明生态村创
建活动，不仅出钱出力，还自费办起
村内第一个私人图书室“百合斋”，
被评为国家和省文明生态环境建设
示范点；他关心教育，鼓励未成年人
积极“读书修德”，出资奖励优秀学
生；他将自己家庭院里的运动场地
和器材无偿向村民开放，热心帮助
有困难的村民……

乐善好施
帮贫困村民成家立业

今年53岁的邢怡祝，几年前还
是东阁镇美柳村里的困难户，因为
贫穷，40多岁了还讨不到媳妇，居住
的房子也是借别人家的。如今，他
不仅盖起了敞亮的钢筋结构平房，
还娶了媳妇，生活有滋有味。

“邢老是个好人，我一辈子难报他
的恩情。”说起这些年的变化，邢怡祝
发自肺腑地感慨。他口中的“邢老”便
是美柳村村民们敬仰的邢福浩。

邢怡祝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是邢福浩帮他盖起新房，还当“红
娘”做媒，为他介绍了妻子黄芳。最
难忘的是结婚那天，邢怡祝身上的
西装都是邢福浩提供的，口袋里藏
着邢福浩偷偷塞进的几百元。

为鼓励邢怡祝发展生产脱贫，
邢福浩还自掏腰包购买槟榔苗、鸡
鸭和牛送上门。直到看着他们的日
子蒸蒸日上，他才放下心来。

鼓励读书
一家培养3个大学生

说起邢福浩书香传家的故事，
村民们更是津津乐道。

事实上，邢福浩本人只读了一
年书,因家贫辍学后,他去工地当起
了搬运工。但无论何时，他都喜欢
读书，干活间隙，一有空他便抓起书
来读。“干重活、累活，主要就是吃了
没有文化的亏。”邢福浩说，他一边
自己延续着读书的习惯，一边也在
思考如何培养下一代，不让他们重
蹈覆辙。

闲暇的时候，邢福浩都喜欢拿
一本书，当着孩子们的面看。孩子
们就好奇地凑上去，慢慢地，读书也
成了孩子们的习惯。就这样，邢家
走出了3个大学生，让村民们羡慕
不已。

还记得大女儿阿惠出嫁时，两
句对话让邢福浩感动许久。“我告诉
她，你要嫁人了，我可没有嫁妆给你
啊。没想到她回答，爸，你给我的嫁
妆，我到现在都没花完呢！”邢福浩

感慨道，女儿口中的嫁妆，正是自己
一直以来的教育所留给她的精神财
富，女儿这么懂事，也证明自己长久
以来的教育没有白费。

创办书斋
让书香美德代代相传

2004年，退休后的邢福浩回到
美柳村。听说村里考上文昌中学的
孩子寥寥无几,更是没有几个大学
生，他想做点事情。他要把自己教
育子女的方式推广至村里。于是，
他独自出资将破败不堪的祖屋修成
了一间乡村书屋。

邢福浩将书屋取名为“百合
斋”，这里不仅拥有上万册图书，还
有乒乓球台等文体设施。书屋建好
后，年幼的孙子们没空回来，但村里
的孩子们络绎不绝。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邢福浩把祖屋布置成了教室的模
样，更在墙上写下了一句承诺：凡是
美柳籍在美柳、宝芳小学读书考上
文中者，奖励2000元。

小小的村子沸腾了！邢福浩自
己花钱建书屋，还要花钱奖励孩子
读书，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直到
2008年，村里女孩邢红英考上了文
昌中学，邢福浩拉起横幅，办起了奖
学金发放仪式，大家才真正相信
了。从那时起，村里陆续有孩子领
取奖学金，邢福浩都兑现了承诺。

闲坐书屋，邢福浩有时还领着
孩子们读《弟子规》。“还要继续往前
走，国家提倡乡村振兴，我也可以做
点事。”邢福浩说，希望更多的孩子
爱上读书，让书香美德代代相传，乡
村的文化氛围更加浓郁。

（本报文城12月27日电）

文昌乡贤邢福浩热心公益，鼓励村民读书修德——

甘为乡村立灯塔

文昌公安提供
一站式办卡便民服务

本报文城12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者12月 27日从文昌
市获悉，自“放管服”改革实施以来，该市公安
局结合实际，进一步简政放权，为群众提供居住
证、老年人优待证、公交 IC卡一站式办理便民
服务。

在清澜派出所，海南日报记者看到，这里除了
有领取居住证的窗口，还增设了老年人优待证和
公交IC卡的办理窗口，可实现居住证、老年人优
待证、公交IC卡一站式办理。指示牌提示办理时
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30到11：30，下午2：30
到5：30。

当天，一位来自北京的“候鸟”杨大爷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顺利办理了老年人优待证和公交
IC卡。“一站式办理真是很方便，派出所民警的服
务态度也很好，为文昌点赞！”杨大爷说。

文昌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主动联系民
政局和公交公司，为市民提供一站式办卡服务，是
文昌市公安系统开展“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主题
活动的一项内容，希望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服务，为
文昌营造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为吸引各级各类
人才进驻文昌添力。

文昌开展
“作风建设年”活动

本报文城12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12月27日从文昌市纪
委获悉，今年来，文昌市紧扣“作风建设年”任务部
署，保持政治定力，全面从严治党，层层传导压力，
落实“两个责任”，切实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工作落到实处。

为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今年
来，文昌市委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党委主体
责任的安排部署，把握压实主体责任的重大意
义、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旗帜鲜明支持市纪
委聚焦主业主责，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

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谈话提醒工作。今
年初，文昌市纪委研究制定《关于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
实施办法（试行）》，督促规范各级领导干部紧
扣“六大纪律”开展谈话提醒工作。全年开展谈
话提醒 779 人次，其中市领导开展谈话提醒
134人次。

为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今年3月，
文昌市纪委组织对全市17个镇开展2017年度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把考核结果运用到镇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中，督促各镇党委抓牢
主体责任。

此外，文昌通过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强化巡视巡察利剑作用，及时制定《文昌市纪
委市监委关于巡视反馈整改和监督检查工作方
案》，成立巡视整改工作小组，认真落实省委第四
巡视组反馈的8个问题和10条建议，4次召开纪
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逐项分析，制定出49条具体
整改措施并加以整改落实。

在加大问责力度方面，文昌让失责必问成为
常态，督促各级党组织加大对落实“两个责任”不
力问责，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一
案双查”工作暂行办法》，既严肃追究直接责任，又
严肃追究领导责任，今年以来，共问责41名领导
干部。

文昌举行小学教师
国学经典诵读比赛

本报文城 12月 27日电 （记者李佳飞 特
约记者黄良策）日前，以“诵读国学经典 弘扬传
统文化”为主题的2018年文昌市小学教师国学
经典诵读比赛在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小蓓
蕾剧场举行，来自文昌市 31所小学的教师参
加比赛。

比赛现场，参赛教师采取配乐配景朗诵、情景
式朗诵、多人朗诵等多种形式，诵读了《春江花月
夜》《岳阳楼记》《将进酒》等经久不衰、耳熟能详的
经典国学作品。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表情丰富、
声音洪亮，艺术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全
场观众在观看表演的同时充分感受到了国学经典
作品的魅力所在。

此次活动由文昌市教育局、市孔子学会联合
主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协办。经过评比，最终文
昌市树芳小学、市第二小学、市第一小学获得一等
奖。文昌市教育局、文昌孔子学会、文昌市中华诗
文学会负责人为获奖学校颁奖。

文昌今日举行
就业脱贫大型招聘会

本报文城12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为让更多贫困户提升脱贫致富的意
愿和能力，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变“要我脱贫”
为“我要脱贫”，文昌市决定于12月28日上午9时
至12时，在文昌市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就业脱贫
大型招聘会。

据悉，此次招聘会将设50多个展位，海南春
光食品有限公司、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文昌旭
日东升酒店等50多家企业进行现场招聘，提供近
700个岗位。

招聘会现场，主办方还将设置就业法律咨询、
就业政策咨询等服务。

本报文城12月27日电（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日前，由
文昌市政府主办、文昌市旅文委承
办的主题为“骑聚文昌 畅响摩音”
2018年（第二届）国际乡村文化音
乐节暨第七届戴托纳国际机车旅游
节在文昌落幕。

此次活动由文昌文化旅游推介
会、国际乡村文化音乐节、戴托纳国
际机车旅游节、美食民俗文化探秘、
国际机车用品文创节等五大内容板
块组成，现场热闹非凡，精彩纷呈，
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活
动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全程图文直播
和报道，吸引全国网友近百万人次
围观，共同见证了这场文化、音乐、
旅游的饕餮盛宴，充分展现文昌滨
海旅游、文化旅游、美食旅游的独特
风采。

音乐节上，众多国内外乐队及
歌手陆续上台表演，从传统的
HardRock到流行性的电子风格，
从民谣风到金属乐，炫酷的灯光效
果、震撼的视觉感受、冲击灵魂的动
感音乐，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现场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观众共享狂欢，嗨爆全场。

文昌市副市长何欢宝在音乐节
现场表示，文昌不仅是一个历史文
化古城，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现代
化城市，文昌的文化旅游活动要与
民同乐，更要开放接纳，同时也欢迎
更多优秀的文旅活动落地文昌，与
本土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助力文
昌文旅事业蓬勃发展。

“骑聚文昌 畅响摩音”
双节活动落幕

音乐节为文昌旅游
注入新动力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12月27日，古色古
香的文昌孔庙内，朗朗
的诵读声从一栋框架式
木结构的古建筑中传出
——致力于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的孔子学堂又开
讲了。当天，来自文昌
市各级党政机关单位的
近百人汇聚于此听讲。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的古训和孔子的画像悬
于堂上。

“没想到，文昌孔庙
保存得如此完好，这里
的传统文化氛围如此浓
厚。”来自辽宁省的游客
曲畅这样向海南日报记
者感慨道。

文昌，这座具有深
厚文化底蕴的航天新
城，近年来，在打响航天
品牌的同时，不断修炼
“文化内功”，组织开展
国学教育、“好家风·好
家训”书法作品展、“感
动文昌”十大人物评选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大
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为社会发展凝聚了强大
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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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孔子学堂开讲，来自文昌市各级党政机关单位的近百人汇聚于此听讲。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