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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安排交通劝导
志愿者接受“充电”

本报金江12月5日电（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张斐）12月5日上午，澄
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共青团
澄迈县委在澄迈金江镇南亚广场开展
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培训交流会。
共青团澄迈县委、澄迈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夕阳红志愿者团队共30余人参
加此次培训。

交流会上，培训人员主要围绕交
通安全基本知识、路面交通指挥基本
手势、口哨、旗帜使用动作规范以及志
愿服务过程中的站姿站位、文明用语
等方面，对志愿者如何开展交通文明
劝导规范作了重点培训。

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通过培训活动，提高澄迈
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水平，巩固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澄迈以“八严工程”为抓手，推进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铁拳破毒瘴 清风拂城乡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张胜楠

“现在一个月能挣
4000多元，从没想到自己
也有回归社会、创造价值
的这一天。”日前，在澄迈
县老城镇邮局，43岁的阿
军（化名）一边忙着取报纸
准备送往订报人手中，一
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阿军是澄迈老城镇东
水港村人。10多年前，他
染上毒品，此后被多次送
往 戒 毒 所 强 制 戒 毒 。
2017年，阿军从戒毒所出
来之后，东水港村委会干
部与曾维军形成结对帮
扶。两年间，阿军没再沾
染毒品，并在村干部的帮
扶下找到工作，过上了正
常人的生活。

近年来，在澄迈县，像
阿军一样戒掉毒瘾、走上
工作岗位的戒毒者不少。
截至目前，澄迈县实现就
业帮扶戒毒人员1098人，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就
业帮扶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不仅如此，澄迈县社
会治安形势明显转变。与
毒品犯罪活动密切关联的
“盗抢骗”案件同比下降
64.4%，带动了日接警量
和刑事案件发案数“双下
降”、刑事案件“零发案”天
数大幅上升；澄迈县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攀升，
从88.5%上升到91.5%。

东水港村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
史的渔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
渔民靠出海打渔发家致富，建起洋
楼。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
股吸毒的歪风邪气让这个原本富裕
的渔村沉沦。

2001年至 2012 年是当地吸毒
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在此期间，全村
900户渔民，吸毒户超过100户。

“受毒品影响，村里盗窃成灾，渔

船上的水泵丢失是常事，甚至锅里煮
着饭，稍不留意，就有人进门把锅整
个儿端走。”提起这段往事，东水港村
委会副主任罗赞刚摇摇头说，那时百
姓生活长期受到困扰，苦不堪言。

2017年，在澄迈县委、县政府的
支持下，东水港村创新开展“基层党
建+禁毒”工作模式，让村里的70多名
党员担任戒毒帮扶人、发展产业担保
人，与戒毒者形成“1对1教育帮扶”。

村委会还给戒毒人员每人配一个对讲
机，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村中事务。

阿军当时刚从戒毒所出来，村干
部几乎每天上门与他和他的亲属交
流，了解其思想动态。为了引导他走
上正路，党员和村干部又当起了就业
担保人，给阿军在镇里介绍了一份游
泳安全员的工作。今年初，工作干劲
越来越强的阿军又主动换了一份薪水
更高的工作，成了一名送报的邮递

员。两年了，阿军没再沾染毒品。
“他像重新换了个人似的，工作

干劲很足，每个月还给孩子1200元
生活费。”阿军70多岁的老父亲泪眼
婆娑，难掩内心的激动。

现有数据显示，东水港村登记在
册的135名吸毒人员全部戒断并得
到巩固，其中63人成功戒断3年以
上，无一复吸，且3年来未新增一例
吸毒人员。

“基层党建+禁毒”帮助戒毒者回归社会

东水港村的禁毒工作之所以取
得成效，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协助：共
青团澄迈县委在东水港村打造“重见
阳光”帮扶行动点，实施志愿者、社工

“1+1+1户”禁毒帮扶新模式，不定期
邀请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访
谈助援活动；澄迈县妇联不定期在东
水港村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让涉
毒人员感受家庭的亲情和温暖；“妈
妈训教团”和团县委的禁毒志愿者
们，利用广播、警示牌、警示标语等多

种形式开展各类宣传教育培训10余
场，发放拒毒防毒手册等宣传资料、
读本和禁毒围裙、禁毒购物环保袋等
宣传品近万份，营造出了浓厚的禁毒
宣传氛围。

“以前总觉得没有头绪，不知道
如何开展禁毒工作。现在不一样
了，东水港村离‘无毒村’的目标越
来越近了。”罗赞刚介绍，在澄迈县
委、县政府、县禁毒委及老城镇委政
府的支持指导下，2017年底，东水

港村委会新的禁毒工作领导小组成
立，誓言摘掉“毒品重点挂牌整治村
庄”的帽子。今年10月启动的“无毒
村庄”创建活动，更是让东水港村人
看到了禁毒之路的曙光。

自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
来，澄迈县里设立了12个镇级禁毒
办、社戒社康机构和191个村级社
戒社康机构，健全“县—镇—村”三
级禁毒机制，构建起党委政府统一
领导、禁毒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

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禁毒工作
格局。

2017年以来，澄迈县先后投入
禁毒经费近 1.3 亿元。其中，投资
8700万元新建了可容纳800名戒毒
者的强制隔离戒毒所，投资600万
元建成公安监管门诊部及病残吸毒
人员收戒监区，投资700万元创办
仁兴戒毒康复产业园，调动和激励
全社会力量投入禁毒工作，发放奖
金500万元。

多部门携手发力形成禁毒新格局

禁毒工作的持续开展，让更多的
改变悄然发生在澄迈百姓的身边。

“我养的8000多只鸭子，全都放
在野外过夜，没禁毒之前，我可不敢
这么大胆。”加乐镇加朗村的养鸭大
户王贤祥对禁毒成效有着很直观的
感受。2014年，当时还是贫困户的
他，在政府帮助下建起鸭棚，发展起
养鸭产业。“那时候天天担心鸭子被
偷，村内吸毒的闲散人员太多，鸭子
也总是无缘无故不见了。”王贤祥说，
为了防盗，他只好吃住在鸭棚。

2016年11月，澄迈县以全省禁

毒三年大会战为契机，以前所未有
的打击力度和高压态势向毒品宣
战。王贤祥逐年感受到了明显的变
化，村内闲散人员少了，偷鸭子现象
也越来越少。如今，王贤祥的养鸭
规模从最初的3000只扩大到如今
的8000多只，他放心地从鸭棚搬回
家里住了。

“三年来，全县上下积极推动‘八
严工程’（严打、严整、严堵、严收、严
管、严教、严奖、严责）落地扎根，成效
明显。”澄迈县公安局副局长、县禁毒
办主任王远天说，澄迈县坚持预防为

先，力推“严教”工程，积极发动全民
参与禁毒三年大会战，提升人民群众
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同时，坚持以

“严打”开路，打防结合，极大地震慑
和遏制了毒品犯罪的嚣张气焰。

澄迈县还创新病残吸毒人员收
治工作机制，在全省率先建立公安监
区门诊部，整合医疗资源，为收治场
所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破解病残吸毒
人员收治难“顽症”，实现“严收”工程
目标；创新堵源截流机制，公安、海
警、港务等部门围绕构建“三道防线、
两个加强”战略部署，在全省率先开

展“双岸长”试点工作机制，落实35
公里海岸线巡逻防控和1500多条渔
船常态化管理，织密澄迈县域内海上
防线、口岸防线、路上防线，严密封堵
毒品流入渠道。

王远天表示，在“严管”工程的推
进过程中，澄迈创新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工作机制，创办仁兴戒毒康复产业
园，在永发镇卜罗村实践“党建+禁
毒”模式，带动大丰镇设立亲情驿站、
老城开发区开通吸毒人员就业媒介新
渠道，为吸毒人员回归社会架起桥梁。

（本报金江12月5日电）

“八严工程”提高全民禁毒意识

■投资8700万元建成可容纳800人的强制隔离戒毒所

■投资600万元建成公安监管门诊部及病残吸毒人员收戒监区

■投资700万元创办仁兴戒毒康复产业园

■调动和激励全社会力量投入禁毒工作，发放奖金500万元

乡村振兴工作队携手包点单位
解决农业缺水难题

坡脑村的田洋
终于能“解渴”了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12月3日18时许，在澄迈县老城镇坡脑村的
一片田洋里，几个村民一边忙着栽种冬瓜苗，一边
闲话家常。“以后种瓜菜不愁水了！”村民陈德秀看
着不远处一座新砌的水井房发出感慨，“我把以前
撂荒的3亩地重新种上了，以后要更努力干活喽！”

今年2月20日，一支乡村振兴工作队入驻坡
脑村。驻村第一天，坡脑村党支部书记朱学孝便
急切地向工作队提出，希望尽快帮助解决农田用
水问题，拯救近3000亩田洋。

坡脑村交通便利、地势平坦，村民以种植冬
瓜、辣椒等冬季瓜菜为主要经济来源。但长期以
来，这里的连片耕地灌溉用水十分困难，3000亩
田洋间仅有5口村民自打的抗旱井，一些村民不
得不轮流购买私人抗旱井的水进行灌溉。每次从
水井抽水，都要拉几百米的水管到田间，还要拉几
百米电线供抽水泵使用。说起此事，村民江宗明
摇摇头，“更糟糕的是，一旦遇上旱季，水位下降，
有的井抽不出水来。”

还有一些村民只能依靠7公里外的电灌站，
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水从电灌站输到自家田
里，得花上一天一夜。陈德秀说，不少菜农被迫
放弃了原本不错的田地，任其撂荒。

“解决灌溉用水难题，就是帮助坡脑村解决产
业发展问题。”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王林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当时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多次商讨
并最终确定，打深水井是为农田“解渴”的最佳方
案。打多少水井，位置选在哪里？今年6月初，经
村民投票决定，以仁心村小组和坡脑村小组为试
点，先在这两个村小组的田洋间分别打一口水井，
预计最少能解决500亩以上的农田灌溉问题。

坡脑村包点单位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得知后，资助了17.56万元，并请来
工程队施工建设。3个多月后，两口深达130米
的水井打成。乡村振兴工作队又拿出1.3万元工
作经费，给两口水井分别建了一座简易井房。

“最近正在拉高压线，不出10天，水井就能投
入使用，正好赶上冬季瓜菜播种。”王林说，建成后
的两口水井属于村集体，设专人管理，向用水村民
收取一定水费，纳入村集体经济，用于水井管理维
护及村内其他产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坡脑村灌溉用水难的
同时，工作队还联合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发展有
限公司先后投资7.5万元，建设7条排污管道，使
新旧污水管网连成片，并配套建设一个污水处理
池，让污水经过沉淀过滤后排出村外。

“家门口干净整洁了，灌溉用水也不用愁了，
没了烦心事，大家的心情也跟着变美了。”村民吴
海芳说，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带动下，村民们劳
动劲头十足，农忙时大家在田间地头种瓜菜，农
闲时家家户户自觉参与环境卫生整治，让村子越
来越美。 （本报金江12月5日电）

本报金江12月5日电（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叶上荣）“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舞台上，飘
荡着动听的歌声；画架前，两位银发
老人挥毫泼墨。一曲唱罢，一幅八尺
国画绘就，画上梅枝舒展，栩栩如生，
现场观众无不拍手叫好。

这是12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澄迈县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
暨2019年社区教育学习优秀成果展
现场看到的情景。台上的表演者是
澄迈县椰岛小城社区学校国画班的

“候鸟”学员。
椰岛小城社区是澄迈县“候鸟”

生活的重要社区。2014年，“候鸟”
岳中堂退休后来到澄迈，秉持着“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无私奉献，服务社
会”的宗旨，创办了康乐美老年大学、
椰岛小城老年大学等，为一些退休后
来此定居的“候鸟”提供学习、娱乐交
流平台。椰岛小城老年大学后更名
为澄迈椰岛小城社区学校，并与养老
协会合作，从协会成员中聘请具有专
业特长的“候鸟”人才担任教师，无偿
进行志愿服务。第一年，学院开设3
个班，共有32名学员，如今已开设国
画、书法、声乐、舞蹈、模特、太极、柔
道、瑜伽、摄影等 28 个班，学员达
711人。

“我们制定了课表，周一至周日
每天都有课程安排，学员既有本小区
居民，也有周边群众。”椰岛小城社区
学校校长才鑫告诉记者，2018年至
2019年，学校还聘请了45名有特长
的老师担任教学工作，教师队伍中不
乏能人。

76岁的倪大江原本是甘肃兰州
城市学院的书法教师。退休多年的
他，每年从家乡“飞”来澄迈过冬。去

年，倪大江开始在椰岛小城社区学校
担任书法教师，教授30多个学员。“没
想到退休多年还能重操旧业，发挥余
热，不仅找到了归属感，还结识了不少
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倪大江说。

据澄迈县2017年底开展的“候
鸟”人才信息摸底调查统计显示，每
年来澄迈过冬休闲的“候鸟”多达9.5
万人，其中包括了退休专家学者、企
业高管、资深专业人员等，且逐年呈
增长趋势。这些“候鸟”人才主要聚

集地为金江、老城、大丰、福山，永发
这5个交通较便利或商住小区环境
较优越的中心城镇。

近两年，澄迈县通过发挥“候鸟”
效用，以社区教育为切入口，构建全
民终身学习体系，助推澄迈职业教
育、成人教育事业发展。

“‘候鸟’人才为澄迈的社区教育
作了很多贡献，澄迈县委、县政府也
高度重视‘候鸟’人才的作用。早在
2017年，澄迈县委组织部就在椰岛

小城老年大学和康乐美社区学校设
立了澄迈县候鸟型人才工作联络站，
建立了‘候鸟人才资源库’，助力澄迈
社区教育发展。”澄迈县教育局工作
人员王健介绍。

此外，澄迈还引导各类专家成立
“候鸟”合唱团、“驻馆艺术家”“老年
大学”“养老协会”“社区学校”等专业
组织，吸引了3000余名“候鸟”参与，
鼓励他们为澄迈提供良好的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持。

澄迈借智“候鸟”打造社区教育平台，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

人才余热“水到”乐活暖巢“渠成”

第五届第三方评估论坛
在澄迈召开

本报老城12月5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张仁圣）12月5日上午，第五届中国第三方评估
论坛暨首届地方督查评估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在
澄迈老城镇召开。来自相关政府部门、高校专家
学者、评估组织代表人员等200余人参会。

本届论坛为期两天，与会人员将就地方督
查评估的理论与方法、第三方评估的技术与标
准、政府重点工作督查评估、政府绩效评估、基
层党建督查评估、地方改革督查评估、乡村治理
与乡村振兴、政策与法律（依法行政）评估、社
会民生评估、营商环境评估等议题进行深入细
致地讨论。

论坛期间，上海国信社会服务评估院向40多
名专业从业人员颁发了评估师资格认证证书，向
20余家相关机构颁发了评估机构评估资质认证
证书。此外，还开通了“同师国评网评院”专题网
络评价评估网站，揭牌成立了“国信社会服务评估
院公共法律服务评估中心”，举行了上海国评院与
青海大学合作的签约仪式。

据了解，该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调查专业委
员会、上海国信社会服务评估院和澄迈县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由国评济强（海南自贸区）智能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三亚国信社会服务评估院、上海同
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澄迈开展“12·4”
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本报金江12月5日电（记者余小艳）12月4
日是我国第六个国家宪法日，澄迈县司法局牵头
该县政协、县总工会、县妇联、团县委、县人民银行
和县公证处等7家单位在金江镇开展了2019年

“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参与活动的单位通过设置宣传台、

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开展法律咨询、张
贴宪法宣传挂图等形式，结合当前禁毒三年大会
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脱贫攻坚等热点、难点工
作，向群众宣传宪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各单位向群众发放了新修订的宪法单行本、
宪法解读宣传折页和扫黑除恶、毒品预防、行政复
议、法律援助、农民工维权、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等
相关法治宣传资料以及环保袋、围裙、毛巾、指甲
钳、手机架等10多类普法宣传品3000余份，解答
群众法律咨询10余人次，为国家宪法日的法治宣
传营造良好氛围。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集市在文儒镇举行

本报金江12月5日电（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林思敏）12月2日晚，澄
迈县供销社联合文儒镇在该镇文丰村
开展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集市活动。文
丰村及周边村庄的贫困户和农户携带
瓜果蔬菜前来参加集市。

在电视夜校集市现场，新鲜的蔬
菜、木薯、甘蔗、鸭蛋、阿胶、红米、酸菜
等农产品吸引了各级帮扶单位和附近
居民前来采购。据了解，现场共展出
18种农特产品，均为文儒镇下辖的各
村农户们种植和养殖。活动当晚，农
产品销售额约1.3万元。

澄迈县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是为了激励贫困户主动售卖
农产品，帮助他们拓宽销售渠道、增加
收入，以后还将继续开办此类活动。

缴获各类毒品

共破获毒品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

共查获吸毒人员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行政拘留

145起

203人

193人

172人

21人

406克

澄迈县先后投入禁毒经费近1.3亿元，主要用于

2017年以来

12月3日，澄迈县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举行，“候鸟”教师（右）教小朋友做寿司。 通讯员 叶上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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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澄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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