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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张斐 宋祥达 王家专

3月10日下午5时许，澄迈县仁
兴镇和岭居，两辆摩托车在和旺路和
胶厂路交叉口相撞。接警后不到5分
钟，和岭派出所民警李汉吉就赶到了
现场。根据之前跨警种培训课上所
学，他很快就将这起交通事故处理完
毕。“之前，交通事故需交警才能处理，
事故双方责任人至少要在原地等半小
时以上。”李汉吉说，这种等待不仅让
小事故的双方责任人“难熬”，而且容
易引发交通堵塞和二次交通事故。

作为一名派出所民警，李汉吉之
前根本就不懂交通事故处理业务，但
是从2018年1月份起，他就弄懂了，
因为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路管
员”。2018年1月底，澄迈县公安局
大力推进“路长制”工作，实施“全警

动员，全民参与治理交通”，打破警种
界限，充分发挥“一警多能、齐抓共管”
的优势，积极发动多警种参与交通管
理。通过大力推进“路长制”工作，与
上年相比，澄迈县2018年 1月至10
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8人，受伤
人数减少350人。

派出所民警“加码”交警业务

“实施‘路长制’之前，碰到交通事
故我们派出所民警很头痛。”李汉吉
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多农村家庭都购置了小车，乡村交通
事故也开始增多。派出所民警接警
后，须赶到现场维护秩序，然后等待交
警前来处理。

“目前澄迈交警警力仅100多人，
而全县有11个乡镇。”澄迈交警大队队
长陈昌政称，澄迈全县总面积2000余
平方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内，交

警来回奔跑需要大量的时间。“有时候
赶赴现场可能要花40多分钟，现场处
理的时间可能不到10分钟。”陈昌政
说，对于车辆剐蹭等交通小事故的处
理，只要加以培训，每个民警都能胜任。

根据澄迈县公安局推行的“路长
制”工作要求，澄迈将全县划分为县城
片区、老城片区等6个片区，并确定实
施“路长制”路段162条。根据片区和
路段分布，分别设置总路长、副总路
长、一级路长、二级路长、路管员，共计
554名，共设置“路长制”公示牌486
块。总路长、副总路长全面负责“路长
制”工作，一级路长分片包干，二级路
长明确责任路段，路管员负责具体路
段。路管员由交管大队、乡镇辖区派
出所民警或辅警担任。

“通过这种管理模式，增加了乡镇
交通事故的处理力量。”陈昌政说，通
过每个月一次的全警业务培训，乡镇

派出所民警都具备处理一般事故的能
力。如遇到重大交通事故，乡镇派出
所民警可先抵达现场布控，然后等待
增援的交警来处理。

交警也要参与治安管理

今年春节期间，在澄迈华成路的
一家酒吧前发生一起打架斗殴事件。

“当晚，我协助金江派出所一名民警执
行完任务，刚好路过现场。”澄迈县交
警大队辅警蔡琼龙回忆说，他和民警
在对斗殴者实施控制时，一名青年男
子持刀窜到民警后方，蔡琼龙立刻大
呼民警鸣枪示警，持刀男子听到枪声
后被震慑住。随后，他和民警携手将
斗殴者和持刀男子制服。

“因为之前在跨警种业务培训课
上学习过相应的处理技能，所以我知
道当时的情景下民警必须鸣枪。”蔡琼
龙说，现在，他也掌握了普通的治安案

件处理方式。根据澄迈县公安局推行
的“路长制”工作要求，治安民警、特警
及辅警等均要求掌握基本交通事故处
理业务能力，交警及辅警也要掌握基
本治安案件处理业务能力。

陈昌政说，相比较乡村而言，由于
车辆密集，人口众多，县城内交警力量
相对充足，通过这种跨警种工作模式，
也增加了县城治安的力量。据了解，
自2018年1月澄迈县公安局推行“路
长制”工作以来，与上年相比，澄迈全
县街、路面治安警情下降45%，刑事
警情下降6.25%。

另一组数据，让陈昌政感到更高
兴。与2017年1月至10月相比，2018
年1月至10月，全县交通事故减少474
起，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8人，受伤
人数减少350人。“这组数据，得益于我
们推行的‘路长制’。”陈昌政说。

（本报金江3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见习记者 林曦
通讯员 于亚楠

“同志，现在是直行红灯，稍等下，
让老人们先过马路。”3月28日上午，
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四季康城小区
段的人行斑马线边，几名老人正在劝
导车辆礼让行人。

澄迈康乐美养老协会会长王艳梅
说，四季康城小区和对面的小区住的
大部分是“候鸟”老人，金马大道作为

进入澄迈县城金江镇的主要通道，过
往车辆非常多，车行速度也很快。即
使有红绿灯，老人们过马路还是小心
翼翼。为了解决老人安全过马路的问
题，协会组织了一个有80多名志愿者
的服务团队，而团队的成员也大多是

“候鸟”老人。在共青团澄迈县委的牵
线下，协会向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表达了由志愿者义务担任交通协管员
的意愿，每天上午8时至9时30分、下
午5时至6时，在四季康城小区前的

人行斑马线处维护交通秩序。
“考虑到老人们年纪都比较大，当时

也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同意了老人们
的做法。”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相关负
责人说。在征得主管部门的同意后，
2017年3月5日，首批值班的“候鸟”老
人“上岗”了。“为了确保每天都有人按时
上岗，我们还组建了“候鸟”老人交通协
管员志愿队微信群，每天晚上9点前就
在群里主动报名，然后确定好排班表。”
澄迈康乐美养老协会秘书长车宝芬说。

“每年除了6月至9月，‘候鸟’老人
大部分回北方的这段时间外，其余时间，
在这段斑马线上维持交通秩序的老人，
从来就没有缺席过。”车宝芬说，这些老
人年纪最大有80多岁，最小的也近60
岁。没有任何报酬，但是老人们甚至经
常因为没给他们排上班而生气。为此，
车宝芬不得不规定，每个老人一个月参
加值班的时间不得超过20天。

今年76岁的“候鸟”老人刘谨旭
说，除了义务当交通协管员，澄迈康

乐美养老协会每一个成员都是热心
肠，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2019
年年初，该协会组织的澄迈“夕阳红”
志愿服务队荣获2018年学雷锋志愿
服务“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澄
迈“夕阳红”志愿服务队还入选由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合组织评
选的2018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名单，海南仅两个志
愿者团队入选。

（本报金江3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宋祥达

在澄迈永发镇排坡村，今年30岁
的李明笔是个“传奇”。

个头不到1.6米高，只有一只眼
睛能看到东西，双腿无法弯曲，就是这
么一个小伙，不仅跟村里其他小伙一
样娶妻生子，而且依靠自己勤劳的双
手和澄迈县残疾人联合会的扶持，成
了当地有名的养猪大户。通过3年的
发展，李明笔的养猪场一年出栏量达
到300头，纯利润近15万元。

3月26日下午，李明笔走进养猪
场的猪舍内，拎着一小桶饲料给猪喂
食，100多头猪顿时“嗷嗷”地叫了起
来。“这些猪这个月就可以出栏了，猪
崽则养在另外一个单独的猪舍。”李明
笔笑着说，今年一共可以出栏3批猪，
加起来有300头，“今年猪的价格不
错，刨去各项成本，每头猪可以赚500
多元。今年如果顺利，纯利润可以达
到15万元，创业初期所欠的外债基本
可还清。”

2015年6月，李明笔从贵州某医

学院毕业，因身体残疾无法久站，李明
笔的就业路并不顺。在父亲李科和的
鼓励下，他决定回家养猪。小时候就
帮家里养过猪，加上自己是学医，李明
笔通过到大型养猪场学习两三个月
后，很快就掌握很多养猪的关键技术。

2015年年底，李科和从亲朋好友
那里借来10万元，帮李明笔盖了一个
猪舍，并买来一批小猪苗。到了2016
年下半年，李明笔的猪舍已经有100多
头可以出栏的生猪。“等待出栏的猪和
母猪、小猪崽关在一起，很容易得病，一
旦出现疫情，整个猪舍就垮了。”李明笔
说，当时处于创业初期，手头的资金非
常紧张，根本没有能力扩建猪舍。

2016年11月，《澄迈县残疾人保
障规定》出台，除了大幅度提升对该县
残疾人保障力度外，该规定每年拨付
140万元资金用于扶持一批就业年龄
段的残疾人发展生产。规定明确，通
过筛选和核查后，每年扶持一批残疾
家庭发展生产和创业，给予50户每户
每年5000元、20户每户每年20000
元、15户每户每年50000元的发展生

产资金。
“通过筛查、核实等步骤，李明笔

成为该政策出台后，2017年首批15
户获得50000元发展生产资金残疾
户之一。”澄迈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曾德英说，考虑到李明笔的猪舍规模
较大，当时资金非常紧缺，2018年，该
理事会再次加大了对李明笔的扶持力
度，连续两年一共给他发放了10万元
发展生产资金。

“我拿到第一笔50000元的发展
资金，自己又从外面借了一部分钱，很
快就扩建了一个单独猪舍。”李明笔
说，新建的猪舍和之前的猪舍规模一
样大，每个猪舍存栏量均可达到200
头。李明笔将一个猪舍用于存放待出
栏猪，另一个则用于抚育小猪崽。
2018年，随着养猪规模的扩大，养猪
场排污量也增加，相关排污设施必须
建设。

“我又厚着脸皮找到了澄迈县残
疾人联合会寻求帮助。”让李明笔没想
到的是，2018 年，他再次获得了
50000元的残疾人发展生产资金。有

了这笔资金，李明笔很快在养猪场旁
边建起了化肥池，并建设了相关的排
污设施。

“别小看这些资金，两次把我的养

猪场救活了。”李明笔说，现在他非常
自信，不仅娶到了心爱的姑娘，儿子也
出生了，生活也越来越美好了。

（本报金江3月28日电）

澄迈30岁的残疾人李明笔年养猪出栏300头，利润15万元

养猪小伙书写励志“传奇”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澄迈再添4家椰级景点
本报金江3月28日电（记者张期望 见习记

者林曦 通讯员于亚楠）近日，澄迈福丰约亭古镇
乡村旅游点、福山镇侯臣咖啡文化村被省旅文厅
批准为五椰级乡村旅游点，得一农耕社、红坎岭陶
艺园被批准为四椰级乡村旅游点，至此，澄迈全县
共有12家椰级乡村旅游点。

据了解，福丰约亭古镇乡村旅游点以福丰山
庄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封平约亭”独特的文化古迹
为特色，开展了观光、度假、休闲等多种体验活
动。侯臣咖啡文化村以咖啡文化为基础，打造了
山柚油体验馆，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进一步
对乡村旅游点加强管理，盘活更多农村闲置资源，打
造澄迈乡村旅游新样板，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澄迈县公安局大力推进“路长制”，警察可“跨界”处理交通事故和治安案件

“一警多能”开启城市管理新局面

没有任何报酬，只为守护行人安全

斑马线上的“候鸟”服务队

澄迈征集20组家庭

一起拉手“星星的孩子”
本报金江3月28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黄华师）3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特殊
教育学校获悉，澄迈县新闻办公室公开向社会征
集20组普通家庭，在4月2日世界自闭症关注日
下午，前往澄迈县特殊教育学校和22位自闭症同
学开展联谊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让自闭症儿童有机会
与同龄孩子进行正常社交活动。目前，共青团澄
迈县委、澄迈县第二小学、张宁青少年羽毛球（澄
迈）培训基地等多个爱心单位纷纷响应。为方便
普通家庭参与此次活动，张宁青少年羽毛球（澄
迈）培训基地开设了报名通道，在万泰体育城设置
报名点，发动普通家庭亲手制作或自备爱心礼
物。想参加此次活动的爱心家庭，可以致电
13907514416（林先生）联系。

自闭症，又被称为孤独症。由于患有自闭症
的孩子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像星星一样孤独，因
此他们还有一个童话般的称谓——“星星的孩
子”。据《中国自闭症教育服务行业发展状况报
告》显示，目前中国自闭症患者已超1000万，儿童
患者超200万。

澄迈奖励科技创新大赛获奖者
46名师生获奖25万余元

本报金江3月28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叶上荣）3月21日上午，澄迈举行2018年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颁奖大会，共计发放奖金255850
元，39名学生和7名辅导老师获得表彰。

据悉，2018年，澄迈县科协、教育局积极联合
组织该县在校青少年学生，参加国家及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等5项比赛，全县12所学校的39名学生
及25名辅导员共获得57项奖项。其中，学生获
得国家级一等奖9项，二等奖11项，三等奖8项；
省级一等奖8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5项；辅导老
师获得国家级优秀辅导员奖7项。

会上表示，今后，澄迈将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
年爱科学、学科学、追逐科技梦、创新梦，积极参加
各项比赛，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多次阻挠工程项目施工

澄迈打掉一恶势力团伙
本报金江3月28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王禹偲 张胜楠）近日，澄迈警方成功打掉一阻挠工
程项目正常施工的恶势力团伙，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48名，其中刑事拘留12名，行政拘留30名。

澄迈县积极推进省重点项目华盛水泥异地技
改项目建设，但自该项目开建以来，文玉村的文
楠村、玉堂村等村民小组干部煽动不明真相的村
民多次采取拦车、打砸等暴力方式阻拦项目施工，
导致项目停滞数月，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经济损失，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华盛水泥厂项目建设用地经县国土局确认、
县政府发文确权为国有土地。但村干部依然造谣
生事，意图将其占为己有。3月19日，在老城开
发区管委会、老城镇政府、永发镇政府的配合下，
澄迈县公安局共抓捕违法犯罪嫌疑人42名。经
深挖细审，专案组又陆续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
名。目前，林某成、王某发、陈某江等12名主要犯
罪嫌疑人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澄迈县公
安局依法刑事拘留；30名违法行为嫌疑人因扰乱
单位秩序被澄迈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目前，
该工程项目已恢复正常施工。

3月26日，李明笔在猪舍给猪投食。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果蔗丰收
甜了村民

3月27日，澄迈县金江
镇夏富村农民张运琼夫妇
在采收果蔗。据夏富村驻
村工作队队长梁蓓介绍，果
蔗是从台湾引进的品种，目
前夏富村一共种植了300
亩。今年，这300亩果蔗实
现亩产量2500根以上，亩
产值近万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