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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赵叶苹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采取“政府
采购+志愿服务”的模式，免费为区内
贫困家庭子女和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开
办暑期公益托班和公益公开课。自
2017年举办以来，已有1万多名小学
生从中受益。

罗蓬小学是三亚吉阳区唯一一所
贫困村小学，记者日前在罗蓬小学看
到，教室内，小学生们在志愿者的辅导
下，或剪纸做手工、或跟读朗诵、或学

习绘画、或解趣味数学题，气氛轻松活
跃。

三年级学生苏恩琪和他的哥哥苏
灏宁特别开心，因为每天都可以到学
校跟着大学生哥哥、姐姐们学习喜欢
的科目。“以前在家就是看电视、玩手
机，现在来学校学习有趣多了，还能和
朋友一起玩。”苏恩琪说。

他们的妈妈陈美香直夸学校办暑
期公益托班解决了村民的大苦恼：“学
校免费帮我们管孩子，不用一边干农
活，一边担心孩子在家胡闹了，孩子也
更爱学习了。”

得知罗蓬小学有免费托班，一些

附近村庄的村民也将孩子送过来托
管。据悉，罗蓬小学只有194名学生，
但暑期托管了230多名小朋友。像罗
蓬小学这样开设“暑期公益托班”的学
校，在三亚市吉阳区还有4所，分别是
吉阳小学、荔枝沟小学、临春小学和月
川小学，共有1800多名孩子报名。

“这些学校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较多，暑期孩子无人看护，留在家里也
不放心。”三亚市吉阳区教育局局长侯
雪华说，举办暑期公益托班可以很好
地帮助这些家庭解决烦恼。

除了暑期公益托班，吉阳区教育
局还将平时在周末开设的公益公开

课延伸至暑假，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免
费给孩子们开设两期、18个科目的
兴趣班。包括航模、围棋、国际象棋、
创意美术、书法、古筝、舞蹈、游泳等
课程，每个兴趣班16个学时，招收25
名学生，暑期共有900名学生受益。

给孩子们上航模课的三亚市航模
运动协会会长李凡说，在三亚，航模兴
趣班每课时的市场价在65元左右，在
公益公开课，孩子们可以一分钱不花
学习16课时。“吉阳区搭建了一个很
棒的平台，既给社会爱心人士提供了
做公益的机会，也让大量家庭经济条
件一般的孩子获得了上兴趣班的机

会。”
在三亚务工的周桂芝第一次送孩

子上兴趣班。作为进城务工人员，她
家日子过得紧巴巴。“打工的哪敢报
班，要不少钱的。希望免费培训班一
直办下去。”

侯雪华说，暑期公益托班和公益
公开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
第三方机构负责招募志愿者、安排课
程等，吉阳区政府在年初预算中专门
安排了80万元经费，用于支付暑期公
益托班和公开课所需费用，今年仅大
学生志愿者就招募到近百名。

（新华社海口7月28日电）

中央媒体看海南

三亚吉阳区破解暑期“看护难”

开办免费暑托班 万余名学生受益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陈
卓斌）讲海南脱贫攻坚好故事，激发贫
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第142期省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分别于7月
29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
分在三沙卫视播出，海南卫视也将于
8月4日16时20分播出该档节目。

乡村振兴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
场持久战，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便
是“靠谁振兴”。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本期电视夜校将邀请定安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符气和作为主讲嘉宾，
为大家讲述定安如何通过队伍建设，
选优配强乡村振兴工作队，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打牢人才基础。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
看本期节目。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姚皓）7月28日，
爱心扶贫网第38期销量排行榜和订
单排行榜公布，海南农垦、陵水、澄迈
销量位居前三。本周，海南爱心扶贫
网网上商城陆续迎来多笔大宗采购，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和省残联等单位
采购白沙旺巴黄牛肉、临高马袅海
鸭、保亭绿壳鸡蛋等扶贫产品，助力消
费扶贫。

在大宗采购中，省残联、省农垦设
计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分行、中国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等多家单位,共采购商品300多件。

据悉，海南爱心扶贫网网上商城
还推出了白沙美食专区、七夕节好礼
专区，供爱心单位和人士采购。

本报八所7月28日电（记者刘
梦晓）近日，东方市召开脱贫攻坚战斗
队中队长集中约谈会，对未完成“钉
钉”有效签到工作任务的31名中队长
进行集中约谈。

约谈会批评了东方未完成有效签到
工作任务的中队长，被约谈的中队长就
签到工作中的短板逐一作情况说明。

东方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约谈会是贯彻落实《关于进一
步强化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推动“两不
愁三保障”问题整改落实的通知》的有
力抓手，下一步东方市委组织部将严
格按照全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脱
贫攻坚“背水一战”推进大会上提出的

“三不减”“三提高”“三加强”要求，采
取“线上+线下”的监督检查方式，进
一步压实脱贫攻坚战斗队责任，确实
推动脱贫工作有效落实，坚决打好打
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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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家鸡蛋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澄迈」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肉

「保亭」保亭指山现代农业公司的黄金百香果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啡

「澄迈」贫困户李运山的农家土鸡蛋

累计销售量（件）

9696

8802

5709

5049

4487

3636

3012

2920

2454

2434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38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38期）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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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海垦

陵水

澄迈

海口

定安

临高

白沙

乐东

保亭

万宁

金额（元）

6103422.34

5595446.91

5052774.78

3752489.18

3578662.70

3084369.71

2840723.74

2266720.94

1607769.85

1469295.71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9年7月22日至2019年7月28日

未完成有效签到工作任务
东方31名中队长
被集中约谈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38期排行榜出炉

海垦、陵水、澄迈销量位居前三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当临高加来农场年轻的会计王
玲第一次来到她要负责帮扶的贫困
户陈四军家时，看到的景象令她长久
难忘。那哪是一个家呀，靠着父母住
的老瓦房的墙体搭了个简陋的半间
屋，里面光线昏暗，就放着一张床和
一辆自行车，挤住着陈四军一家
——一个单亲爸爸和他的儿子及2
个女儿。

但是她随后又了解到，陈四军是
一个很坚强的单亲爸爸。

陈四军的妻子患有精神残疾，七

八年前，在她生下第三个孩子没多
久，有一天离开家就不知所踪。陈四
军只好独自承担起养育3个孩子的
重担，那时他的大孩子才刚上小学。
小女儿才1岁多。

陈四军 1972 年出生，今年 47
岁，头发已灰白。父母都年过八旬，
平时也要靠他照顾。他收入的来源
就是在两三亩田地里种点水稻和瓜
菜。白天他要4次往返接送孩子上
学，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忙农活。

一年到头，从犁地、施肥、盖膜，
农作物从种到收，都是他一个人忙。
他晚饭后八九点就去菜地，带着头灯

干活，要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赶
回家。回到家就开始给孩子煮早
饭。通常他是煮一大锅稀饭，因为中
午没时间做饭，白天他还要去找些杂
工来干。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努力将
孩子拉扯大。

2017年4月，陈四军一家被纳入
了贫困户。根据陈四军的愿望，政府
用产业扶贫资金帮扶他一家3头牛，
到现在他已经养到5头牛了。加来
农场雇他当了保洁员，每月多了500
元收入。此外，政府扶持了6.5万元
危房改造资金，帮他建起了一个有2
间屋的新房。

“去年一家子入住新房，别提多
高兴了。”陈四军说。

在政府的支持和他个人的努力下，

陈四军终于在2018年12月底脱了贫。
新房的门口外墙上依稀可见白

色粉笔字写着“老爸，加油！”和“笑才
能进门”，这是陈四军上六年级的女
儿陈玉之前写的鼓励爸爸的话。陈
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爸爸太辛苦
了，他有颈椎病，但是他很少歇着，总
是忙个不停。”陈玉和妹妹陈小兰都
很佩服自己的爸爸，因此在学习上，
她们都非常努力，墙上贴着她俩获得
的奖状。姐妹俩放学后会帮着陈四
军挑水浇菜、赶牛和喂鸭子。

住上了新房，有了养牛和保洁工
收入保障，陈四军并没有多歇歇，他
在屋前又开辟了块菜园子，还是一
如继往地从晚上忙到白天，撑起这
个家。 （本报临城7月28日电）

临高加来农场和浪村村民陈四军：

单亲爸爸不服输 踏实苦干终脱贫
关注临高“脱贫之星”

保亭嬉水节美食购物
嘉年华消费活动下月举行

本报保城7月28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李燕）嬉水欢歌，美食相随。2019年嬉水节美食
购物嘉年华消费活动将于8月5日至7日在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消费扶贫广场举行，该活动汇聚
新能源汽车、消费扶贫集市、特色美食以及家电家
私等，保亭群众以及游客们可以享受到一站式购
物体验。

据介绍，本次展览活动设置了58个标准展位
和一个开放的汽车展区，美食展区有竹筒饭、土窑
鸡、三色粽、陵水酸粉等，扶贫集市有各乡镇以及
电商协会带来的鸡鸭活禽、椰子油、百香果、鸡蛋、
蜂蜜等，汽车展区汇聚奥迪、别克、东风本田、比亚
迪等多种品牌车型。

活动开幕当天，有吃西瓜比赛、微信摇红包
等互动性强的观众“福利”，隆滨、布隆赛农乐乐
将到现场推广自己的特色菜品，呀诺达、槟榔谷
以及七仙岭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也推出系列优
惠措施。

据了解，2019年嬉水节美食购物嘉年华消
费活动是保亭品牌节日——七仙温泉嬉水节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由保亭县政府主办，保亭发
展改革委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承
办。

琼菜美食文化节开幕
为期一个月

本报海口 7月 28 日讯 （记者罗霞 通讯
员陆建安）7月 28日，全省美食购物嘉年华暨
海口乐购嘉年华活动之琼菜美食文化节在海
口拉开帷幕。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省一
批餐饮企业参与其中，将陆续推出系列美食促
销等活动。

活动期间将开展“龙泉集团 26 周年狂撒
现金券”“琼菜王璀璨琼菜梦·一站吃遍海南
菜”“招牌菜产品秒杀”“双人、多人套餐折扣”

“大额代金券抢购”等促销活动。
目前，海南龙泉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琼菜记忆

饭店、海口龙华沿江鸡饭店、海南瑞联餐饮投资有
限公司（琼菜坊）、海口琼海味道餐厅、海南三厨新
海府餐饮有限公司、古姑姑琼味私房菜餐厅、海口
阿二靓汤餐饮有限公司、欢乐海岸美食联盟、龙岭
冷泉阉鸡、云河鸡饭店、拾味馆、鱼岛人餐厅、皇马
假日海岛风情酒店、皇马假日启丰二号、海南鑫源
温泉大酒店、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海口黄金海景
大酒店、海南喜顶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全粉世
家）等19家企业共45家门店参与活动，将陆续推
出相关促销活动。

据了解，琼菜美食文化节开幕后，湘菜美食文
化节、西餐美食文化节、火锅美食文化节、品牌酒
店美食文化节及休闲美食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也将
陆续启幕。

琼菜美食文化节由省商务厅、海口市政府
组织，海口市商务局指导，省酒店与餐饮行业
协会、海口市餐饮烹饪协会主办。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陈
卓斌）海南日报记者7月28日从省中
招办获悉，我省今年中招提前批、第
一批第一段的录取工作已结束，共录
取考生9540人，部分录取名单已在
省考试局网站公布。按工作安排，未

被录取的考生可在7月28日至7月
29日中午12时前，补报提前批（国际
班）志愿，以及修改第一批次志愿，参
加本批次第二段的录取。

据悉，第一批次学校第二段录取
计划数已在省考试局网站上公布。
其中，海南中学第二段预留的46个
计划数面向全省统一招生，不再分配
到市县；省国兴中学第二段预留的23

个计划数不再划分民族生和汉族生
比例。各校特长生计划在第二段录
取。

未被提前批、第一批次第一段录
取，且未与民办高中学校签订录取协
议的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号、密码登
录省考试局官网，进入管理系统修改
第一批次志愿信息。考生如有忘记
管理系统登录密码的，可联系毕业学

校管理员或当地市县（单位）中招办
重置密码。

如考生不修改，则默认之前所
报志愿。第二批、第三批及民办批
次志愿均不能修改。考生填报志愿
所在区域不能更改，即原来报志愿
时选择的以学籍地或户籍地的填报
志愿所在区域，在本次修改志愿期
间不能变更。

关注中招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省中招提前批、第一批第一段已录取9540人
未被录取的考生29日12时前可补报或修改志愿

海口公交专用道试运行
将“满月”
早晚高峰期运能提高15.8%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郭萃）海口公交
专用道试运行即将“满月”，海口公交集团提供的
数据显示，截至28日，公交专用道49条途经公交
线路平均每日早晚高峰期运能提高15.8%，早晚
高峰运送乘客由原来的日均7.86万人次，增长至
日均8.37万人次，提高6.5%。

据了解，海口公交集团抽取公交专用道启用
前后28天的数据对比显示，49条途经公交专用
道线路早、晚高峰期发班趟次由原来的1919班/
天，增加至2223班/天，增幅15.8%。

海口公交集团有关工作人员介绍，日均运送
人次的计算，是根据全天营业收入，算出人次，再
根据全天各个时段发班趟数，将人数平均到趟次
里边，早晚高峰发班趟次乘以平均数就是49条途
经公交专用道线路运送乘客的人次。

公交专用道启用后，海口公交集团充分挖
掘公交专用道的通行效能，利用“城市大脑”大
数据分析，密切关注6个公交专用道示范段沿
线周边市民出行特征，同时结合公交智能调度
系统科学合理调配运力和发班，优化高峰期运
营管理，重点加大早、晚高峰期公交线路车辆发
班密度，并分级实施动态跟踪，安排调度员实时
调整，运营管理人员或线管人员不定时抽查排
发班执行情况，最大限度提高公交车通行效率
和承运能力。

危急时刻南航空姐
紧急救治受伤女童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吴
悦红 实习生林博新）7月25日下午，
一名小女孩在海口某酒店泳池边玩
耍时仰面摔倒，口吐白沫，神志不
清。危急之时，一位南航空姐对其进
行心肺复苏，为救治争取了时间，获
得市民赞誉。

据悉，当天傍晚，救护人员把小女
孩送到医院后，经过头部CT诊断，女
孩身体无碍。目前小女孩已在家中静
养，身体一切正常。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7月 27日上午，主题为“十年海创
爱心扶贫”的2019爱心扶贫“海创”大集
市在海口明珠广场举行。9个市县近
100种扶贫农副产品和工艺品亮相，吸
引了大量消费者购买。截至当天13时
30分，当天集市销售金额达16.3万元。

在爱心扶贫“海创”大集市上，各类
特色农特产品布满展销台，有羊肉、田堆
鸡、灵芝、野生蜂蜜、牛油果等，也有椰
雕、黎锦等海南特色旅游商品。“开市不

到1小时，我们带来的一大袋莲子全部
卖光，卖了500多元。”海口龙泉镇椰子
头村的贫困群众韦玉高兴地说，希望今
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扶贫集市，帮助贫困
户增收。

爱心扶贫“海创”大集市活动现场还
对5种扶贫产品进行推介，分别是定安
田堆鸡、定安坡寨羊肉、白沙牛油果、文
昌潭牛文昌鸡、文昌贫困户符如惠的农
家胡椒。

“我们今天带来了60多斤胡椒，今
天一早已经卖出了20单，开心！”文昌
市跃进村贫困户符如惠笑着说，“我们
的胡椒用流水浸泡、冲洗，无添加无漂
白，是纯天然的农家自产胡椒，希望大
家喜欢。”

近年来，海南省就业创业工作注
重与扶贫相结合，扶持了一批以扶贫
为主线的就业创业项目。本次大集
市现场还组织省内部分优秀的扶贫

就业创业项目参展，并进行现场产品
售卖。

参加本次大集市活动的海南软
件职业技术学院椰文化研发中心的
张必弟介绍，2018 年 10 月，海南软
件职业技术学院与海南爱心椰雕工
艺品有限公司共同创建了椰文化研
发中心，培养和传承非遗工艺人才，
现已培训 45 名学生制作椰雕工艺。
同时培训贫困户及下岗人员在家制

作椰雕，实现灵活就业，现已有 32
名农户在家灵活就业。张必弟说，
贫困群众只要对椰雕感兴趣，都可以
到研发中心学习这门手艺。学成手艺
后，学校会发材料给他们回家制作，
等做好工艺品后再拿回学校，学校帮
忙销售，届时再把利润分给贫困群
众。“勤快的话，每个月至少可以挣两
三千元。”

大集市活动现场还举办扶贫产

品推介和售卖、抽奖送消费券、技能
和工艺展示等活动。主办方还在现
场向参加活动的消费者派发代金券，
代金券可用于现场兑换、购买扶贫
产品。

据悉，本次活动由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主办，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承办，海南爱心扶贫网和南海网
提供支持。

（本版策划 撰文/陈一夫）

2019爱心扶贫“海创”大集市举行

特色土货卖得俏 创业脱贫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