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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天涯巨变

广告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

清晨，阳光穿透母瑞山的云层普
照大地，海垦母瑞山农场公司母瑞七
队82岁的退休职工韩秀英走出自家
的小楼，来到一路之隔的母瑞山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前广场上走一圈。

“这里曾是琼崖革命根据地，保
存了革命火种的地方，我们一直为
此骄傲和自豪。”韩秀英个子矮小，但
是精神抖擞，语气铿锵有力。她从
1961年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
开。

从茅草房，到瓦房、平房，到如今
鳞次栉比的小洋楼，从披荆斩棘开荒
种橡胶，到如今家家办起民宿吃上旅
游饭，韩秀英见证了这片热土的变迁。

曾守着“红土地”过苦日子

韩秀英老家在文昌，父亲早年下
南洋，母亲生下她后不久便离世，是
姨妈将她养大成人。1961年，她经
人介绍嫁到中瑞农场（母瑞山农场公
司的前身）。

中瑞农场建于1952年，韩秀英
到来时，这里条件依然非常艰苦。“结
婚后还住在低矮的茅草房里，吃的是
地瓜粥，拌一点盐巴。”韩秀英回忆，
当时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做饭，
吃过早饭后提着午饭就进山开荒，直
到傍晚才回来，“别看我个子小，干活
脚轻手快，挖橡胶坑比别人快着呢”。

“当时激励着我们的是前辈的革
命精神。”韩秀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中瑞农场的首任场长是一名琼崖老
兵，解放海南岛后，这位场长被编入
海南农垦，是他带领着一队人乘船沿
着南渡江逆流而上，再翻山越岭来到
了这里，建起了中瑞农场，而他之所
以找到这里，是因为曾是琼崖老兵的
他，在这片土地上坚持了多年的革命
斗争。海南农垦人延续了革命的火
种，把深山丛林开辟成了万亩胶林。

1996年，母瑞山红色旅游景区
正式落成。景区有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以及琼崖特委、琼崖特委
“四大”会议、红军军械厂、红军军政
学校、红军医院等革命遗址。2005
年该景区被确定为全国100个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然而，景区旁边的母瑞七队，因
为临近场部，土地较少，加上近年来
橡胶价格低迷，胶工收入低，200多
人的生产队，贫困家庭占总户数一
半。韩秀英和大儿子一家，靠远在广
州做生意的小儿子接济。生产队里
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前两年的常
住人口甚至不到50人。

美丽乡村建设迎来发展契机

身为革命老区的生产连队，又为
国家的橡胶事业作出过贡献，如今却
守着红色资源过穷日子。随着新一
轮农垦改革的深入推进，垦区集团
化、农场企业化完成，海垦控股集团
谋划将这片热土打造成为红色旅游、
培训基地、美丽乡村“三位一体”的红
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母瑞七队美
丽乡村项目率先于2017年底动工。

“职工们都想不到，住了几十年

的小平房、小瓦房，被推倒要盖楼房，
母瑞山农场公司拿效果图给我们看，
像城里的双拼别墅，大家一片欢
呼。”57岁的曾庆雄是韩秀英大大儿
子，前两年下岗了，他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一开始大家喜出望外，但是听
到要支付22万元，很多职工又面露
难色。

职工周敦意说，原来一家5口挤
在3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天花板钢
筋裸露，厨房都在屋后用铁皮搭建，
孩子逢年过节回来，只能用一条帘子
拉起来隔开，有的人家儿子带着女朋
友回来，只能去招待所住。

“没想到公司想到了大家难处，每
户房子里，都设置了2个房间作为民
宿，作为母瑞山红色革命教育培训基
地培训学员的宿舍，学员还在职工家
交伙食费与职工一同吃饭，如此，职工
只需要缴纳8万元首付，剩余房款从民
宿收入中扣除。”周敦意高兴地说。

今年春节前，49户居民回迁入住
新房，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过大年。令
大家想不到的是，母瑞七队的名气越
来越响，嗅觉灵敏的驴友闻讯结队而
来，在职工家入住和吃饭，到附近山

林里探险，成为职工们新的增收点。

职工们有了获得感和幸福感

1990年在母瑞七队出生的“垦
三代”王忠强，近年继入住新房、娶媳
妇之后，他即将迎来又一件人生大
事：为人父。他的媳妇是陵水新村镇
人，海边媳妇嫁到山里，是母瑞山近
20年都没有的事。

6月13日，王忠强刚送完一批培
训学员，打扫完房间后，他带领海南日
报记者参观了新房。楼下2间卧室，
楼上3间卧室，其中2间作为民宿客
房，楼上楼下有2个洗手间；电视、电
话、空调、洗衣机等设施一应俱全。“在
外打工7年，还跑过广州打工，如今咱
这生活让我以前的同事都羡慕。”说着
他打开手机的微信朋友圈，让海南日
报记者看他在朋友圈为母瑞七队作的
旅游推广。

海南省委党校“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教研基地”已经在纪念园挂牌成
立，在此培训的学员将参加“三同”活
动，即在母瑞七队职工家同吃、同住、
同劳动。49户居民的民宿收入有了

一定的保障。从3月20日至今，母瑞
七队职工一共接待了10批培训班学
员，将近600人次，共收入11万元。

“乡村振兴绝不是简单地修一条
路，改造一座民居。”母瑞山农场公司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莫圣森说，公
司将充分利用红色资源、革命老区的
影响力，推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乡
村振兴计划，让母瑞山成为都市人接
受红色教育、体验乡村生活、野外体
验探险的好去处，让更多的职工增
收、企业增效。

母瑞七队变了！原先，房前屋后
木柴乱堆，男人光着膀子到处走，矿
泉水瓶随处扔；而今，人们看见垃圾
自觉捡；房前屋后种花草，每天自觉
打扫屋里屋外卫生。“我们也在不断
变好。”王忠强为了更好地经营自家
民宿，给客人提供更好的体验，学习
炒菜、与人沟通的技巧……

傍晚，母瑞七队的小广场热闹起
来了，音乐响起来，跳舞的人越来越
多。韩秀英笑呵呵地推着婴儿车带着
曾孙来到广场前凑热闹，她说：“艰辛
大半生，如今生活在这里，很幸福！”

（本报定城6月20日电）

从茅草房到小洋楼，从种橡胶到开民宿，依托红色旅游资源让职工吃上旅游饭

母瑞七队见证热土变迁

涉嫌贪污罪、诈骗罪

省农垦广坝医院原院长
刘大斌被起诉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6月13日，海南省农垦
广坝医院原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刘大斌涉嫌贪污
罪、诈骗罪一案，由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东方
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刘大斌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刘
大斌，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东方市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大斌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虚增采购药品，骗取
国有财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参与并指使他人通
过伪造医疗文书、变更药品名称、用量等方式，骗
取医疗保险基金，应当以贪污罪、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海口“托举哥”获阿里
“天天正能量”二等奖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计思佳）6月20
日，经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平台评选，海口“托
举哥”韦杰获评第293期“天天正能量”的二等奖，
并获得奖金5000元。

6月15日，《海南日报》5版《海口“托举哥”你
救人的身影真美！》一文报道了6月14日，家住海
口市一小区8栋2楼的3岁多男孩因贪玩爬上窗
户护栏，一不小心脖子被卡在防盗网上。紧急关
头，路过的同小区居民韦杰爬上一楼防护网，用大
腿将男孩稳稳托住，时间长达10多分钟。

阿里“天天正能量”颁奖词写道：3岁男孩命悬
一线，幸亏好心邻居挺身相助。报警、托举、安抚，
暖心的付出诠释了邻里间的温情。脚踩窗外，手抓
窗栏，救人的危险也让人捏了一把汗。为有勇有谋
的好心邻居点赞！愿每一次意外，都能化险为夷。
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都能收获更多平安。

“报道见报后，周围很多亲戚朋友都打电话过
来询问。最让我欣慰的是，上六年级的儿子听说
我救人的事，说我很勇敢，为我感到骄傲！我这次
也算是为孩子作出了好榜样。”韦杰说。

据了解，阿里“天天正能量”是一个专注于奖
励凡人善举的知名公益平台，由阿里巴巴集团联
合全国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投入公益金
5400多万元，迄今已在全国奖励了6200多人。

维护党纪政务处分决定的严肃性

白沙“三举措”确保
处分决定执行到位

本报牙叉6月20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杨晓琳）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纪政务处分决定
执行工作，确保处分决定执行不打“白条”，不走过
场，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通过“三举措”创新
升级和做深做细处分决定执行工作，切实维护党
纪政务处分决定的严肃性。

据介绍，“三举措”其一是针对不少基层党组
织存在处分宣布工作简单化，甚至作出处分决定
后便束之高阁的现象，白沙纪委监委探索扩大处
分决定公开宣布范围，坚持在重点发案单位党支
部扩大会议上宣布处分决定，抓实警示教育，达到

“处分一个人，红脸出汗一群人”的效果，将处分决
定从“一张纸”变成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其次，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编制“菜单式”模板，
系统地对全县党纪政务处分决定执行工作进行全
面、明确、具体的规范，明确告知被处分人所受处分
的惩戒或影响期限及惩戒或影响期限内的工资调
整、年度考核和职务变动等内容。

其三是统筹兼顾关心关爱工作，解决监督执
纪问责“最后一公里”。今年5月，白沙印发了《加
强对受党纪政务处分（组织处理）人员教育管理和
关心关爱工作办法》，明确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
机关共同开展对受处分人员关心关爱工作，规范
关心关爱工作程序等内容，将“两个责任”做了明
确划分，进一步巩固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的
正向工作成果。

■ 本报记者 李磊

建在村民房前屋后的小型污水处
理设施中的植被郁郁葱葱，俨然一个个

“小湿地公园”，村民洗菜、洗澡、如厕等
生活产生的污水在此经过处理后，变
成清澈的水，从一旁的管道流出。

6月20日，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西庆带
领下，前往海口市开展2019年海南环

保世纪行活动。当天上午，当检查组
来到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道育村，这
种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吸引了检查组成
员的注意。

据悉，这种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采
取“分户污水处理+排水暗沟自流+生
态植草沟”的治理模式，居民生活污水
排入这种小型污水处理站后，经过厌
氧反应和沉淀处理后，再进入各种植
物组成的人工湿地，通过植物根部吸
收，使水质达到排放标准，处理后的水
可以用来灌溉、浇花等。

“海口市每个村庄位置、分布、人

口密度情况各不相同，周边环境、用地
选址及尾水排放受纳水体情况也各不
一样，因此需要针对各个村庄自身的特
点，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收集处理模
式。”海口市副市长文斌介绍，目前，海
口市采取的农村污水治理工艺由原来
的“管网+一体化设施”的集中治理模
式，调整为村庄集中处理、分散处理模
式、纳入城镇排水管网处理模式、“大集
中+小分散”处理模式4种处理模式。

而道育村这种每家每户建设小型
人工湿地式污水处理设施的模式，就
是充分考虑了当地的实际情况。据了

解，该村共有202户1107人，单位人
均综合用水量约为100升每天。该村
原方案采取集中处理模式，需建设
3925米管道和一座处理能力为80立
方米/天的污水处理站，投资估算910
万元，但道培村所在的石山地区遍布
火山岩，地表开挖困难，经过专家建
议，改用分户处理模式，需建设1010
米长的管道和202座分户污水处理设
备，投资也降至721万元。

文斌介绍，在开展农村污水治理
中，海口市除了根据各村不同情况分
类施策外，还邀请了生态环境部规划院

专家作为海口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家团队，从管理制度、实施方案、技术审
查、项目验收、经验总结等方面为海口
市农村污水治理项目提供技术服务。
此外，为确保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建设、
运营有效衔接，海口市将海口市水务集
团定为农村污水治理代建和运管单位，
全程负责农村生活污水项目的设计建
设、运行和管理，同时建立了全市农村
污水云平台和数据中心，实时掌握设备
运行及故障情况，确保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建成后平稳有效运行。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海南环保世纪行

海口市结合村庄自身特点，因地制宜采用不同污水处理模式

“一村一策”破解治污难

凭借红色旅游资源，母瑞七队的职工们都吃
上了旅游饭。图为母瑞山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母瑞七队建起琼北民居风格楼房。 通讯员 许凯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