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0年8月3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吴维杨 美编：陈海冰 检校：李彪 黄如祥A07 综合

■■■■■ ■■■■■ ■■■■■

走向我们的

海口文坛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打造“家门口的居民学校”

社区课堂“乐”出退休好节拍

图为丁春玉在利用节拍器为学员们找节拍。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摄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通讯员 李思瑾

“我在家里练了一周的节拍，今
天上课应该能跟上了。”“我成天在家
练，现在连8岁的小孙女都会哼唱这
几首二胡曲子了！”“呵！那多好哇，
爷爷也学，娃娃也学！”8月2日上午，
还没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文
坛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文坛社区服务中心），一连串的谈笑
声和奏乐声便已先传入耳朵。

在文坛社区服务中心一间约四
十平方米的房间里，近20名老年学
员们正在学着拉二胡。台上的老师
是自小学习二胡的王长庆，在他的一
侧，是乐团指挥丁春玉。

这是一堂由文坛社区学校开设
的公益性免费二胡培训课，每周三上
午9时至11时开课。在文坛社区，
这样的免费公益培训课共有20门，
涵盖艺术教育类、家庭教育类、健康
教育类等三大板块。

“大家先停下手里的琴，我给大
家听一下节拍。”丁春玉走到最前排，
面向学员们，一边轻轻拨动手里的节
拍器，一边唱着：“嗒-嗒-嗒-嗒，啦
咪嗦啦……”

丁春玉是一名河北籍“候鸟”。
2016年，他主动拿上一把二胡，来到
文坛社区服务中心，在这个不影响他
人的地方，“温故”学过的二胡。“而且

这里老伙伴多嘛，在家一个人有啥意
思？”打那时候起，丁春玉便成了这个
中心的常客。

居住在附近的不少居民也像丁
春玉一样被吸引了过来，大家伙儿聚
在这里，唱歌、跳舞、练字、练琴，甚至
还学着走模特步。渐渐地，文坛社区
工作人员发现，许多居民其实都身怀
才艺，同时也有不少居民想要学习某
种才艺。

既然如此，何不把大家组织起来
呢？

经过琼山区的精心筹备，2018
年1月，文坛社区学校在文坛社区服
务中心挂牌成立，学校配备2名专职
社工、80名教师志愿者，致力于打造

“家门口的居民学校”。
文坛社区学校正式开设二胡班

后，丁春玉夹着二胡，高高兴兴地又
来了。在班上，学习时间较长的他
被学员们称为“师哥”，开始和王长
庆一道开展教学工作，为学员教授
节拍、持琴、持弓等基本功。“教大家
学习二胡的过程也丰富了我的退休
生活，让我结交到新朋友，何乐而不
为呢？”课间休息时，手持节拍器的
丁春玉说道。

和往常一样，今天的二胡课上，
71岁的社区居民方理桃又坐在教室
第一排。她吃完早餐、买完菜后，就
带上心爱的二胡，赶紧来到了文坛社
区服务中心。尽管从家里步行过来

只需要6分钟，每逢上课，她还是忍
不住比平日早起一些。

方理桃打小就喜欢乐器，但小
时候家庭条件不允许，上班后又没
时间，现在退休了，听说社区要开设
乐器课程，她兴奋不已，提早就托人
买好了二胡，一开班就立即报了
名。“老头子要忙他的事，过去我一
个人在家没事干，就靠打麻将来打
发时间。现在家门口办起了这些兴
趣班，不但离家近、有老师教，还能

认识好多同学，大家聚在一起，多有
趣啊！”方理桃掩嘴笑道：“我那张麻
将桌都好久没开咯！”

说到这里，方理桃似乎想起了什
么似的，她放低手中的二胡，悄悄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我在这里不止学
二胡，我还是葫芦丝班的班长呢！”言
语之间，满是自豪与高兴。

最近，方理桃钟爱的葫芦丝班
2020年下半年课程刚刚开课。同
批开课的还有妇女丝网花艺班、成

人书法班、成人戏曲班、成人舞蹈班
等10门课程。开课的消息一经发
出，短短四天时间里就有70人报了
名，其中还有不少文坛社区以外的
居民。

“这两年学习下来，大家的精气
神明显都变好了，肯定都想继续学。”
67岁的社区居民张毅头发已经灰
白，整个人却神采奕奕：“所谓‘老有
所乐’，不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吗？”

（本报海口8月2日讯）

五指山市南圣镇牙南村集体经济扶贫有门道

脱贫不能“等靠要”幸福只有“闯干拼”
■ 本报记者 昂颖

盛夏时节，早上5点半，天刚蒙
蒙亮，群山中的五指山市南圣镇牙南
村在细缕如纱的薄雾中若隐若现。
此时，村里的奔内树仔菜种植农业专
业合作社基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
采摘、分拣、码放、捆扎、称重……52
岁的脱贫户黄文明与同伴们正在紧
张地忙碌着。一个多小时后，这些菜
将被运出大山，送进各大农贸市场。

“采摘树仔菜要赶早，菜满带露珠才
更鲜嫩好吃。”黄文明热情地向海南
日报记者介绍。

3年前的黄文明可不是这番模
样，他终日与酒为伴，神情颓废，状态
消极。合作社成立之初，基地工作人
员想到了黄文明，多次上门劝说他参
加务工，帮助他振作起来。一开始，

黄文明勉强答应先试试，他要求带着
酒壶干活，还要求派人用车接他去基
地。可在基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感染下，黄文明的思想渐渐发生了转
变：幸福生活不能“等靠要”，必须勤
快干活，才能甩掉贫困的帽子。如
今，黄文明起早贪黑地忙活，干活劲
儿十足。

“每天过来帮忙，能有80元的收
入，一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哩！”黄
文明抹了把汗笑道。该合作社通过
推行“扶贫基地+贫困户”的模式，把
岗位设置到“家门口”，让大山的贫困
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目前，合作社有
56户脱贫户入股，近20名脱贫户在
此务工。

牙南村委会下辖3个自然村，由
于该村坐落于群山之中，耕地面积
少，交通不便，要让脱贫户持续稳定

增收，难度不小。为了巩固脱贫成
果，村里不仅引导村民成立了多个专
业合作社，还积极探索蹚出一条帮助
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造血式”
扶贫新路子，激发脱贫户工作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在脱贫致富道路
上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脱贫农户庞亚二是村里五脚猪
养殖专业合作社干活勤快的员工之
一，在合作社“造血式”扶贫的带动
下，庞亚二和他的脱贫伙伴们积极
参加养殖技术培训，经过短短几年
就成为村里技术好、带动能力强的

“养殖秀才”，养出的五脚猪又肥又
壮。去年，他与其他六位脱贫户一
起向合作社认领了猪苗，并尝试自
主喂养和销售，一年下来多挣了
6000元。“我相信，只要用心干，就
一定能致富奔小康！”憧憬未来，庞

亚二信心满满。
走在起起伏伏的牙南村村巷小

道上，舒心宜居的美丽画卷跃然呈
现：路面干净，墙面漂亮，溪水清澈，
村容整洁……牙南村的环境美化，
同样也离不开脱贫户的参与和付
出。近年来，牙南村充分利用光伏
发电集体产业项目收益资金，除了
根据每年收益情况为全村村民进行
集体分红外，其余部分还用于开发
脱贫户的各类公益性岗位。“咱村里
有60多个脱贫户参加了保洁队伍，
大伙按照安排定期清扫。我们每月
轮两次值班，一次能挣80块钱。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去年我们村还
被评为海南省卫生村哩。”脱贫户黄
亚荣说道。

“他们干起活来很认真，把责任
区的环境打扫得干净整洁。”牙南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罗其杰介绍，
自保洁岗位设置以来，不仅脱贫户
的环卫意识提高了，而且全村家家
户户养成了清洁卫生的好习惯，村
民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罗其杰还
向海南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通过
设立脱贫户保洁岗，参与进来的脱
贫农户每年可增收近2000元，对改
善生活帮助很大。

“送钱给物可救急，但终难治
穷。”牙南村驻村第一书记韩彦华认
为，要拔穷根、稳脱贫，就必须激发脱
贫户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户彻底摒
弃“等靠要”思想，同时促使他们从集
体经济产业“分红”中学习到技术，通
过勤劳双手获得可持续性收入。如
此一来，脱贫成果才能持续巩固，老
乡们的致富路会越走越宽。

（本报五指山8月2日电）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第192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
8月3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
卫视，8月9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打造清洁幽雅的居住环境，是让群众得到实
惠的利民实事。本期夜校将邀请五指山市农业农
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怀妍作为主讲老师，和大家
分享五指山市在开展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的
经验做法。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夜校

白沙今年消费扶贫金额已超1000万元

顺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陈权）日前，海

南日报记者从白沙黎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指挥部获
悉，截至2020年7月20日，白沙今年已举办13场
消费扶贫爱心集市活动，以及2场县长直播带货
助力农特产品销售活动等，累计实现消费扶贫交
易金额达1029万余元，为当地扶贫产品提供顺畅
的销售渠道。

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消费扶贫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白沙充分发挥消费扶贫体系
作用，完成35个扶贫产品认定工作，涉及企业（合
作社）共有19家，进一步提高了白沙扶贫产品的
知名度和认可度。为有效应对疫情对农特产品销
售带来的冲击，白沙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消费
扶贫，顺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加快搭建社
区、社群电商等平台，有效解决了疫情防控期间瓜
果蔬菜采购以及配送“最后一公里”难题。

按照计划，今年下半年，白沙将继续开展不同
主题的“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消费扶贫活
动，大力推介应季产品，推广白沙特色品牌产品；
同时，借助“白沙良食”区域农业公共品牌，打造白
沙扶贫产品品牌，让当地扶贫产品进入更多有实
力的电商平台。此外，白沙还将继续借助“消费扶
贫＋旅游”“消费扶贫＋体育”等活动载体，助力销
售当地扶贫产品。

扶贫

三亚夫妻乘船出海遇险
丈夫获救妻子下落不明

本报三亚8月2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
昊）8月1日下午，三亚当地一对夫妻驾船在海上
遇险，男子被三亚海警救上岸，女子目前还在搜
救中。

当天18时许，海南三亚海警局接到群众报警
称：三亚湾附近海域一艘渔船被海浪打翻，船上有
两名人员落水，请求海警救援。

接到报警后，三亚海警局第一时间派出摩托
艇赶赴事发海域救援。到达现场后，海警人员发
现倾翻的渔船上趴有一名男子，由于受惊过度，又
没有救生衣、救生圈等救生设备，已经无力自救。
倾翻的渔船正随着狂风巨浪漂浮，随时可能将受
困男子吞没。受台风“森拉克”影响，事发海域风
高浪急，摩托艇很难靠近倾翻的渔船，给海警人员
的救援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紧要关头，海警人员
采取抛投救生圈的方式，最后将该男子营救上海
警船。

据了解，受救男子登上海警船后，向海警人员
反映他与妻子一同出海遭遇险情，至今仍未获救，
希望海警人员继续开展搜救工作。获救男子随后
被送往医院救治。

截至到8月2日19时，三亚海警出动两艘摩
托艇仍然在现场开展对女子的搜救工作。

救援

三亚海域惊现巴西龟
警方提醒游客切勿放生外来物种

本报三亚8月2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
昊）7月30日，海南三亚海警局执法艇在辖区海
域进行巡逻时，在一锚泊船附近发现有多只“海
龟”在不断挣扎，海警人员立刻判断在这片海域发
现“海龟”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便驾驶摩托艇靠近
该船舶查明情况。

经三亚海警局相关部门专家辨认，这些“海
龟”正是世界最危险的100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的巴西龟，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海
警人员立即将这些挣扎的“海龟”打捞上船。经初
步判断，这些巴西龟是被人购买之后，将其放生到
海中，由于放生者缺少相关的知识，才闹出了将外
来物种放生到本地生态环境中的情况。

据介绍，随着旅游业复苏，三亚客流量也越来
越多，随意放生的行为也屡见不鲜。根据我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
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
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
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
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
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在此，海南三亚海警局提醒广大游客，切勿将
外来入侵物种随意放生，切勿将有毒物种随意放
生，切勿不顾生态负荷随意放生，要做海洋生态环
境的保护者，不要让善心“随波逐流”，不要让放
生成“杀生”。

警惕

琼海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九品香莲开满塘

田洋变公园 靓了村庄富乡民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夏意正浓，莲花满塘。在琼海市
嘉积镇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下称龙
寿洋公园）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嫩绿
的莲叶已经铺满水面，莲花从莲叶间
笔挺伸出，向上生长，黄的、紫的、玫
红的，连成大片，随风送香，令人心旷
神怡。

7月29日上午，在龙寿洋公园花
塘一隅，嘉积镇礼都村村民杨玉娇和
工友们正忙着将旧塘里的莲花苗分
割移植到新塘。

“我们现在主要种植的是九品香

莲，每天和它们打交道，不仅工作心
情好，更重要的是村庄变美了，我们
还赚到了钱。”杨玉娇笑盈盈地说。

2017年10月，琼海市引进公司
入驻龙寿洋进行项目开发，提升龙寿
洋公园整体品质的同时，通过“保四
不、创四有”实现产业致富——让农
民不失地、不失居、不失业、不失收，
天天有收入、月月有工资、季季有收
成、年年有分红。杨玉娇就是那时候
进入景区打工。

“在公司打工，一个月工资2700
块钱，过去我们干农活，再怎么辛苦
一个月也很难赚到这些钱。”在景区

打工，让杨玉娇轻松赚到了钱。她还
把自家的3.8亩地也租给了公司种植
莲花，一年1400元的租金和打工工
资，每年都为她家带来了一笔可观的
经济收入，“日子越过越好，我们能不
高兴吗？”

嘉积镇政府工作人员雷乃益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花塘里种植的九
品香莲，既可以泡茶，也可以作为
菜品食用，同时它的观赏价值，也
活跃了龙寿洋当地的经济收入。

“现在一到周末，都有近千名旅客
来到龙寿洋，赏莲花，品莲茶，再买
一买我们本地的番石榴、地瓜、咸

鸭蛋等土特产，无形中又拉动了村
民的收入。”雷乃益说。

“人们来看花赏花的同时，还会
留在园区消费。所以只要有人来，
我们就有钱赚。”对于雷乃益的说
法，龙寿村脱贫户李胜颇有感触。
他说，自己就是龙寿洋“花经济”的
受益人。

在龙寿洋公园里开烧鹅店的李
胜，原来是一名贫困户。在龙寿洋
打造花海公园的同时，琼海市有关
部门帮助他在家门口开起了农家
乐，开业不久就受到不少市民游客
的喜爱。如今，李胜店内的烧鹅早

已成为公园里的一道名菜，赏完花
后，到店用餐的游客络绎不绝。仅
仅是售卖烧鹅，李胜一天就可以收
入900元左右。

“花经济”让龙寿洋变美了，让
村民更富足。而杨玉娇、李胜只是
龙寿洋“花经济”带动周边村民就
业、助力村民致富的一个缩影。如
今在龙寿洋公园，地里的农产品成
为旅游商品，当地村民逐步参与到
旅游产业发展中来，“农业+旅游”即
农旅融合发展让村民已经尝到鲜花
盛开带来的“甜头”。

（本报嘉积8月2日电）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潘春培）近日，海口市琼山
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周某兵等21名被
告人涉嫌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
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一案进行了
一审宣判，该案其中10名被告人被
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周某兵
于2013年刑满释放后，纠集被告人
吴某琼、刘某等多人对多名被害人实
施故意伤害，并利用其前科劣迹、暴
力伤害等犯罪行为形成的恶名，在
2014年至2016年期间实施多起敲
诈勒索犯罪行为。

2015年至2018年期间，随着周
某兵在海口南北水果市场附近的恶
势力威名不断扩大，其为牟取不法经
济利益，有组织、有计划地纠集被告
人吴某琼、周某海、吴某任等多名有

前科劣迹的刑满释放人员，在南北水
果市场附近长期以开设赌场、强迫交
易等犯罪为主要活动，形成了较为固
定的犯罪组织。

2015年至2017年期间，周某兵
在幕后指挥，有计划、有组织的纠集
被告人周某海、吴某任、罗某中等以
开赌场为业的固定人员，并召集多名
亲属或朋友为其在南北水果市场附
近开设赌场提供协助，获取了巨额非
法利益，属于典型的利用恶势力犯罪

集团伴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周某

兵、吴某琼利用其恶势力威名，有组
织、有计划地纠集刑满释放人员被告
人雷某、黄某清、卢某锋等人在椰海
综合市场垄断售冰生意，低价租赁铺
面等实施强迫交易的违法犯罪行为，
严重侵害水果市场管理公司、水果商
的合法权益，破坏市场及周边的营商
环境、严重扰乱了椰海综合市场的生
产经营秩序。逐步形成以被告人周

某兵为首要分子、吴某琼、周某海为
重要成员、被告人吴某任、罗某中、唐
某、卢某锋、黄某清、雷某、冯某为成
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法院依法判决周某兵犯强迫交
易罪、敲诈勒索罪、开设赌场罪、故
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 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4万
元。其余20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9年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相
应罚金。

盘踞海口南北水果市场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

团伙首犯领刑15年

定安开展“扫黄打非”
进社区宣传

本报定城 8月 2日电 （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王臻）近日，由定安县
委宣传部、定安县“扫黄打非”办公
室、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举
办的“扫黄打非”进基层宣传活动在
定安定城镇西门社区举行，活动吸
引了众多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学生
及家长参加。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解读“扫
黄打非”相关知识、向群众分发“扫黄
打非”宣传手册、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插
播“扫黄打非”宣传片等方式，加深群
众对“扫黄打非”工作及概念的认识，
进一步宣传淫秽色情等低俗文化及盗
版侵权危害的严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