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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年迈的奶奶双目失明，常常在家

流着泪、揪着心，生怕他出意外。
这些年，一切正在悄然改变。
2015年，从昭觉县城通往瓦吾小

学的水泥路修通，阿作伍勒上学时间
缩短了一半；2017年，新校舍落成，孩
子们搬进了明亮安全的教室；需要深
一脚浅一脚、挨家挨户找回辍学放牛
娃的校长，现在有了247名学生；开齐
了所有小学课程，“云端”上的孩子还
组建起校园足球队……

曾经被层层山峦阻挡的教育之
光，照耀着幼小的心灵，孕育着无边的
梦想。

就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彝族群众
半年后，沿着校门口的路，阿作伍勒第
一次离开家乡、坐着动车来到南京参
加足球友谊赛。他的家族里，从未有
人走得这样远。

“等我长大，要去很多很多地方，
和不同的对手比赛！我想赢！”阿作伍
勒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

【记者手记】

“扶贫必扶智”“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义务教育要有保
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连年
保持在4%以上，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覆盖所
有国家级贫困县。

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
补齐短板，还清“欠账”，千千万万

个“云端小学”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故事二】老区教师合
力托举“起跑线”

参加培训、检修教学用具、准备秋
季学期课程……炎炎夏日，陕西省延
安市宝塔区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的老
师们并没有因为暑假到来而停止忙
碌。米黄色的教学楼上，红色大字“托
起明天的太阳”格外醒目。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看望教职工，并关切地询问教师
待遇如何。老师们至今记得他当时殷
切的嘱托：“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抓发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
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回首过去的4年，37岁的语文老
师张燕感慨，自己的教学环境已今非
昔比。

4年里，学校的教学楼由3层增加
到5层，书法室、美术室、音乐室、舞蹈
室一应俱全，还配备了现代化教学设
备，老师们教学时可以通过互联网调
阅资料。

资源“引进来”还不够，老师们积
极“走出去”。

张燕被学校派至南京市长江路小
学跟岗学习，虽然只有短短一周时间，
却获益匪浅：“去优秀的学校跟岗学习
比听教育讲座来得更快，效率更高。
回来后，我们互相分享心得，结合实际
情况优先使用好的做法，不能让娃娃
们输在起跑线上。”

除了跟岗学习，学校还跟北京市
朝阳区芳草地小学、福州市鼓楼第二
中心小学等建立教育合作结对机制，
与他们的教学能手建立师徒关系。张
燕说，即使她的“师傅”调离了原来的
学校，这种帮扶指导也从未间断。

老师们眼界放宽、方法跟上、心气
儿变足，学校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
升。目前，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的教
职工从2015年的20名增加到了40
名，还涌现出省、市级教学能手和区级
学科带头人。

“学校发展迅速，我们也有了更多
提升的机会，现在的工作既快乐又充
实。”张燕说。

【记者手记】

兴教必先强师。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

推动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国家
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高乡村教
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
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
斜。许多省份通过学费补偿、国家贷
款代偿等方式，吸引高校毕业生直接
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长得
高，乡村教师正在撑起基础教育的

“脊梁”。

【故事三】“启明星”指
引少年探求未知世界

久违的大雨，一扫京城连日的
暑气。

北京市八一学校天工苑通用技术
中心的通道里，即将升入高三的张馨
心轻轻扶正自己设计制作的展板。展
板的内容——“基于卫星转发和‘黑匣
子’的自然灾害实地数据监测系统”反
映着她过去两年的学习成果。

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北京市八一学校，同正在研制科普小
卫星的老师和学生们交流，肯定他们
通过科普活动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
力的做法。当年年底，科普小卫星发
射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又给研制团队
的学生回信，叮嘱孩子们“保持对知识
的渴望，保持对探索的兴趣”。

“第一颗小卫星成功发射的消息，
在我们学校大屏幕上滚动播出了整整
一周。”当时正在上初中的张馨心，被
深深震撼了。

仿佛一颗“启明星”，科普小卫星
吸引着张馨心努力考入这所学校，成
为团队一员。编程控制、样本培育、走
进高校实验室观摩取经……她陪伴着
亚轨道飞行器“方舟一号”从无到有，
从图纸变为现实。今年6月，这个携
带太空生物实验舱的飞行器在内蒙古
成功发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切只是
张馨心学习探索的一个侧面。这个看
起来白净文弱的女孩是学校动漫社社
长，喜爱篮球，擅长定向越野。“学校开
设了机器人、陶艺、足球、京剧、舞蹈等
各个门类的项目制课程，鼓励我们不
断触碰、探索未知的世界。”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习近平总
书记在考察学校时指明的方向，在校
党委书记牛震云看来，同学生们面临
的升学要求并不矛盾。

“兴趣的开启、精神的培养，是学
习的‘永动机’。”牛震云说，“让孩子们
对内探究自己的禀赋天性，对外了解
行业与职业，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的
积累，信心满满走进考场，同时也成为
生机勃勃、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即将备战高考的同时，张馨心也
期待着第二颗、第三颗科普小卫星发
射成功的消息。同时，她的目光，已经
投向更远更高的世界：“在未来，航天
科技不会只停留在探索太空。我想从
事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监测等方面的
工作，更多地造福人类。”

【记者手记】

好的教育如同静待花开。
不是守株待兔的无所作为，也不

是拔苗助长的急功近利。机械“刷题”
培育不了创新精神，超前教学更涵养
不出人文素养。时代越是向前发展，
就越是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

“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核心”。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国持续深化中
高考改革，通过新编义务教育教材培
养学生阅读兴趣，提倡增加课后服务，
组织学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大
课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点点滴滴播撒阳光，经年累月
铸就美好。蓓蕾吮吸雨露，终将尽
情盛放。

【故事四】曾经的“差
生”走上“成才大道”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的基础工程，要上下共同努力进
一步办好。”

这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
州调研时，对职业教育作出的重要
指示。

4 年过去了，想起这段话，今年
高职毕业的李明扬仍然难掩激动：

“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让我从
‘差生’的阴影中解放出来，走上‘成
才大道’。”

曾有一度，李明扬觉得，人生的路
越走越窄。

中考成绩仅有200多分，初中毕
业的李明扬面临“没书读”的窘境，职
业学校成为不得已的“将就”。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贵州省机械工业学校实训基地，李明
扬和同学们正在进行车加工、数控机

床、机器人示教、激光打印等课程的实
训。习近平总书记走到他们中间，观
摩他们操作，询问他们学习感受。

“各行各业需要大批科技人才，也
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大家要对自己
的前途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给李明扬和同学们吃了一颗“定心
丸”。

动手能力很强的李明扬开始领悟
一个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让才华
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尽情绽放，又何
尝不是一种成功？

过去的彷徨，化作对专业满心的
热爱，小伙子从早到晚“泡”在实训室
里钻研技术，手被划出一道道伤痕仍
痴心不改。2016年，他代表学校参加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不负众
望勇夺亚军。

企业纷纷递来橄榄枝，学校邀请
担任实训教师……曾经的“差生”，扬
眉吐气实现了“人生逆袭”。

和李明扬一道“逆袭”的，是紧跟
企业用工需求的职业院校。以李明
扬高职毕业的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
院为例，学院根据市场需求新开设工
业机器人、3D打印、大数据呼叫等专
业和课程，并添置先进设备、改善教
学硬件。近年来，该校的毕业生遍布
全省，已成为装备制造技能人才的一
支生力军。

找准适合自己的专长，职教学生
可以展现出“无穷大”的潜能。李明扬
深信，他的人生，无限广阔、无比精彩。

【记者手记】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人才园地
中的百花齐放。我们有陈景润、屠呦
呦，也要有“大国工匠”。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职
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努
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术技能人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省部共建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印发……我国职
业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

日益发展的职业教育，搭建起人
才成长的“立交桥”。当无数“李明扬”
汇聚在一起，“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
展 其 才 ”的 社 会 氛 围 蔚 然 成 风 。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带着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红榜

黑榜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8月6日12时-8月7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1

9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6

20

19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 本报记者 袁宇

“每天清晨，我们都会把自家院
子和门前打扫干净，让游客进村后看
到整洁的环境能有好心情。”8月5
日，琼海市嘉积镇北仍村村民王秋香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她在村内经营一
家咖啡店，“如果村内垃圾成堆，污水
乱流，别说游客不会来，我们自己都
不想留。”

走进北仍村，村道整洁，曲径通
幽，林木掩映，环境优雅。这里是琼
海久负盛名的美丽乡村。

“以前猪棚、鸡棚、鸭棚乱搭乱
建，污水横流，牲畜乱跑，是美丽乡
村建设改变了这一切。”官塘村党支
部书记李成义介绍，北仍村是官塘
村委会下辖的一个自然村，2014年
北仍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完善了
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

“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村民的思想。”
在2015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的部分嘉宾参观了北仍村，从那

时起，北仍村迅速走红，接待的游客
越来越多。

“来的人多了，发展的机会就多
了。”村民刘建平说，他和妻子如今在
村里规划好的摊位上卖水果、特产，
收入比以前高得多，“要是满村都是
垃圾、粪便，游客肯定就不来了。就
冲这个，我们也得把村里的环境卫生
搞好。”

2015年 6月，北仍村制定村民
环境卫生公约，对环境卫生维护提
出详细要求。“比如不允许放养家
畜，房前屋后必须天天打扫。”李成
义说，为了打造整洁的人居环境，北
仍村把猪棚、鸡棚、鸭棚迁出了居民
区，全面实行“门前三包”责任制，彻
底整治荒草丛等。

为了进一步动员村民做好环境
卫生治理，北仍村还在村内开展环境
卫生大评比、文明家庭大评比等活
动，通过年底发放奖金的形式，进一
步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
极性。

2018年 6月，在制定村规民约
的基础上，北仍村自己成立了管委
会，充分发挥组织作用，严格监管，
保证村规民约的有效履行，调动村
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培养良好习
惯，推进移风易俗，进一步促进乡
风文明建设。

“到现在，已形成人人爱护环境
的好氛围，村民在路上看到垃圾会随
手捡起来，扔进垃圾桶。”李成义说，
北仍村现已实现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村民自觉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村党支部时常
会组织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行动，为
游客营造整洁的环境。

环境美起来，游客多起来，村民
的腰包也鼓了起来。“北仍村80%的
村民都参股旅游项目，把‘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刻在村口的
木牌上，就是要提醒大家珍爱绿水青
山，家园环境变好了，家乡的一草一
木都能帮大家赚钱。”李成义说。

（本报嘉积8月7日电）

琼海北仍村：

环境美 游客多 村民腰包鼓

■ 本报记者 袁宇

建筑垃圾在环村道路、房前屋
后胡乱堆放，散养的家禽在村内四
处乱跑，槟榔园成了垃圾堆放场，

“门前三包”责任牌上没有任何责任
人信息……8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
在琼海市中原镇君墩排岭村发现，
该村人居环境脏乱差，村民环境卫
生意识薄弱。

走进君墩排岭村，村道旁是一片
葱郁的槟榔林，林间横七竖八地堆放
着一些废弃的木材、家具及陈年垃
圾，地上满是枯枝落叶，看起来一片
狼藉。住在村道边的一位村民表示，
这些杂物垃圾堆放在槟榔林间很方
便，“而且也没人管，再说也不知道该

怎么处置。”
穿过槟榔林进入村子，海南日

报记者注意到，椰子壳、塑料垃圾、
废弃砖瓦等垃圾随意堆放在环村
道路旁，有的垃圾就扔在村民房屋
的大门前。在村口一间紧邻村道
的民房前，大量泛着青色的红砖随
意堆放，散养的家禽四处跑动，留
下一地鸡粪。

海南日报记者还发现，村民家
门前张贴的“门前三包”责任牌上所
有的信息栏都是空白，既没有责任
人的名字，也没有责任人的联系方
式。这些“门前三包”责任牌由中原
镇政府统一印制，上面印有包卫生、
包绿化、包秩序等内容，并公布了监
督电话。然而，在这些张贴了“门前

三包”责任牌的民居前，垃圾杂物随
意堆放、家禽乱窜等环境卫生问题
格外醒目。

君墩排岭村属琼海市中原镇乐
群村委会管辖。针对发现的问题，海
南日报记者联系了乐群村党支部书
记许登云，他表示，“门前三包”责任
牌由各村民小组自行领回张贴，责任
牌上信息栏空白有可能是字迹褪色
造成的，也有可能是“门前三包”责任
牌上墙时未落实到位。乐群村实行

“门前三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一
直没有养成良好的环境卫生习惯，今
后将加大宣传力度，让村民们自觉维
护环境卫生，将“门前三包”责任制落
实到位。

（本报嘉积8月7日电）

琼海君墩排岭村：

建筑垃圾乱堆放“门前三包”成空文

扫 码 收
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
的英语音频。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支持在海南建设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和省
级体育中心，鼓励发展赛马运动等项目，支持打造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Support Hainan in building the Na-
tional Southern Base for Sports Training
as well as the provincial sports center，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horse rac-
ing and other events，and support Hain-
an in building a national sports tourism
demonstration zone.

自贸英语角
A：How much will the taxi cost？
出租车费用是多少钱？
B：About 20 yuan，I think.
大概20元。
A：Can I go to Haikou East Train

Station by bus？
有公交车去海口动车东站吗？
B：Yes.It takes only about 15minutes.
有的，大约需要15分钟。

我省普通高中学校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
违规入读的不予办理学籍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陈卓斌）海南日报
记者8月7日从省中招办获悉，2019年海南省普通
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其中，在少
数民族聚居市县（含汉族地区少数民族聚居乡镇）
初中学校毕业的考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330
分。在汉族地区初中学校毕业的考生为380分。

省中招办提醒，各普通高中学校录取考生必
须严格执行以上最低控制分数线（特长生除外），
省中招办将通过技术手段监控并限制低于最低控
制分数线的考生在中招录取管理系统上进行录
取，违规入读的不予办理学籍。

关注中招

北仍村村民家的庭院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在君墩排岭村，槟榔园成为垃圾堆放点。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上接A01版
据悉，今年的嬉水节以“相约嬉水节，美好新保

亭”为主题，活动全程简约而不失精彩。在保留历年
“取圣水”仪式、嬉水节开幕式、大型民族歌舞晚会、
传统民俗嬉水狂欢、琼台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民
族传统体育比赛、非遗技艺展示与集市等节庆活动
的基础上，增加了美食购物嘉年华消费活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保亭将以民族传统节庆活动为载体，进一步传承
和弘扬黎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嬉水节
活动的品牌影响力，加强对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
相通、文化相融，提升保亭文化旅游内涵和整体形
象，推动全域旅游建设，促进保亭文化旅游产业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添砖加瓦。

万人相约保亭嬉水狂欢

海口秀英区打造
诚信美食夜市广场
制订“星级信用经营商户”评选标准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 张丽珍）8月7日晚，海口市秀英区寻尝
里美俗夜市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每家小吃
店铺前，所有美食的价格以及证照都一目了然，
被评为“星级信用经营商户”的商家更是把招牌
放在显眼位置。目前，海口秀英区正结合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通过制订“星级信用经营商户”评
选标准等一系列举措，将“寻尝里”打造成诚信美
食夜市广场。

据了解，海口“寻尝里”夜市位于秀英美俗路
及秀英大道交汇处，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是一座
融美食、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型夜市。

“夜市制订了‘星级信用经营商户’评选标准，
在商户间开展评比活动，形成监督、促进机制。要
求各商户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经营、信守规
约，做到门前三包。”海口市秀英街道工委委员纪
小虎介绍，这种机制督促着商家不断提升服务，做
到诚信经营，最终让消费者受益。

初次评定就获得五星级信用经营商户的水晶
宫粤菜馆负责人李蓉介绍，打造诚信示范美食城
规范了食品安全管理，优化了就餐环境，提升了
整个夜市的人气和品质，对于消费者和商家来说
是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