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19年11月17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杨薇A03 综合

■■■■■ ■■■■■ ■■■■■

据新闻报道，万宁市将开展依法治理重点人群不孝行为工作，视
行为情节轻重分别依法进行处理，对于情节较为严重涉嫌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援助，协助老人依法起诉子女；同时建
立不孝行为“黑名单”制度，将其纳入个人信用惩戒范围，作为反面典
型公开曝光。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不得不承认，不孝行为仍然
存在，有的甚至严重危及老年人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可是，一则因
为“清官难判家务事”，社会上对不孝行为多停留在道德层面的谴责，鲜
有看到法律起作用；二则因为“家丑不可外扬”，或者老人念及亲情，对
不孝子女一再忍让等原因，导致一些不孝行为愈演愈烈，不但破坏家庭
伦理，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孝或不孝
看似只是家事，实则关系到家庭伦理的传承、文明秩序的培育、社会风
气的涵养，需引起多方重视。

此次万宁提出治理不孝行为，新意在于行政力量的“主动亮剑”，即
针对不孝行为，不再将其局限于群众的家事，不再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
面，不再被动等待当事人投诉才介入，也不再等到构成严重犯罪才运用
法律武器。对不孝行为及时纠偏，有助于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引
导社会公序良俗，传播积极向上的社会正能量。

笔者认为，此事更大的亮点在于具有普法意义，运用法治力量整治
不孝行为。如果不孝行为已经严重到触及法律，当事人就必须承担法
律责任。

当然，运用法律整治不孝行为，并不是将现有的法律条文简单套
用。今年7月，陕西安康旬阳县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打击忤逆不孝
违法行为的通告》，引发舆论热议，焦点之一是如何实现法律法规的精
确具体，让其既具有可操作性，又体现出公平公正原则。这对我们也有
着启示意义。毕竟何为孝何为不孝，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要做到
不偏不倚、一视同仁，需要进一步细化条文进行厘清，方能为治理行动
提供明确依据。再则，治理不孝行为也需要严执行，特别是在基层，一
些人法律意识淡薄，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导致群众不理解不合作，从而
好心办了坏事。

总而言之，尊老敬老既是子女的责任，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舆论引
导；既是家庭融洽的必备条件，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既有利于老
年群体，也将惠及一代又一代人。万宁此番整治行动，从基层组织的

“主动亮剑”，法律层面的主动介入，到社会层面的舆论引导，都为遏制
不孝行为提供了新思路，值得鼓励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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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陈春羽

“小刘阿叔今天特别帅，新娘子
也很美，祝百年好合！”11月16日一
大早，定安县深田村福山禄小学的操
场上，一场简单的婚礼正在举行，新
郎、新娘不是本村人，可乡亲们却早
已经把这对新人当亲人。

新郎叫刘先觉，2016年 11月，
农工党海南省委会选派他到深田村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3年下来，村民
亲切地喊他：小刘阿叔。

3年前，32岁的小刘阿叔还单
身，被选派驻村，家里人担心他找不
到媳妇，但是他还是服从组织安排，
来到这里扎根。当时深田村是一个
贫困村，共有贫困户50户205人。

起初，村干部认为省里派下来的
帮扶干部大多是走过场，不会怎么深
入开展工作，从心底并未接纳他，对
他客套敷衍，时常以在外面忙事为由
避而不见。

然而，刘先觉用实际行动感染了
大家。除了主动与村干部及镇包点
干部沟通工作，他还积极参加村党支
部会议、村民大会，自然村组会议，制
定驻村帮扶计划。为了因户施策，让

帮扶政策更好地落地，刘先觉挨家挨
户了解贫困户的情况。

16日当天，村民王玉花早早地
按照风俗封了一个“利是”，但是刘先
觉坚决不收。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小刘阿叔尽职尽责，在了解我们家
的情况后，很快，我们一家3口就被
纳入低保。”王玉花回忆，由于丈夫去
世得早，自己身体羸弱，仅靠打零工
养活一双上大学的儿女。

在刘先觉的帮助下，近两年，王
玉花先后加入了定城镇智伟养殖专
业合作社、定安渔光互补光伏项目
和深田村级光伏发电站，并通过深
田村提供的公益性岗位成为村里的
保洁员。

但刘先觉认为这还不够。为此，
刘先觉加了王玉花两个孩子的微信，
在鼓励他们完成学业的同时，也鼓励
他们适当务工。2018年，王玉花一
家人一起努力，全年收入超过3.6万
元，远超贫困线标准。

贫困村民黄信就也来了，他曾因
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干活不积极等原
因导致贫困。刘先觉经常找黄信就
拉家常，帮助他的子女申请教育补
助，并谈心劝说其积极工作。

在刘先觉的联系下，农工党海南
省委会相关负责人还先后9次深入
深田村开展调研、义诊、捐赠、消费扶
贫、慰问等活动，为贫困户购买猪仔
饲料、小黄牛、鸡苗及鸡饲料、农用复
合肥等扶贫物资，组织贫困户入股合
作社，为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提供
健康扶贫和公益性岗位，解决了村民
的饮水安全问题，并在村里捐建爱心
图书室。

“看到小刘阿叔和他的单位为我
们做了这么多，大家的收入也上来
了，如果我再不努力，拖了大家后腿，
就太对不起他们了。”此后的黄信就
努力工作，成了村里转变最大的人。

2018年底，深田村成功实现了
整村退出，贫困发生率降为零。而此
时，刘先觉的驻村帮扶工作也进入倒
计时。

“我是在他驻村后，经朋友介绍
认识他的，相识一段时间后，我来到
村里看他，听乡亲们念他的为人好，
才下决心和他在一起。”新娘杨勤广
告诉记者，他们恋爱后聚少离多，她
经常来村里看他，恋爱1年后，去年
领证结婚了，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张罗
婚礼。

驻村帮扶工作结束，刘先觉本可
以回城了。然而，经过再三考虑，并
和妻子杨勤广商量之后，他决定继续
留在村里，巩固扶贫成果。今年2
月，刘先觉成了深田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的一员。

“他太忙了，一心扑在村里的工
作上，很少回海口，婚礼也一拖再
拖。”杨勤广说，连两个人要见面都需
要她到村里来，在刘先觉的带动下，
她一有空就到村里帮忙干活，俨然已
经成了乡村振兴工作队“编外人
员”。乡亲们也早就认识这位村里热
情的“新媳妇”。而为了不再让婚礼
拖下去，两人征得家人和单位领导同
意后，决定就在村里办婚礼。

16日上午10时许，伴随着婚礼
进行曲的播放，刘先觉和杨勤广的结
婚仪式开始了。婚礼不收礼金，不设
喜宴，简单的仪式浪漫又温馨。村民
的掌声阵阵，将祝福送给这对新人。

对于婚礼后的安排，刘先觉说，
当前正是驻村任务紧张的时刻，一天
都耽误不得，“我只能和妻子再说一
声抱歉，等驻村工作结束后，再好好
陪伴她。”

（本报定城11月16日电）

定安深田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刘先觉在驻村迎娶心上人

帮扶村里的“迟到”婚礼

■ 本报记者 袁宇

11月14日清晨，琼海市会山镇
三洲村贫困村民周家忠一早就来到
山中的橡胶林，给自家4个养鸡棚消
毒。今年10月，4个养鸡棚出栏1万
只鸡，给他带来1.7万余元收入。

“这次消毒完，等20天就能进下
一批鸡苗了。”仔细对鸡棚角落喷洒
消毒药水的周家忠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这些消毒药水、鸡苗都不用他出
钱，“我养鸡‘零成本’。”

“零成本”如何养鸡？“养鸡有
成本，但由公司负担。村民不出
地，不出苗，连饲料都不用出，只出
劳力就行。”三洲村驻村第一书记
姜雨林说。

三洲村是一个位于山区的苗族
村庄，长期经济欠发达。为了推动三

洲村产业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今
年6月，三洲村驻村工作队引进琼海
市会山丛林鸡养殖有限公司，与龙头
企业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有限公司
合作，发展丛林鸡养殖。

养鸡所需的鸡苗、鸡饲料、养鸡
技术以及养鸡棚建设等都由会山丛
林鸡养殖有限公司负责。出栏的鸡
则由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有限公司
负责保价回收。

三洲村丛林鸡养殖项目还重点
突出党组织引领。项目由镇党委、镇
政府整体指导，乡村振兴工作队负责
项目的引进、协调、落地、日常监督，
为养殖户提供保障。

“每个养殖基地都有1名村‘两
委’干部管理及监督，传味公司党支
部安排1名党员负责技术指导和培
训。”姜雨林说，劳力充足的农户每户

4个鸡棚，劳力不足的家庭每户2个
棚，“1户就是1个养殖基地。”

由于村民养殖技术薄弱，三洲村
饲养的鸡以2个月月龄的中鸡为主，
每只鸡约75天至85天就可出栏。

“养中鸡风险小，存活率比较高，
而且出栏周期短，见效快。”会山丛林
鸡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管世文说，如
因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龙头
企业还会补偿损失的80%，尽可能
保证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很开心，有收入，还能学技术，
我还要继续养，养多一点，学多一
点。”周家忠开心地说。

“销路不愁，大家发展产业的信
心更足。”管世文透露，目前已有30
多户村民报名养鸡，其中14户是贫
困户，11月底将启动第二批鸡棚建
设，“年内完成50个到100个鸡棚建

设，优先提供给贫困户及边缘户。”
不仅养鸡“零成本”，三洲村村民

还能到养鸡场打短工挣工钱。
“卸鸡苗、饲料啦，还有做防疫、

抓鸡出栏等等，工作机会可不少。”三
洲村贫困村民陈永吉常到养殖基地
做工，他最喜欢帮忙抓鸡出栏，“一晚
上干3个小时能挣100元工钱。”

产业日渐兴旺，村民干劲更
足。目前，三洲村已出栏2万只鸡，
首批销售额达8万多元。“净利润的
70%已发放给养殖户，余下的作为
村集体经济收入，由公司继续投入
到基础设施建设中。”管世文说，公
司还与海胶集团东泰分公司签约，
租用870亩橡胶林发展林下养鸡，
明年计划建设200个鸡棚，预计年
收入能达到500万元。

（本报嘉积11月16日电）

琼海三洲村驻村工作队引进企业帮贫困村民发展丛林鸡养殖产业

入伙养鸡“零成本”林中飞出“金凤凰”
本报万城 11 月 16 日电 （记者袁宇

傅人意）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万宁市有关
部门获悉，为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该市日前出台了《万宁市关于开展依法治
理重点人群不孝行为工作实施方案》，将
依法打击整治忤逆不孝不良风气，提升群
众幸福感。

据介绍，此次“治不孝”工作将在万宁
市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开
展。主要治理对象为：与老人分户另过，对
老人生活不管不顾，不赡养老人的；子女住
安全住房，任其老人住危房和不安全房屋
的；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而好逸恶劳、违
背父母意愿长期“啃老”的；子女众多但在
赡养父母老人的义务上互相推诿、纠纷不

断，致使赡养责任落空，父母生活困难的；
实施家庭暴力，虐待老人的；对老人冷漠，
长期不看望或者问候、遗弃老人的；老人患
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不送治、不护理、不
照料的。

对于存在不孝行为的人群，相关部门将
根据其行为轻重采用不同的治理方法。对
于情节较为严重涉嫌构成犯罪的，由司法行
政机关提供法律援助，协助老人依法起诉子
女，老人没有能力起诉的，由村（居）委会代
为起诉；同时，政法机关与相关部门依据诉
讼结果，建立不孝行为“黑名单”制度，将其
纳入个人信用惩戒范围，作为反面典型公开
曝光并向社会公开，不得享受信贷、教育、就
业、产业奖补等政策。

万宁将治理重点人群不孝行为
依法打击整治忤逆不孝不良风气

造船企业
助力扶贫

本报三亚11月16日电（记者徐慧玲）
11月16日，三亚城市乐跑赛在三亚湾椰梦
长廊欢乐开启。此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三
亚近70家企事业单位的1500多名选手参
赛，他们在椰风海韵中释放运动激情，传递
健康快乐的乐跑文化。

此次乐跑赛道全长约5公里。比赛开
始前，乐队的激情演唱、黎族民族舞蹈表演
以及趣味嘉年华等活动点燃了参与者的热
情与活力。当天下午3时许，起跑发令枪响
后，1500余名参赛选手活力开跑，他们穿过

沙滩与椰林长廊，成为三亚城市中的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选择在三亚湾开
启城市乐跑赛，是希望参与者通过跑步的方
式发现这座城市的美，享受健康运动的状态。

据悉，城市乐跑赛是由万科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3年发起并主办的约5公里的
乐跑活动，旨在让更多企业关注员工身体健
康，倡导阳光积极的工作生活方式。自创办
至今，乐跑足迹遍布全国60个主要城市，举
办超过400场赛事。

三亚举办城市乐跑赛
15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
2019年“工商银行”杯第十届海南省网球
团体赛11月16日在海南省健身中心网球
场开拍。在揭幕战中，白鲸二队5：0战胜
海口网球3.0队。

本届比赛吸引了白鲸海南生态软件园
队、三亚球王队、海航工行网球队、天鹰网球
俱乐部、海口市龙华区网球队、天诺赛友队
和第一投资集团队等省内20家网球俱乐部
参加。

据了解，海南省网球团体赛由海南省网
球协会于2002年创办，经过17年的精心组

办，现已发展为立足本省并辐射外地的传统
网球赛事，是海南网球界的经典赛事，也是
我省网球协会年度系列赛事计划中的重要
赛事之一，推动了海南省“体育+健康+旅
游”的多元融合。

海南省网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比赛旨在为大力推动网球全民健身活动开
展，为我省广大网球爱好者提供一个相互交
流和展示自我球技的平台。

本届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主办，海南省网球协会承办，海南省体育总
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联合组织。

第十届海南省网球团体赛开拍
20支省内球队参加

近日，在临高县金牌港，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维修船舶。该企业在发展
的过程中，带动周边村庄100多名村民就业，企业还组织贫困户参加技能培训，将贫困户培养成
熟练的修船造船技术工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董光肪 摄

万宁举办爱心扶贫大集市

农产品半天卖出
8万余元

本报万城11月16日电（记者
袁宇 通讯员陈燕清）11月16日，
万宁市政府在礼纪镇墟举办爱心扶
贫大集市，土鸡蛋、地瓜干、番薯、东
山羊、农家鸡、散养鸭、红米、小鱼干
等农特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抢
购。短短一个上午，销售额已达到
8.2万元。

据了解，当天的扶贫集市共设
置了26个展位，12个乡镇的扶贫
产品整齐摆放在展区，一些市民专
程从万城城区赶到集市现场采购。

“我买了2只咸水鸭，比市场的
售价便宜。”家住万城镇的杨玲手上
拎着2只鸭子，她说，“东西实惠，还
能助力脱贫攻坚，一举多得。”

“咸鱼干一包35元，您拿好。”
东澳镇政府工作人员杨树敏也很高
兴，他们这次受贫困户与合作社的
委托来帮忙售卖，开市不到1小时，
带来的咸鱼干、地瓜干、百香果就卖
掉了大半。“现在已经有几千块钱的
收入了，这次收获不错，群众知道了
肯定开心。”杨树敏说。

◀上接A01版
《2018 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

示，演出消费的客单价（单笔消费平均价
格）达到1200元，远高于电影、体育等其
他文化消费领域。在业内人士看来，各
类演出吸引的岛外游客将带来更多消
费。“交通、住宿、餐饮等是基本消费，现在
越来越多观众热衷于在当地多停留几天，享
受一场悠闲的旅程。”海南立梵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总经理华运聪说。

2019年草莓音乐节将于本月下旬在

海口举行，主办方海南五象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方圆计划以“音乐+旅游”
的形式拉动文化旅游消费。“体验型旅游
方式渐成大势，去年草莓音乐节的岛外
观众约 1 万人，今年我们将通过把音乐
节门票与旅游路线绑定，至少将为海南
输送 4 万名游客。”方圆表示，本届草莓
音乐节开发了“荒岛求生”“雨林穿越”等
4条旅游线路，将海南的海洋旅游、乡村
旅游、雨林旅游资源等更好地展现在观
众面前。

海南文化消费市场好戏连连
万宁52所学校后厨实现网络直播
预计年底前全市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建设率达80%以上

本报万城11月16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为保障校园食品安
全，我省正结合“互联网+”大力推进

“明厨亮灶”工程。11月15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
该市目前已有52所学校的食堂后厨通
过互联网实时直播，家长能够通过网
络随时查看学校食堂后厨的情况。

11月15日11时许，在万宁中学
后厨，食堂工作人员身着白色工作服，
系围裙，戴口罩、手套和厨师帽，正在

准备学生们的午餐。厨师们分工合
作，切菜烧锅，有条不紊。这些都是海
南日报记者通过“海南阳光餐饮”App
看到的万宁中学后厨的实时情况。

“学校食堂共安装了56个监控，
全天候面向社会公开。”万宁中学总务
处副主任赖永平介绍，监控覆盖的范
围包括仓库、备餐间、蔬菜和肉粗加工
间、灶台、洗碗间等，学生家长可以通
过App随时监督查看，“后厨根据分
工划分成若干区域，厨师们各司其职

定岗定责，做到桌明灶净。”
据介绍，“明厨亮灶”工程通过“互

联网+”实现网络直播，一方面强化了
社会与管理部门的监督力量，同时也
倒逼后厨工作人员服务升级。“家长们
能看到后厨情况，也要求我们把工作
做得更好，让家长放心。”赖永平说。

万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建设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方面督促学校
抓紧落实设施设备安装和使用，一方
面盯紧工程建设进度，及时解决存在
的问题。

目前，万宁市已有52所学校的食
堂后厨通过互联网实时直播，其中有
22所中小学校，30所幼儿园。另外还
有125所学校已经订购了相关设备，
正在筹备安装。预计在年底前万宁市
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建设率达到
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