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椰林3月28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
记者陈思国 通讯员邓俊龙）每到冬季，气候宜人
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香水湾畔便吸引全国
各地的“候鸟”飞来。艺术展、诗会、音乐会、油
画培训等一场场活动接踵而至，国家一级美术师
李昂，原空政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
家接厚芳等“候鸟”人才走入陵水中小学、各乡
镇等地，民间文艺气氛活跃，也促进了陵水本土
文艺发展。

今年2月17日晚，“候鸟”人才歌颂陵水原创
歌曲征集活动颁奖仪式在陵水文化广场举办。该
活动自2018年4月起征集，鼓励陵水“候鸟”人才
开展原创音乐创作，从多角度挖掘陵水音乐艺术
资源，得到广大“候鸟”人才积极响应，共收到应征
作品60余首，反映了陵水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
的地域风情。

“陵水的热带山水风光很美，但本地的美术人
才还有所欠缺，希望通过帮携活动，为陵水本地文
艺发展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李昂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近年来他在陵水成立了美术名家工作室，还
多次走入各个乡镇开展美术培训。

此外，为陵水“候鸟”人才及本土人才创作提
供艺术交流平台，2018年11月28日，陵水美术
暨摄影协会创作基地在提蒙乡下旺村成立。李
昂、李有春等“候鸟”人才代表与本土美术、摄影
人才一起开展采风创作活动，用丹青妙笔描绘美
丽乡村风光，创作出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艺术作品。

陵水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陵
水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扎实推进人才强县建设，今
后将一如既往积极为艺术人才提供展示才华的舞
台，努力打造美术、摄影创作基地，谱写陵水文艺
事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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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特约记者 陈思国 通讯员 邓俊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雄……”3月27日上午，一曲《滚滚长
江东逝水》响彻陵水中学1925楼 6
楼会议室，女高音歌唱家、原空政文
工团国家一级演员接厚芳正在此为
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小学20余名音乐
教师进行音乐知识培训。

音乐培训让学员获益匪浅

“将声音往窄唱，往高唱，你可以
的。”现场，几位音乐教师进行独唱表
演，接厚芳耐心地一句句指点，一遍
遍示范。“能够得到接厚芳老师的指
导，我感到十分荣幸，也非常珍惜这
样的学习机会，努力提升自己的演唱
水平和专业能力。”陵水中学音乐教
师刘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18年 4月，在陵水县委组织

部推动下，接厚芳“候鸟”音乐名师工
作室在陵水成立。一年多时间里，接
厚芳为该县中小学音乐教师、音乐爱
好者、社区居民等开展了近百场音乐
教学活动，推动当地音乐事业发展。

对刘莎来说，3月31日将是难忘
的一天，因为她将登上一个梦寐已久
的专业舞台表演。当天，以“珍珠海
岸，园丁之声”为主题的接厚芳“候
鸟”音乐名师工作室师生音乐会，将
在陵水清水湾雅居乐海上艺术中心
上演。“这将是我第一次登上专业歌
剧院舞台，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这
几天，我不停地练习表演曲目，希望
当天能有出色的表现。”刘莎说。

包括刘莎在内的陵水30余名音
乐教师能够登上专业的歌剧院舞台
表演，主要归功于接厚芳。“这些音乐
教师，都是从专业院校毕业，有不错
的基础，但舞台表演经验比较少，我
希望能够为他们举办一场专业的音
乐会，增加他们参加大型演出的经
验，以演促学。”接厚芳说，为此，她与
雅居乐海上艺术中心负责人联系，并
得到了免费提供场地的支持。

据了解，3月31日这场音乐会精
心编排了20个音乐节目，涵盖了民
族、通俗、美声等唱法，既有独唱，又
有合唱，还有电声乐队等表演形式，
内容丰富多彩。“这是一个能够充分
展示陵水音乐教师风采的舞台，也是
音乐教师相互切磋、共同进步的平
台。”陵水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美术讲座挖掘本地人才

近年来，陵水充分发挥“候鸟”人
才传帮带作用，依托“候鸟”名家工作
室、“候鸟”人才基地、“候鸟”人才工
作服务站等平台，常态化组织“候鸟”
人才开展服务工作。这批“新陵水
人”逐渐融入当地生活，为陵水的艺
术教育、城市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
做出了贡献。

书画方面，陵水支持国家一级美
术师李昂成立“候鸟”美术名家工作
室，通过开设讲座、绘画指导、带队写
生等方式，指导当地美术人才，陵水
多名书画人才的作品已入选第五届
海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其中，指导

的一幅学生油画作品还入选了第二
届中国油画风景作品展（海南仅有两
幅）。上海张大千大风堂特聘书画师
时宏国多次义务举办篆刻知识讲座，
提升该县书法人才的篆刻技能水平。

不只是艺术文化，陵水的卫生医
疗事业也得到“候鸟”人才的鼎力支
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教
授、博士生导师石淑华时常为该县医
疗、教育系统人员开设讲座，深入浅
出讲解儿童保健学的理论知识。学
员们表示学有收获，受益匪浅，为实
际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家对于
我们的重视与热情，我很愿意为第二
故乡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推动陵水音
乐事业迈上新的台阶。”接厚芳说。
除了培训，接厚芳还积极参加该县举
办的文艺演出，元宵文艺晚会、陵水
中学校庆等活动中，总能听到她嘹亮
的歌声。

陵水真心换来“候鸟”真情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陵水

用心服务好“候鸟”人才，多措并举引
导他们服务陵水。“我们建立起优秀
人才联系机制，由县四套班子领导成
员每人联系1名至3名优秀人才，了
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和工作建议，及时
给予回应和解决。”陵水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杨振斌说，该县还建立起

“候鸟”人才依据实际贡献大小享受
到不同层次待遇的柔性用才机制，鼓
励他们通过提供决策咨询、送医送教
等方式获取奖励。

陵水用心、用情、用爱服务，换
来了“候鸟”人才的片片真情。

国家一级美术师李有春在生病
接受治疗期间仍坚持为学生开展义
务书法培训；河南长城书画院副院长
曹万庚写下“不想走，真的不想走”

“陵水真的成为了我牵挂的乡愁”等
动情诗句；以法制日报原主任编辑崔
伟明为代表的“候鸟”人才创作出了
《美丽陵水我的歌》等音乐作品。

据悉，目前，陵水人才库总量约
3.7万人，在现有高层次人才中，“候
鸟”人才占比达80%。

（本报椰林3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特约记者 陈国思 通讯员 邓俊龙

“提蒙乡40户贫困户求助，几十
万斤地瓜急需销售，请‘候鸟’朋友们
帮忙转发，让我们一起帮助贫困户。”
3月27日晚，陵水黎族自治县“候鸟”
扶贫小组微信群创建人、北京退休人
员曹康明在群里发出倡议，很快就得
到“候鸟”群体的积极响应。

这并不是曹康明第一次参与扶贫
活动。去年6月，当得知群英乡母付
村贫困户种植的芒果面临无人收购的
情况时，曹康明立即联系到当时帮农
户销售芒果的陵水电商从业者黄凌
燕，广泛发动亲戚朋友购买。

“从那次爱心帮‘芒’之后，曹大姐
就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我们经常一起
开展扶贫活动。”黄凌燕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曹康明常常与她一起下村了解
贫困户的种植情况和销售需求，积极
出谋划策帮农户拓宽销售渠道。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以曹康明

为代表的陵水“候鸟”群体，正在积极
助力当地的脱贫攻坚工作。

连日来，位于陵水动车站前的消
费扶贫体验店里十分热闹，准备返乡
的“候鸟”群体纷纷到这里购买芒果、
香蕉、地瓜等当地农产品，积极响应

“消费扶贫”号召。据统计，今年1月
至今，该消费扶贫体验店已累计销售
贫困户种植的地瓜约11万斤、香蕉约
5万斤、芒果约4万斤。

“我们组织发动陵水‘候鸟’群体
参与到消费扶贫活动中，通过‘一传
十，十传百’的影响力，提升陵水农产
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帮助农户
拓宽销售渠道。”陵水县委组织部常务
副部长王世阳说。

在曹康明看来，扶贫工作不仅仅
是要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还要
提升他们主动脱贫的志气，鼓励他
们靠自己的双手去脱贫致富。听说
提蒙乡高岭村贫困户王亚海想养鸡
赚钱，曹康明便出资1000余元帮助
他盖起鸡棚并购买鸡苗，她还邀请
黄凌燕加入帮扶队伍，日后帮助王
亚海销售。

“这两天小鸡出去院里习惯了

吗？玉米吃得好吗？”“海南迎来新一
轮降雨，还有冷空气来袭，要注意做好
小鸡的防雨保温工作。”……曹康明又
组建起一个帮扶王亚海的微信群，在
群里就能帮他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赏田园风光，买特色产品，尝农
家美味……提蒙乡下旺村鸭塘月色
农庄常常迎来“候鸟”群体观光。“陵
水县委组织部与提蒙乡人民政府一
起，在充分挖掘地方乡土风情、特色
农产品的基础上，精心打造下旺村
鸭塘月色、广郎村农家小院等乡村
休闲旅游点，并分批组织‘候鸟’群
体到这里旅游消费，为村民增加了
收入。”王世阳说，目前，已组织6批

“候鸟”群体到此开展乡村旅游活
动，为村民创收约5万元。

此外，该县还邀请贵州美协名誉
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李昂到下旺村
写生，用手中的画笔描绘陵水美丽乡
村风光；原空政文工团女高音歌唱家
接厚芳等“候鸟”人才还在此演唱、表
演旗袍秀、演奏葫芦丝，借助“候鸟”人
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宣传陵水美丽
乡村，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旅游消费。

（本报椰林3月28日电）

近日，“候鸟”老人在陵水富力候鸟人才服务
站开展书法创作活动，吸引多人观看。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通讯员 邓俊龙

“我感觉‘候鸟’这个称呼已
经不是特别贴切，因为我们已经
不仅仅把这里当成休息几个月的
地方，而是将清水湾当成了我们
自己的家。”3月28日，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清水湾“候鸟”党支部
内，该党支部书记于书今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清水湾“候鸟”党支部成立
于2017年 4月，让“候鸟”党员
有了一展所长的舞台。清水湾

“候鸟”党支部办公室并不大，除
了一张会议桌和几把椅子，最显
眼的便是红色党旗。谈起为何
要加入“候鸟”党支部，于书今仍
是满腔热情：“我2009年便入住
清水湾，早已是海南新居民，能
在晚年再为党做一些工作，我感
觉很有意义。”

“候鸟”党支部让“候鸟”党员
们在陵水有了组织，有了归属
感。“当时想不到来了100多名

‘候鸟’党员，几辆大巴车都坐满
了。通过参观陵水苏维埃政府旧
址，我们了解到陵水苏维埃红色
革命历史。”回忆起去年的一次党
组织活动，清水湾“候鸟”党支部
组织委员高振友说，参观结束后，
党员们重温了入党誓词，一声声
庄严的誓言，增强了该支部党员
的凝聚力。

今年2月23日，陵水香水湾
海滩上出现了一群忙碌的身影，
他们弯着身子、戴着手套、拎着各
种劳动工具在清理啤酒瓶、玻璃
渣等海滩垃圾。这是陵水富力

“候鸟”人才基地组织的一次海岸
清洁活动，也是该基地常态化开

展“美丽湾区从我做起，沙滩清洁
你我同行”主题公益活动的剪影。

自2017年 11月成立以来，
为营造整洁的海滩生态环境，陵
水富力“候鸟”人才基地呼吁“候
鸟”人才积极行动，加入到海洋环
境保护行动中来，从身边小事做
起，为保洁海滩出谋献策、亲力亲
为，助力陵水生态环境建设。

此外，陵水富力“候鸟”人才
基地在陵水县委组织部指导下
组建了19个社群协会，让具有
各类才能的“候鸟”人才能够各
展所长，特别是通过书画、音乐、
舞蹈等交流，助力陵水本地人才
成长。“同时富力‘候鸟’人才工
作站积极促进‘候鸟’人才与本
土人才的深度交流，为陵水的发
展提供更加多元、强劲、持久的
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该基地
相关负责人介绍。

成立“候鸟”党支部、“候鸟”
人才工作站后，“候鸟”人才有了
更为通畅的渠道为陵水的发展建
言献策。“我们党支部十分关心陵
水的发展，有建议和意见都会及
时向县里反映，我们的建议也得
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派工作
人员下来调研，及时给我们反
馈。”于书今说道。

陵水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候鸟”党员、“候鸟”人
才有层次高、专业性强、群体大
的特点，近年来，陵水为充分发
挥“候鸟”人才传帮带作用，依托

“候鸟”党支部、“候鸟”人才基
地、“候鸟”人才工作站等平台，
常态化组织“候鸟”人才开展服
务工作，打造令他们各展所长的
舞台，使“候鸟”人才逐渐融入了
陵水的发展。

（本报椰林3月28日电）

陵水近期将发出首批
人才梧桐树卡（金卡）31张

本报椰林3月28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 通讯员邓俊龙）海南日报记者3月28
日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组织部获悉，陵水近期
将发出首批人才梧桐树卡（金卡）31张，根据《“陵
水人才梧桐树卡”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本次获发
卡的31名“候鸟”人才凭卡可享受创新创业、信用
贷款、休闲服务、食宿优惠等12项优惠政策。

近年来，陵水先后出台《陵水黎族自治县关于
充分发挥“候鸟型”人才作用的办法（试行）》《“陵
水人才梧桐树卡”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按
照“以服务换取积分，用积分享受服务”模式，完善
了根据“候鸟”人才实际贡献大小享受不同层次待
遇的柔性用才机制。鼓励“候鸟”人才通过提供决
策咨询、兼职讲学、科技合作、支教送医等灵活方
式获得应有的薪资待遇，并获取积分，获得“陵水
人才梧桐树卡”。

此外，陵水通过“候鸟”人才“借智工程”组建
了县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吸纳了来自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
单位的31名在能源与环境、经济、公共管理等专
业领域具有较深造诣和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
为县委、县政府决策把脉献策。

据悉，本次31张人才梧桐树卡（金卡）将全部
发放给该县县委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

陵水举办托幼机构
卫生保健共同体培训班

本报椰林3月28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3月26日，为期3天的2019年陵水黎
族自治县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共同体培训班结业。
本次培训班由“候鸟”人才、国内知名专家石淑华、
刘国艳等人授课，陵水全县各托幼机构负责人、卫
生保健员、各乡镇卫生院儿保项目负责人等近
200名学员参加学习。

培训班上，石淑华、刘国艳等专家分别就学
龄前儿童早期发展解读、从语言获得理论到家
庭语言教育实践、托幼机构卫生保健评估与管
理、托幼机构如何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等课题进
行讲解。

“此次活动旨在规范办园行为，提升办学质
量，提高托幼机构相关人员保健服务能力，切实保
障儿童身心健康，促进陵水学前教育可持续发
展。”陵水县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培训，将
有效促进托幼机构相关人员对托幼机构卫生保健
工作的认识，为保障广大幼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奠定坚实基础。

稳步推进“候鸟”党支部、人才工作站建设

陵水为“候鸟”人才
搭建施展才华舞台

陵水用心用情用爱服务，换来“候鸟”人才真情拥抱

“候鸟”栖陵水“余热”助发展

北京退休人员曹康明助力陵水脱贫攻坚

创建微信群帮农户卖农产品

3月27日上午，在陵水
中学1925楼6楼会议室，女
高音歌唱家、原空政文工团
国家一级演员接厚芳（左）对
陵水黎族自治县20余名中
小学音乐教师进行音乐专业
知识培训。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
者 陈思国 摄

接厚芳“候鸟”音乐名师
工作室音乐培训班开讲

“候鸟”带活陵水本土文艺

曹
康
明
（
左
一
）
在
陵
水
与
﹃
候
鸟
﹄
老
人
一

起
参
观
提
蒙
乡
广
郎
村
。

曹
康
明

供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