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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红榜

黑榜

最美奋斗者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

“风雨刚过，可别打折了院子里
的百香果藤。”8月4日，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提蒙乡远景村广郎村民小
组，村民李叶正忙着检查自家小院
的百香果损伤情况。在确认一株株
百香果完好无损后，他不禁露出灿
烂的笑容。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个幽绿
的百香果小院，以前还是一片杂草
地，堆放了不少垃圾。”李叶介绍，近
年来，广郎村村民卫生意识不断提
升，纷纷清理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
建起一个个绿意葱茏的美丽小院。

这得益于广郎村推进“美丽农家
小院”建设。近年来，广郎村立足实
际，在民心上下功夫，在庭院上做文
章，在村风上立规矩，以建设“美丽农
家小院”为抓手，推进庭院经济“五个
一”建设。

“简单来说，就是每家每户都要
建设一个美丽农家小院，院子里有一

块菜地、一片林地、一个果园、一个圈
舍、一个瓜棚。”李叶说，美丽农家小
院的“五个一”建设，实质上便是引导
村民们将禽畜圈养、庭院绿化、家园
美化，人人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从自家小院开始改造，村民们
看到环境美了，生活舒服了，环保意
识也就提升了。”李叶说，党员干部还
带头引导村民参与集体大扫除，进一
步美化、绿化、净化村居环境，使美丽
宜居的环境从院内延伸到院外。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村民们
不仅主动清理房前屋后垃圾，参与大
扫除，还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我们的
工作越来越轻松。”广郎村保洁员胡
杨那说，如今，广郎村家家户户自觉
维护村庄环境卫生，净美村景引来越
来越多的游客。

如今在广郎村，村道交织平整干
净，特色民房错落有致，房前屋后花
木丛生，百香果、鸡蛋花等散发阵阵
清香，俨然是一幅隽美的乡村画卷。

此外，广郎村还举行“星级庭院”
评比，为优胜者提供200元至500元
的物资，并设立了惠农超市，以此提
升村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
性。村民参加一次集体劳动，便获得

积分，攒足一定积分可兑换油、盐、大
米和生活用品等物资。

远景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吴
小曼表示，近年来，村委会通过加大
乡村卫生教育宣传力度，帮助村民养

成讲卫生、爱清洁的习惯，形成家家
户户自觉维护村容村貌的良好氛
围。下一步，村委会将探索人居环境
整治长效机制，让村庄越来越美。

（本报椰林8月4日电）

陵水广郎村：

农家小院绿意浓 净美村庄引客来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于丽
实习生 梁小奕

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后，也是两个
孩子的父亲，去年8月，在结束青海
驻点帮扶后，他本该回到湖北武汉享
受大城市更优质的工作环境和与家
人团聚的美好时光，但他却选择来到
海南，担任同济文昌医院的掌舵人。
他就是同济文昌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夏曙。

来到文昌后，夏曙一方面作为
学科带头人，十分注重对医疗业务
骨干特别是青年骨干的培养；另一
方面作为管理者，积极引入现代化
医院管理模式，强化学科建设，立志
要将这所县级医院打造成三级甲等
医院。

舍小家顾大家

7月31日，文昌市文城镇，雨后
的空气中透着舒适的清凉。早晨7
时，和妻子简短通过电话后，夏曙准
时出现在医院里。他照惯例巡视医
院环境一圈，再打开电脑，查看医院
各部门的运行情况。一切了然于胸
后，便换上白大褂，准备开始当天上
午的查房。

“常年在外地驻守，没有时间陪伴
家人，心里感觉特别亏欠，但是没有办
法，医院和病人也都很需要我。”夏曙
说。22年前他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
时就默默立下誓言：一定要做一个百
姓爱戴的好医生。

在夏曙看来，好医生不仅意味着
要有高超的医技，更要有仁爱的胸怀
和奉献精神。于是，2011年，他主动
请缨参加了国家卫生部“万民医师支
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赴湖北省长

阳土家族自治县工作。2016年，夏
曙作为中组部团中央第17批博士服
务团成员再次远征，赴青海支援，任
青海大学校长助理、青海大学附属医
院副院长。

奋战临床一线

“有夏院长在，我们接收一些疑难
杂症患者时底气更足了。他可是肿瘤
方面的专家！”同济文昌医院心胸甲乳
外科主任林明飞自豪地说。

去年8月，结束了青海支援工作的
夏曙作为同济医院派出专家进驻同济
文昌医院。因为曾经在基层工作过，
夏曙深知基层医疗资源和人才的紧
缺。到文昌后，他格外重视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同济
文昌医院新引进硕士学历以上医技人
才10余名，同时发挥同济医院托管的
优势，培训医疗技术人员140余人次。

作为医院的管理者，他还引进先
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强化医院管理
制度建设，提高医务人员服务质量。

尽管院务繁忙，他仍然坚持工作
在临床一线。每周三、周四上午，他都
会准时查房。平时，他也常常参与到
疑难杂症患者的治疗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夏曙
说，他希望为医院培养更多肿瘤诊疗
技术人才，让文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服务文昌航天建设

家住文昌的梁阿姨患有早期肺
腺癌，曾外出求医无果，后辗转回到
同济文昌医院。经检查，医生认为，
对梁阿姨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手
术。但由于她年龄较大，今年已经
78岁，恐有老年并发症，所以手术存
在很大风险。

作为医院心胸甲乳外科学科带头
人的夏曙参与了此次治疗。他为梁阿
姨制定了保守的微创以及术后规范个
体化化疗方案，并为梁阿姨顺利实施
腔镜下肺癌根治术。住院10多天后，
梁阿姨顺利出院。

在他的带领下，同济文昌医院一
年来喜报频传，先后获评“全国改善
医疗服务最具示范案例”奖项、第五
届海南省文明单位，医院团总支获

“海南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称
号，夏曙个人被评为海南“省委联系
服务重点专家”。

目前，同济文昌医院正在积极创
建三级甲等医院。“我们不是为了评级
而评，而是希望以评促建。”夏曙说，文
昌是中国首个滨海航天发射场所在
地，同济文昌医院承担着航天发射医
疗保障任务，他对此深感责任重大，必
须尽职尽责，不辱使命。

（本报文城8月4日电）

同济文昌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夏曙一手抓人才引进培养，一手抓管理制度建设

尽职尽责为患者排忧解难

我省今起开展
中小学游泳教育专项督查
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将全省通报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陈卓斌）海南日报
记者日前从省教育厅获悉，省政府督查室、省教育
厅等单位人员将联合质检专家、游泳教育专家组成
督查组，于8月5日至8月10日赴各市县和有关单
位开展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专项督查工作。

据悉，督查组将重点督查游泳池项目立项选
址情况、招标情况，建设进度、合格验收和场地使
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同时，督查组将围绕
省财政资金和市县资金的落实情况、支出情况，以
及游泳培训场地是否合格、培训单位是否有资质、
各项培训考核进展情况、各地各校组织中小学生
开展游泳比赛和游泳“暑假作业”活动情况等内容
展开重点督查。

督查组将通过实地考察、查看有关资料和个
别谈话等方式，对各市县和有关单位开展督查，对
存在问题的单位提出整改意见，并印发整改通知
书责令限时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予以全省通
报并启动问责机制。

■ 本报记者 邓钰 梁君穷

“刚摘出的菜，新鲜的鱼，来看看
吧！”8月4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
州镇陵田线田仔中学路段，道路两旁
各类商贩聚集，“马路市场”热闹非
凡。商家的吆喝声与顾客的还价声
交织一片，不时还有汽车引擎声与喇
叭声。

“每天都来这买菜，记不清市场
是什么时候开起的了。”前来买菜的
田仔村村民林大爷介绍，由于离这最
近的农贸市场位于英州镇墟上，有将
近8公里路程。因为方便，周边几个
村子的村民都习惯来这处“马路市
场”买菜，“这里的菜肉品种齐全，基
本可以满足村民们的买菜需求。如
果没有这个市场，我们都得走路或骑
车到镇上买菜，太不方便了。”

“马路市场”虽然给周边村民买
菜带来方便，但也给沿街居民和过往
车辆带来困扰。海南日报记者在现
场观察到，这处“马路市场”人气旺盛，
蔬菜、水产、家禽、瓜果等商品一应俱
全，道路两旁共有大小摊位约30个。

摊贩们将货架、桌子、鸡笼等物品沿
街摆放，占用了道路空间，当有车辆
往来时，空间便显得十分局促。加上
村民们在买菜时总三五成群聚在路
边，有时还会造成交通拥堵。

不少摊贩还在“马路市场”销售
活禽和新鲜水产。鸡笼、鸭笼和泡沫
箱做成的鱼缸被摆在路边，散发出阵
阵熏人的臭味。

此外，由于没有宰杀场所，鱼摊和
活禽摊位的经营者皆选择就地宰杀活
鱼和活禽，污水直接倒在街上。在现
场，一个鱼贩在摊位旁，就地铺上一块
塑料布，称鱼，刮鳞破肚，不一会儿，鱼
鳞满地都是，血污脏水肆意横流，过往
村民无不掩鼻匆匆绕过。

“虽然‘马路市场’给大家带来方
便，但确实也有卫生问题。”林大爷
说，夏天天气炎热，市场又是露天的，
没有防蝇措施，街上常有苍蝇、蚊虫
乱飞。

“晴天还好，雨天时味道就更熏人
了，老远就可以闻到难闻的恶臭。”林
大爷说，每逢下雨天，禽畜粪便和水产
品的腥臭气味在空气中弥漫，雨水混

着禽畜粪便和宰杀生禽时流下的血水
汇成污水，在路上流淌，脏臭不堪。

“其实小贩们很有卫生意识，每
天收摊后都会留下来清理卫生。”街

上居民王先生说，尽管如此，但经营
时不免造成脏乱，“我们也希望街道
能够干净整洁，但要没了这处‘马路’
市场，大伙买菜实在太麻烦了。希望

有关部门能在周边规划一处干净的
场所，让摊贩们能够顺利经营，也让
周边居民能在家门口买上菜。”

（本报椰林8月4日电）

中招第二批次部分学校
投档分数线公布

本报海口8月4日讯 （记者陈卓斌）8月 4
日，2019年海南省中招第二批次面向全省招生普
通高中学校投档分数线、面向本市县招生普通高
中学校投档分数线公布。

扫码看中
招第二批次部
分学校投档分
数线。

关注中招

陵水英州镇陵田线田仔中学路段：

“马路市场”占道经营 污水直排腥臭难闻

万宁开展暑期支教活动
组织志愿者赴17所乡村小学支教

本报万城8月4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小璐 梁耀将）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共青团万宁市
委获悉，为帮助农村孩子丰富暑期生活，团市委、
市教育局、市少工委和市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了
2019年万宁市乡村暑期爱心支教志愿服务活动。

目前，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周家庄小学、北大学
校和新中小学等7个乡镇的17所乡村小学开展
支教活动。主要为孩子们提供语文、数学、英语3
门学科的辅导，同时还开设手工制作、舞蹈训练、
运动比赛等课程，通过实践、交谈、互动等环节，激
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

共青团万宁市委书记李光军介绍，从2009年
起，万宁已成功筹备组织举办9届暑期支教活动，
参与支教的老师超过1000人次，服务覆盖农村小
学生达2000多人次。希望全社会爱心单位、人士
能积极参与暑期支教活动，一起为万宁乡村小学
教育贡献力量。

实施公益教育扶贫项目

三亚给农村孩子送艺术课
本报三亚8月4日电（记者易宗平）“这个暑

假我学了五线谱等音乐知识，学会了演唱歌曲《小
星星》《铃儿响叮当》，今天还参加了公益课堂汇报
演出。”8月4日，三亚在市群众艺术馆举办了公益
课堂汇报展示活动，参加了演出的崖州区水南小
学三年级学生周永慧兴奋地说。

在周永慧看来，今年的暑假是最精彩的假期，
因为有城市学校来的音乐教师到偏远的崖州区水
南村开设公益课，让村里的孩子们学到了以前在
学校学不到的知识。

据了解，公益教育扶贫项目公益课堂由三亚
市群众艺术馆、三亚精英女子俱乐部负责实施，今
年寒暑假，共为11所农村学校和3个村（居）开设
少儿软笔书法、陶艺、美术、声乐、舞蹈等免费课
程，听课学生共2280人。

三亚市共有教师29人次参加了寒暑假的公
益课堂授课，海归博士、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音乐教
师毋茜就是其中之一。

“利用寒暑假，给偏远地区农村孩子开设公益
课堂很有意义。”毋茜说，给农村孩子上课，更重要
的是给他们打开一扇窗口，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
很精彩，从而树立起求学深造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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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据介绍，近年来，儋州加强党委对经济的统筹

管理，市委每个月都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经济工作
加快项目推进，每项工作都列出具体进度表，每个
问题解决都落实到具体责任人。

7月31日，儋州市委召开常委会，强调抓经济
发展人人有责，要求坚持目标为导向，以主要经济
指标为基础，强化细化工作措施，将指标分解到具
体项目、落实到具体责任单位；要紧盯具体项目落
地，重点帮助落地困难企业主动调整项目内容，加
快审批进度，满足企业投资合理诉求，确保项目落
得下、建得快、发展好，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加
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本报那大8月4日电）

紧牵项目“牛鼻子”
助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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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王军锋 陈凯姿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变身为
乡村环境治理“明星村”，海南省文昌市
冯坡镇湖淡村近来在当地名声大噪，时
常有来自省、市、镇以及其他村的干部前
来考察“取经”。而湖淡村的“蝶变”，离
不开“周末村长”云天龙的乡村情怀。

湖淡村的区位与自然禀赋在海南
并不占优势，是一个有约70户300余

人的小村庄。前些年，村里遍地都是
生活垃圾，沟渠河塘污水横流。

3年前，从村里走出去的企业家
云天龙回到老家，看到这样的情况不
禁心里着急。可帮助村里改善人居环
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琢磨着，能不
能先从推行垃圾分类开始？

云天龙与村“两委”牵头，花大力
气清除了长期堆存的垃圾，并在村里
投放垃圾桶，但垃圾分类的计划却搁
浅了。原来，尽管大部分村民都能自
觉将垃圾扔进垃圾桶，但仍有一些村
民陋习难改。

村里危房多、道路差、设施缺。“这
样的环境也难怪有些村民不把垃圾问
题当回事。”云天龙与村“两委”干部商
量，首先得改善村容村貌。

从此，云天龙每个周末都要从海
口赶回村子，为治理环境筹措资金、出
谋划策。他也因此被村民亲切地称作

“周末村长”。2018年，在这位“周末
村长”的带动下，湖淡村通过向政府申
请资金、村民自发筹款等方式，筹集了
200余万元，开展危房清理、路灯亮
化、环村路修建与山塘治理工程。

当年，镇里开展卫生评比，湖淡村

拿了最高分。云天龙觉得“垃圾分类
的条件成熟了”。于是，云天龙联系海
口一家爱心企业，给每家每户捐赠了
3个垃圾桶。起初，村民的态度是“不
反对也不认真做”，有人不会分类，还
有人拿桶去装米。后来通过党员带头
分类、建立村级微信群互相督促、开展
垃圾分类家庭辩论会，以及邀请专家
召开“美丽乡村论坛”等方式，村民的
意识逐渐有了改变。

村民不再将垃圾问题当成“公家”的
事。如今，湖淡村微信群“湖清云淡”里，
200多个村民不断在群里分享包括垃圾

分类处理在内的生活日常，做得好的大
家“点赞”，做得差的也会受到监督。

在云天龙看来，湖淡村改变的不
仅是人居环境，更是村民对生态环境
的态度。“我们整治山塘，当提出用村
里仅有的10万块钱清理淤泥时，村民
无一反对。”

“3年的时间，改善村里的人居环
境算是成功了。”云天龙说。环境卫生
做好了，他还有更长远的计划：“有了
这样的好环境，我们打算请一些公司
来村庄考察，研究如何规划发展乡村
旅游！” （据新华社海口8月4日电）

“周末村长”的乡村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