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所有
民生事业中，教育承担着促进人的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职能，同时
也是重要的基础性产业。近年来，
澄迈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城乡
教学条件，在提升教育供给质量上
下功夫，推进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去年1月至10月，澄迈全县教育财
政投入14.28亿元。

去年以来，澄迈加快优化办学
格局，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推进“一
县两校一园”工程建设，澄迈成功引
进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海
南中学美伦校区、ischool微城未来
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

国语学校、海南力迈中美（国际）学
校等一批名校项目，以合作办学的
方式全面提升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
的教育服务水平。

去年 6 月，海南力迈中美（国
际）学校宣布正式启用；去年9月，
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正式
开学，来自澄迈各乡镇的466名初
一和高一年级学生进入这所刚落
成的学校就读；今年3月，位于海南
老城经济开发区美伦河畔美鳌岭
上的海南中学美伦校区工程项目
完成方案设计……一所所名校先
后签约落户澄迈，让百姓乐享优质
教育资源。

“不用去外地，在家门口就能读
国际名校，真是太好了！”家住澄迈
县老城镇的学生家长吴女士开心地
说，去年9月开学，她的孩子如愿进
入海南力迈中美（国际）学校就读，
入学后孩子变化很大。

去年5月，位于澄迈的海南生态
软件园，一所以“未来”命名的学校
——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逐渐揭
开了神秘面纱。去年9月，iSchool
微城未来学校正式开学招生。据
悉，该校是海南省教育厅授牌的海
南第一所“海南省基础教育改革创
新实验学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
定位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

除了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
澄迈还不断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
建设，提高教师整体教学水平，促
进教学质量提高。去年，澄迈共招
聘了169名教师，并在全县组织开
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晒
课活动。

“澄迈教育如今发展得越来越
好，老百姓的信心回来了，越来越多
的优质生源留在了澄迈。”59岁的澄
迈中学原校长许劭俊感慨。近年
来，澄迈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教育教
学质量逐步进入全省前列。

去年，澄迈入选首批国家义务教
育质量监测结果应用实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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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班、模特班、舞蹈班、绘画班
……近日，走进位于澄迈县金江镇的椰
岛小城社区，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课堂，
让来自辽宁的“候鸟”刘先生感觉在海南
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寂寞。“社区课堂就在
家门口，方便老年人听课，真是活到老学
到老啊！”

椰岛小城社区学校、金马东康乐美
社区学校、金山社区学校……近年来，
澄迈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营造全民终
身学习的氛围，积极做好社区教育工
作，已创建多所社区学校，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文明健康的消费生活方
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社区，融入
百姓生活，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不断提升。

为加快推进社区教育发展，建设学
习型社会，澄迈出台了相关实施方案，成
立澄迈县社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将社
区教育专项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保障
全县社区教育工作顺利推进。

为办好群众家门口的课堂，澄迈立
足社区，培育多元办学主体，积极引导各
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教
育。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澄迈在全省率
先设立专职的社区教育工作机构——澄
迈县社区教育学院，落实编制，努力建设
以专职人员为骨干、兼职人员和志愿者
为主体的社区教育管理队伍，提升社区
教育服务能力和水平。

“发展社区教育，就是要促进全民
终身学习，提升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和职
业技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澄迈县
教育局局长林旭表示，接下来，该县将
进一步完善社区教育课程，使之成为社
区居民终身学习和接受社区教育的有
效载体。

澄迈着力提高教育医疗服务水平，扮靓城乡人居环境

幸福民生画卷美

在全省率先设立专职的
社区教育工作机构

创办了一
批社区学校，
营造全民终身
学习氛围

“日子越过越好
了，吃穿不用愁，看病
就医方便，身体越来
越棒！”4月 23日 10
时许，在澄迈县福山
镇花场村的文化广
场，七八个头发花白
的老人围坐在一起喝
咖啡、拉家常，不时感
叹着生活的变化，老
人的笑容、健身器材、
绿树红花，构成一幅
温馨和谐的画面。

一枝一叶总关
情，点点滴滴暖民
心。近年来，澄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不断提高改
善和保障民生水平，
民生建设事业成果颇
丰。城乡道路宽了，
医疗条件好了，校园
环境靓了，文体活动
多了……幸福写在澄
迈百姓的笑脸上。据
统计，去年澄迈投入
民生事业的资金达
58.2亿元，占一般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
75.9%。澄迈县委、
县政府稳扎稳打推动
民生建设工作，让改
革发展的红利更多惠
及群众，进一步提升
了群众的安全感、获
得感、幸福感。

医疗卫生事业，关乎老百姓的
身心健康，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为了让群众享受一流的医疗服
务，近年来，澄迈积极推进医联体合
作，引导辖区主要医疗机构与省内
外各大医院组建医联体，与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四川
省成都市双流区中医院、海南省妇
幼保健院、海南省中医院等优质医
疗机构开展业务合作，通过组建医
联体实现医疗资源共享，构建“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
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打造“互联网+”医疗服务平
台。澄迈县人民医院、澄迈县中医

院为该县部分基层医疗机构提供远
程影像诊断服务，推出“基层检查、
上级诊断”的服务模式，解决了基层
医院技术水平不高、人才不足的问
题。据统计，去年全年澄迈共开展
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诊断 832
例。去年10月31日，澄迈县人民医
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共同建立的上海新华澄迈联盟
互联网远程门诊中心正式启动运
营，为两地的诊疗合作提供了平
台。此举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通过互
联网引入澄迈，提升了澄迈的医疗
服务能力。

同时，澄迈加快推进澄迈县人
民医院综合大楼、县疾控中心实验
楼等项目的建设；完成40个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标准化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澄迈县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
群众就医条件明显改善。

“现在跑去海口三甲医院看病
的人变少了，许多疾病在家门口就
能看好！”澄迈县老城镇居民吴秀
琴表示，她今年已经 75 岁了，年
纪大了容易生病，如今澄迈的医疗
服务水平提高了，她感觉看病方便
多了。

澄迈是著名的“长寿之乡”。据
悉，去年澄迈人均预期寿命达79.9

岁。其中，100岁以上老人170人，
百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位居全国前
列。近几年，澄迈充分利用“世界长
寿之乡”的金字招牌，积极发展健康
养生产业，在群众中推广健康绿色
的生活方式，打造健康澄迈。

除此之外，澄迈还提高了养老
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共
济能力和使用效率，推动形成低
保、特困人员和低收入家庭梯度救
助格局。落实医疗基金统收统支
制度，落实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养老、
托育服务体系，重点解决好“一老
一小”问题。

近年来，澄迈以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为目标，举全县之力做好“创
文巩卫”工作。该县把城区416条
背街小巷分解给县各机关、事业单
位，明确包点单位的环境卫生责
任，齐心协力整治背街小巷卫生

“脏乱差”顽疾。聘请玉禾田公司
负责对县城各背街小巷进行保洁，
各包点单位安排专人每天对包点
路巷进行巡查，定期开展环境卫生
大扫除。

“县城这些年的变化很明显，闯
红灯、随地吐痰扔垃圾、沿街摆摊的

现象减少了，市容市貌变美了，大家
也自觉讲文明爱护环境。”澄迈县金
江镇居民廖孝川说。

澄迈城市形象显著提升的同
时，该县农村地区也大力整治环境
卫生，以美好家园建设为抓手，不断
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去年，澄迈加快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投资7.2亿元建设番丁、群庄
等56个美丽乡村及好用村等乡村
振兴示范基地项目。扎实开展农村
环境卫生整治半年攻坚行动，农村
道路保洁清扫率、生活垃圾集中收

运率达100%。加快推进“厕所革
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8%。

4月 20日清晨，与往常一样，
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村头的一家
小卖部早早开门营业，店主李运山
出门给客户送鸡蛋，其母陆才英守
店。72 岁的陆才英乐呵呵地说：

“近几年村里的环境变好了，住在
这里很舒服，经常可以看见村民清
扫房前屋后。”

罗驿村是澄迈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一个示范村。近年来，澄迈各
乡镇全面推广农村家禽圈养、人畜

分离，建立垃圾减量化和分类处理
机制；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对房前
屋后、沿路、沿河、沿街的环境进行
综合整治；以实施生态修复、城市修
补工程为契机，大力开展城乡绿化
行动，绿化空地，对乡村公路沿线、
水库沟渠沿线、村内巷道沿线、村庄
庭院进行绿化美化。

目前，澄迈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文明生态村创建等工作，将基础好、
环境卫生整治效果明显的村庄打造
成省级卫生村。去年共创建省级卫
生村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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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海南生态软件园的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 （园区供图）

澄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咖啡专业的学生在实训室学习咖啡研磨工艺。 （校方供图）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在澄迈县妇幼保健院建设儿科卫星诊所。
图为澄迈县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在为儿童诊疗。 方山 摄

社区建校
营造终身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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