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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晨霭笼罩着溪面，刚栽种的红树
上满是露水。

这里是海口市鸭尾溪。7月21
日，溪边的小广场上，七八位老人舞
起了太极扇。随着音乐飘荡的晨霭，
让在溪边晨练的人若隐若现。一阵
微风吹过，洒向溪面的朝阳被折射后
向四周散去，开始唤醒海口这座沉睡
了一夜的城市。

“现在的鸭尾溪，比我童年时代
见到的更美了。”从7月开始，今年67
岁的退休老人陈秀梅，和她妹妹陈秀

英以及几位好友每天都到这个小广
场上锻炼。

鸭尾溪，这条曾经以黑臭闻名的
2.1公里长的小溪流，在海口治水工
作这把“整容手术刀”下，迅速变回她
少女的模样，给周边市民带来一连串
的惊喜。因出嫁和工作而分开居住
的陈秀梅姐妹俩如今又聚首在了鸭
尾溪，仿佛重回童年时代。

音乐暂停，陈秀梅姐妹俩坐在溪
边长凳上休息。

“鸭尾溪的臭，曾让我伤心难
过。”生于鸭尾溪边，长于鸭尾溪边，
工作后依旧没有离开鸭尾溪的陈秀

梅，对鸭尾溪有着独特的感情。鸭尾
溪曾经是住建部和原环保部公布的
重度黑臭水体之一，多年难以根治，
多次被媒体曝光。对此，陈秀梅也感
到很无奈。

惊喜不期而至，那是在2016年下
半年。“原来往河里排污的一些管口，
一夜之间不再淌黑水了。”没过多久，
陈秀梅发现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旁边紧
挨着鸭尾溪的一块空地上，一座净水
站开始动工建设。当年9月，鸭尾溪内
开进了十几台挖掘机，溪道内的淤泥
被一车车清运走。当年年底，鸭尾溪
开始变得清澈，臭味逐渐消失。

带给陈秀梅这个惊喜的，是鸭尾
溪控源截污工程的实施。

为了彻底治理好鸭尾溪，海口水
务部门堵住了每一个往溪里乱排乱放
的排污管口。被堵住的污水则输送至
污水处理厂或净水站处理。为了让溪
道更干净，负责鸭尾溪水体治理的葛
洲坝海口水治理公司从溪道内清除了
14.5万立方米淤泥。2017年底，鸭尾
溪告别了黑臭水体，水质达到了地表
水Ⅴ类标准。

如今的鸭尾溪，2.5万株红树傍
水而生，在溪道内组成错落有致的树
岛链，1.2公里长的慢行栈道成为周

边居民亲水的好去处。只要一低头，
总能见到成群的鱼儿在水底游动。
白色的鹭鸟掠过水面低飞而去，给这
条位于城区中的溪流添了许多诗情
画意。

音乐再次响起，姐妹俩和其他同
伴随之舞动起手中的太极扇。姐妹
再次聚首，是鸭尾溪送给陈秀梅的第
二个惊喜。

陈秀梅姐妹俩出生在鸭尾溪
边。长大后，陈秀英嫁到海口府城地
区，陈秀梅则依旧住在鸭尾溪边。退
休后，两个都爱健身且感情要好的姐
妹，很希望能天天在一起锻炼。为
此，陈秀英曾建议陈秀梅到美舍河边
的丁村租房住，因为妹妹家旁边的美
舍河在去年8月完成治理，成为附近
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陈秀梅很是动心，有了搬家念
头 。但没过多久，她就改变了想法。

今年4月，鸭尾溪湿地生态系统
建设工程开工。7月1日，工程1号
标段完工，并对外开放。至此，鸭尾
溪已成为一个小型的湿地公园。

刚好，陈秀英在鸭尾溪边还有一
栋房子，她架不住姐姐的劝说，更架
不住美景吸引和乡愁萦绕，索性搬回

“娘家”鸭尾溪畔。

如今，姐妹俩每天一早都会相约
鸭尾溪边小广场，相伴晨练。

“姐，去我家吃早餐吧，顺道在我
儿子的品茶馆喝茶。”晨练一小时后，
陈秀英收拾好音箱，向她姐发出邀
请。“一起去喝茶，我来告诉你鸭尾溪
带给我们姐妹的第三个惊喜。”好客
的陈秀梅招呼记者道。

陈秀英住的房子是儿子王林买
的，是一栋小别墅，就在海达桥边，紧
挨着鸭尾溪。过去由于鸭尾溪的黑
臭，这间小别墅以及其所在小区被很
多业主放弃居住。

随着鸭尾溪变得水清景美，今
年，业主们开始纷纷返回装修，让闲
置或出租作仓库的别墅“复活”。今
年4月，鸭尾溪开始湿地生态系统建
设后，王林也开始装修小区内的别
墅。两个多月后，王林将其一二楼装
修成品茶馆，3楼供自家住。这就是
陈秀梅姐妹的第三个惊喜。

打开窗户，清风徐来，一眼望去
就是泛着清波的鸭尾溪。“没想到，咱
姐妹俩在退休之后，还能再次聚在

‘娘家’，每天没事还可以重温童年时
在溪边的那些美好记忆。”陈秀梅姐
妹俩端起一杯茶相视而笑。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编者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
省委宣传部统一部署下，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开展“壮丽70年·奋斗新
时代”市县融媒行宣传活动。活动将走进我省各市县，以宣传周的
形式，结合新闻报道、特刊、航拍等多种方式，以“全媒体+新媒体”的
传播手段，集中展现海南精神、海南故事、时代先锋，凝聚各市县、各
行业力量，营造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良好氛围，描绘一幅反映
海南方方面面变化的美丽画卷，以此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海口大力治水，改善市民生活环境

蝶变鸭尾溪带来三重惊喜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找
差距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在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
气，逐一对照、全面查找各种违背初心
和使命的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通知指出，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是主题教育学习教育和检视问题的
重要内容，是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主
动检视自我、自觉修正错误的重要
措施，党员领导干部要在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重要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学习
研讨，对照党章党规，重点对照党
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进行自我检查。要把对照党章

党规找差距与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检视问题结合起来，边学习、边对照、
边检视、边整改，增强查摆和解决问题
的针对性。对照一次就提醒一次、扯
一次袖子，不断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党
的意识、党员意识、纪律意识，不断提
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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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工作方案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又到一年升学季，“划片”“学
区”再成热点话题。7月21日，海口
市灵山镇乐阳村内，村民们聊起升
学，脸上并未展露出前些年的焦虑，

“家门口办起了好学校，不用为孩子
读书犯愁了！”

村民口中的“好学校”即北京师
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学校软件

“硬”、硬件优，办学水平在百姓中有
口皆碑。能够到这样的优质学校读
书，来自乐阳村将升初三的学生吴
文萱直呼“很幸运”。在她的印象
中，过去村子里的哥哥姐姐们要上
中学，必须搭乘40多分钟的公交
车，路途遥远，“如今我乘车10分钟

即可到校，学校环境好，老师很负
责，我们学习的劲头也很足。”

上学路更近，缘于不断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供给，好学校数量更多、
布局更优。2016年1月，我省启动

“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源
引进工程，即每个市县通过引进办
学、合作办学等方式，至少办好省级
水平优质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各1
所。截至目前，全省已引进或正在
洽谈建设的合作办学项目共计75
个，其中23个项目已经落地，覆盖
全省85%的市县（区），提供优质学
位超5.3万个。

引进名校、合作办学……吴文
萱父母对这些名词很陌生。在两年
前送孩子进入首期招生的北师大海

口附校时，他们也和海南各地家长
一样抱有疑虑：“光环”之下，这些引
进的名牌学校“箱底”到底有多少

“干货”？
但吴文萱的变化很快打消了父

母的顾虑——入学后，吴文萱原本
薄弱的数学等科目基础得到巩固，
成绩大幅提升，整个人也变得积极
向上、充满自信。“过去，老师只关注
学优生，我们这些基础不好的孩子
常常被忽视。”吴文萱说，在这所学
校里，同学们无论成绩优劣，都会得
到老师们的悉心关注和耐心辅导，
也能了解到许多先进的学习方法。

吴文萱不知道的是，为给孩子
们提供优质教育，北师大海口附校
在传承北师大教育理念、办学模式

的基础上，通过北师大平台面向全
国选聘了一批优秀教师，结合学生
实际持续改进教学方法、吸纳优质
资源、创新校园活动，近年来交出了
学生成绩“低进高出”的亮眼答卷。

一枝独秀不是春，发挥好引进学
校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同样
重要。省教育厅基教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许多合作学校逐步成
为当地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培养基地，
带动了周边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升。

“比如，在北师大万宁附属中学
的带动下，万宁市的中小学校办学水
平有了明显提升。近年来，万宁市共
有2所中学被评为省一级学校，另有
18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被评为省级
规范化学校。” 下转A02版▶

我省已引进和洽谈建设的“一市（县）两校一园”工程合作办学项目共75个

办出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本报北京7月21日电（记者罗
霞 计思佳）妫水河畔，椰风海韵怡
人。7月21日，2019中国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北京世园会）
进入海南时间，为期三天的北京世
园会“海南日”活动在北京世园会妫
汭剧场拉开帷幕。

在开幕仪式上，开场歌舞《宝岛
春色》将海南的热情和风情带到现
场。随后举行的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和旅游文化宣传推介会，向与会嘉
宾介绍了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政策以
及所取得的成就，展现了我省“日月
同辉满天星，全省处处是美景”的全
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海南日”活动中，我省充分利
用北京世园会这一平台，举办歌舞、
调声、琼剧等文艺表演，黎锦、双面
绣、骨簪、公仔戏等非遗展示展演，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推介、文化旅游
推介、巡园巡馆、特色产品展示等一
系列活动，向世界展示海南良好的
生态环境、优美的旅游景观和独特
的造园艺术，宣传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此外，我省还在北京世园会中

华展园区建设了海南园，并负责中
国馆内海南展区布展。其中海南
园紧紧围绕“绿色生活、美丽家园”
的办展主题，构建了“山之秀、海之
蓝、林之翠”三大主景区，自4月底
开园以来，迎来了不少中外客人前
来观展。

副省长冯忠华在开幕仪式上致
辞并宣布北京世园会“海南日”活动
开幕，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克
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汤
加驻华大使陶阿伊卡·乌塔阿图等
嘉宾出席开幕式。

据了解，北京世园会“海南日”

活动由省政府主办、省贸促会牵头
承办。北京世园会于4月28日开
幕，是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国
际展览局认可，由中国政府主办、北
京市承办的国际级别最高的世界园
艺博览会，将持续进行至10月7日。

（相关报道见A03版）

北京世园会“海南日”活动现场游人众多。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若龙 摄

北京世园会“海南日”活动开幕
宣传推介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和旅游文化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
移交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共105件，涉及各类污染类型209个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苟媛
媛）7月21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七批
群众信访举报件，共105件，涉及各类污染类型209个。

在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涉及大气、水、土壤、海
洋、生态、噪声和其他等污染类型问题的信访举报，数量
分别为64个、46个、39个、18个、16个、14个和12个。

按照要求，群众信访举报件的办理情况，须在10天
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要及时向社会公开。

（相关报道见A02版）

我省印发通知

生态环保督察整改
严防“一刀切”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程明
明 实习生苟媛媛）环保督察坚决不搞“一刀切”。省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7月19日印
发《关于严防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一刀切”行为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积极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开展工作。

根据《通知》要求，各市县（区）和省直相关部门要
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统筹兼顾、科学合理的原则，
有序推进问题整改，既及时回应部分群众合理生态环
境保护诉求，又充分兼顾广大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坚
决防止“拍脑袋”“交账式”“运动化”等敷衍整改、表面
整改、虚假整改行为。

对于依法依规取得施工许可的民生工程以及基础
设施项目，不得采取集中停工措施；对于其中没有达到
环境保护要求的，应当针对具体环境问题开展整治，确
需停工整治的，需依法实施。对于工程建设项目的正
常停工修整，应由施工企业自行安排，不得在督察进驻
期间要求集中修整等。

而对于具有合法手续的餐饮、娱乐、洗涤、维修等
生活服务业，不得要求集中停工停业；确实存在突出环
境污染问题的，应“一家一策”实施整治等。在畜禽和
水产养殖行业方面， 下转A02版▶

省政协七届八次常委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刘操）7月21日下
午，海南省政协七届八次常委会议在海口召开。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传达学习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
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了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对海南2019年上半年经济运
行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
南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通报了2019年第二季度有
关考核情况；审议通过了相关人事事项。

毛万春指出，全省政协系统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
构的作用，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认真梳理，推
动落实，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中贡献政协智慧、政协力量。

毛万春强调，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
年，省政协要按照职责定位抓好落实。要以扎实开展
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政协党建工作；要组织落实好省政协2019年协
商计划的11个协商议题；要按照省政协开展庆祝人民
政协成立70周年有关活动的总体方案，组织实施好庆
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要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常抓不懈。要齐心协力把政协助推全省中心工作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作出新贡献，实现新突破，以优异
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协70华诞。

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李国梁、史贻云、王勇、吴岩
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秘书长王雄出席会议。

■ 张永生

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把“改”字贯穿
主题教育始终，勇担推进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在近日的省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上，省委主要领
导强调的这一要求，表明了省委抓好问
题整改的坚定决心，既为全省推进主题
教育向纵深开展明确了方向，又为确保
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效果提供了方法。

整改真刀真枪，问题才能“树倒根
断”。责任落实到位，整改才能取得实
效。毋庸讳言，现实中极少数干部谈问题
整改头头是道，干起来却远没有说得那般
好。有的干部避重就轻，改了“面子”，不
改“里子”；也有的避难就易，只想“捏软柿
子”，不敢碰“硬骨头”；还有的避实就虚，
整改方案制定了不少，具体行动却慢半拍
……凡此种种，“虚晃一枪”，看起来或许
是因为方法不对路、认识不到位，说到底
还是因为责任心缺乏、担当不给力。

整改真刀真枪，党员干部特别是
“关键少数”要对自己“狠”一些，切实把
责任扛起来。坚持刀刃向内，勇于担
当、“认账”，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
去、把工作摆进去，摸清问题、找准病
因、深挖根源，不遮丑、不护短。贴着骨
头下刀，从根本处用力，一项一项整改、
一项一项验收、一个一个销号，彻底改、
改彻底。与此同时，还要举一反三，及
时总结经验教训，整改一个、触及一类、
消除一片，由此及彼、以点带面。

打铁还需自身硬。以自我革命的
精神把“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问
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
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
过，才能不断提升主题教育实效，将主
题教育持续引向深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系列谈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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