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陈超

“以后澄迈的孩子不用去
外地，在家门口就能就读名校
了！”日前，在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活动中，澄迈海南中
学美伦校区项目的签约引起关
注，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的
居民吴少华得知这一消息后，
非常高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澄迈
县委、县政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将政策、规划、资金等不断
向教育倾斜，吸引了一批优质
教育项目落地澄迈。近一年
来，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
学、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北
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澄迈外国语
学校、海南力迈中美（国际）学校
等一批优质名校项目先后开工
建设。一个教育高地正在澄迈
这片投资创业的热土上迅速崛
起，令人期待和瞩目。

■■■■■ ■■■■■ ■■■■■

澄迈新发展 2019年5月2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A08

澄迈动态澄迈聚焦·教育

第十七届海南澄迈
盈滨龙水节6月3日开幕

本报金江5月23日电 （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王曼专）海南日报记者5月23日从澄迈县政
府获悉，第十七届海南澄迈盈滨龙水节将于6月
3日至6月7日举行。目前有关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筹备当中。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盈滨龙水节在澄迈已成功举办了16届，经过16
年的精心打造，已成为澄迈挖掘历史民俗文化，以
文化活动激活旅游商贸，带动招商引资，提升澄迈
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文化活动品牌。

今年活动主题为“富硒福地 长寿澄迈”。为
办好此次活动，澄迈制定出台了《第十七届海南
澄迈盈滨龙水节活动总体方案》，要求各级各部
门提前谋划，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活动
圆满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盈滨龙水节整合了
“2019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海南·澄迈站）”“2019
年第八届中国福山杯国际咖啡师冠军赛”两项赛
事活动。其中，国际咖啡师冠军赛主题为“福山竞
技 咖香五大洲”，该赛事旨在打造最高端世界咖
啡赛事平台，提高中国咖啡从业人员技艺水平，推
动中国咖啡和国际接轨。届时，将有来自哥伦比
亚、厄瓜多尔、德国、澳大利亚、丹麦、波兰、瑞士、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24名选手参赛。

澄迈印发近3万册信访举报手册

群众信访举报有指南
本报金江5月23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吴珊）“这本手册就是好！现在我们都知道去哪反
映问题、怎么反映问题了！”近日，澄迈县加乐镇一
名办事群众在便民服务中心翻看《我们之间——
澄迈纪委监委在你身边》信访举报宣传手册后，发
出这样的感叹。

为加强对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宣传力
度，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反映问题，澄迈县纪委监
委印制发放了近3万册《我们之间——澄迈纪委
监委在你身边》信访举报宣传手册，以通俗易
懂、图文并茂的方式，向群众介绍了纪检监察机
关信访举报受理范围、信访举报方式、信访件处
理程序、常见非受理范围信访事项及其受理部门
等信息，为群众提供信访服务指南。同时，还公
布了县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举报网站的二
维码链接、各镇纪委信访举报电话，引导群众方
便快捷、依法有序进行信访举报，让群众真真切
切感受到纪委监委就在身边。

“阿婶，我们是镇纪委的，这是信访举报的宣
传手册，有什么问题欢迎来信、来电、来访向我
们反映。”在老城镇，镇纪检监察干部走街串巷，
进村入户，将宣传手册发放到群众家中，面对面
向群众普及信访举报知识，为群众答疑释惑，赢
得好评。

澄迈严厉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

守好群众“治病钱”
本报金江5月23日电 （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于亚楠）日前，澄迈县召开深入开展打击欺诈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动动员部署大会，发布行
动方案，要求各医疗机构要树立大局意识，增强
打击欺诈骗保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扎实开展专
项整治。

据悉，澄迈将在实现对定点医疗机构全面覆
盖的基础上，采取突击检查、不定时抽查、专项
检查等方式，扎实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严厉
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同时，强化日常监督，多措
并举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加强宣传培训工作，充
分发挥社会舆论导向功能；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夯实医保工作基础。

会上，澄迈县委、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以及县医
保局全体干部职工集中观看了媒体曝光的骗取医
保视频。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基金
是群众的“治病钱”“救命钱”，打击欺诈骗保工作
任重道远，要“严”字当头，对违法违规行为不掩
饰、不回避、不推诿、不护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推动各医疗机构开展行业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
坚决维护好医保基金安全。

澄迈举办干部大讲堂

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素质
本报金江5月23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张仁圣）日前，澄迈县举办干部大讲堂，邀请上海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全弟作题为《新时期干
部五项修炼与素质养成》的专题讲座，澄迈县四套
领导班子成员、法检“两长”，以及老城经济开发
区、县琼台基地办省管干部参加学习。

讲座中，张全弟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和实际工作，全面分析了干部修炼
与素质养成的现实需要、基本要求，指明了干
部修炼与素质养成的五条“修炼”路径和具体
方法，教育和告诫大家要培育定力、勇于担当、
讲求规矩、保持干净，努力达到德才兼备；通过
五个“修炼”来加强修身养性，提高工作能力和
水平。

澄迈县委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注重理论武装、党性锻炼、知识储
备、能力提升、修身养性等五个“修炼”，不断提
升自身综合素质，更好地在工作岗位中作出贡
献，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有所作为。

澄迈将政策、规划、资金等不断向教育倾斜，引进一批优质教育项目

名校项目频落地 教育高地正崛起
“企业和人才到一个地方，一定

会问‘你们那里有好学校吗？’”澄迈
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随着澄迈经济社会发展，园
区大量人才聚集，他们扎根这片热土
创新创业的同时，也在考虑子女的教
育问题，该片区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
乏的问题日益凸显。

针对这一问题，几年前，澄迈在
用地紧张的情况下，仍为教育发展预
留了建设用地。位于老城经济开发

区北二环路南侧一块130多亩的土
地，早在2016年时就已规划好准备
建一所学校。

可是，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这
是一个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澄迈县
教育局局长林旭坦言，澄迈基础教育
资源底子薄，打造教育“高地”，必须借
力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大力引进优秀
师资团队和先进的办学模式和理念。

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大
力支持下，澄迈县“敲开了”华东师范

大学的大门。2017年8月，华东师范
大学副校长兼基础教育集团主任戴
立益带队到澄迈考察。澄迈县县长
司迺超代表县委、县政府表态，希望
通过合作办学创办澄迈教育新品牌。

之后，为表示合作诚意，澄迈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周领军又多次带队
赴上海沟通。据负责与华东师范大学
校方联系的澄迈县思源高中副校长姜
童回忆，从2017年8月至2019年1
月，他们先后往返上海10余趟。

功夫不负有心人。澄迈的真诚
终于赢得对方的信赖，今年1月30
日，在省政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
的见证下，澄迈县政府与华东师范大
学正式签约。根据协议，华东师范大
学澄迈实验中学由华东师范大学面
向全国招聘校长并指导组建管理团
队，学校计划办学规模为80个教学
班，为公立完全中学；今年9月开学，
计划招生520人，其中，高一年级合
作办学实验班面向全省招生。

筑巢引凤 引进优质项目

本报金江5月23日电（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叶上荣）京胡声清脆明
亮，古筝曲悠扬婉转、太极拳行云流
水、篆香表演优美流畅……5月19日
上午，澄迈县2019年“中国旅游日”乡
村旅游品牌推介活动在澄迈县福丰约
亭古镇举行。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
面的“武乐会”在大榕树下上演，吸引
了众多市民游客围观。

活用传统文化，融合武术、音乐两
种不同形式的传统文化，让游客在欣
赏乡村风光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是澄迈丰富乡村旅游内涵的一次
探索。“武乐会”巡演欢乐游活动还将

走进澄迈多个乡村。主办方还计划借
“武乐会”开展研学活动，为当地的乡
村旅游注入更多活力。

“武术+音乐”融合的艺术尝试

当天上午10时30分，“武乐会”
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登场的是海南天
涯琴社负责人陈明建和太极拳师傅王
买江。陈明建为大家带来的是京剧梅
派代表作品《夜深沉》。他端坐在椅子
上，将京胡立在胸前，娴熟地拉动琴
杆，清脆明亮的音乐从琴弦“飘扬”而
出，时而欢快悠扬、时而婉转缠绵。与

此同时，王买江身着飘逸的武术服，一
套太极拳打得柔中带刚、行云流水，博
得阵阵喝彩和掌声。

紧接着是古琴演奏和香道表演。
4位身着汉服、挽着发髻的佳人款款上
前，纤指轻拨，弹指间，琴韵安静悠
远。一旁，香气氤氲，来自澄迈加乐镇
效古村的香艺师张秀左手执香炉，右
手取工具，压香灰、用香模制香、点香、
闻香……一道道工序一气呵成。整个
篆香表演优美流畅，令人赞叹。

活动主办方海南村里吧吧实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和山介绍，武术和音
乐是各具特色的艺术表演形式。此次

“武乐会”尝试将两者相融合，用一种
全新的方式让市民游客在体验自然之
美的同时，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借力传统文化打造游学项目

风光秀丽、特色资源丰富是海南许
多农村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但如何
让各地乡村旅游更具特色，赋予其更多
文化内涵是各地需要思考、探索的。

王和山介绍，该公司已和澄迈的多
个乡村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帮助各
村进行农业品营销，推介乡村旅游，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在，我们希望依托

澄迈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优势和丰富
多元的旅游产品，发展游学项目。”

此次“武乐会”是巡演活动的首次
尝试。接下来，“武乐会”还会走进澄
迈更多村庄，通过开展武术、国乐、国
学表演和学习等方式，培养孩子们对
中国传统音乐、武术的兴趣，帮助他们
掌握基本入门技巧。

“研学旅行是当下热点，我们希望
把‘武乐会’办成澄迈具有品牌效应的
研学活动，既让孩子们在乡村田野间
挣脱束缚、释放天性，学习传统文化，
也为当地的乡村旅游注入更多活力。”
王和山说。

澄迈举行“武乐会”巡演活动，计划打造游学项目，为乡村旅游注入更多活力

活用传统文化 丰富乡村游内涵

本报金江5月23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陈超）为加快推进澄
迈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均衡发展，
澄迈县政府日前出台了《澄迈县优
先发展教育的实施意见（试行）》（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将在规划、政
策、资金等方面向教育倾斜，着力办
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意见》提出，澄迈将把教育事业

优先发展融入到加快改革振兴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科学编
制教育发展专项规划，做到工作布局
优先列入、事业发展优先排序、规划
建设优先安排、财政投入优先保证、
教师待遇优先落实、政策环境优先保
障，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率先发
展，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澄迈将加
强与上海、江苏等教育先进发达地区
交流与合作，深化合作办学，引进省
内外优秀团队进驻澄迈指导，创新课
堂教学和学校管理模式，不断优化教
育资源配置。

在提升师资素质方面，澄迈县建
立了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
统筹配置机制和跨区域调整机制，让

教师从富足地区向紧缺地区调剂、从
超编学校向缺编学校调剂；同时，开
展“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程，着力
提高乡村及偏远地区教师待遇，提升
教师队伍活力。

在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方面，澄
迈将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步伐，争取
2019年完成文儒坡尾幼儿园、加乐
中心第二幼儿园、永发中心第二幼儿

园、金江中心第二幼儿园、瑞溪中心
第二幼儿园、老城中心第三幼儿园、
福山中心第二幼儿园等7所公办幼
儿园的建设，率先在全省实现平均每
个镇至少3所公办幼儿园的目标。
同时，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
持，提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比重，
以保障农村儿童“方便入园、就近入
园”的需求。

澄迈出台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意见

提高教师待遇 办更多优质学校

下大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同
时，学校的建设也没有停滞，在华东
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项目正式签
约的时候，学校主体的建设已基本完
成，后期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指导下，
澄迈进一步对校园环境进行了优化。

与此同时，学校管理团队组建及

教师招聘工作也在推进中。姜童介
绍，目前，澄迈县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的部分新教师已经在华师大二附中
进行第一轮集中强化培训，7月将在
澄迈县进行第二轮集中培训，“确保
学校今年9月如期开学！”

好消息接踵而至。5月18日，

澄迈县政府、海南中学、海南省教育
厅三方签署合作办学协议，拟充分利
用海南中学优质教育资源，创办海南
中学美伦校区，着力解决各类高层次
人才和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周边群
众子女就近入学问题。

“项目计划总投资4.3亿元，占

地面积约350亩，学校性质为国有公
办完全中学，计划2021年5月前建
成，预计将增加3300个优质学位。”
林旭说，得益于对教育事业真金白银
的投入，未来几年，在优质合作办学
项目的辐射带动下，澄迈整体教育教
学水平将有大幅提升。

加快建设 带动整体教育水平提升

优化布局 教育资源共享

近年来，随着营商环境的不断优
化，澄迈社会投资“洼地”效应逐年显
现，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北京外
国语大学附属澄迈外国语学校、海南
力迈中美（国际）学校等一批社会投
资兴办的优质学校也在澄迈落地。

其中，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
位于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的海南
生态智慧新城，由海南生态软件园
投资近 20 亿元建设，与北京市十

一学校进行战略合作，学校涵盖小
学至高中 12个年级，将新增 2500
个学位，计划今秋 9 月开学。日
前，该校举行招生咨询发布会，场
场座无虚席。

作为我省首个被授予“海南省
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实验校”的学校，
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被寄予厚
望。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表示，我省
将以该校为试点，探索实施基础教育

领域教学、育人、引才等方面的改革
创新，为海南乃至全国基础教育创新
发展提供生动案例。

此外，位于澄迈老城经济开发
区四季康城二期内的海南力迈中美
（国际）学校已经建成试运营，国际
化课程和新颖的教学模式深受家长
好评。校长王正俊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北京力迈集团看好海南建设自
贸区、自贸港的发展前景，第一时间

在海南落地建设新校区，希望为海
南国际化发展培养更多外语人才，
同时提高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已经融入
澄迈县加快改革、促进振兴的社会
实践中。我们期待着，这里将来有
更大的发展潜力！我们现在的努
力，是为将来的发展积攒后劲。”周
领军表示。

（本报金江5月23日电）

拟充分利用海南中学优质
教育资源，着力解决各类高层次
人才和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周
边群众子女就近入学问题。

海南中学美伦校区
国有公办完全中学

项目计划总投资4.3亿元
占地面积约350亩

计划2021年5月前建成

预计将增加3300个优质学位

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

公立完全中学

计划办学规模为80个教学班

今年9月开学

计划招生520人

（包括初一、高一年级）
其中，高一年级合作办学实

验班面向全省招生

海南力迈中美（国际）学校国际化课程和外语课堂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图为外籍教师维克多在用英文上足球课。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