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调查、支教、精准扶贫……我
省各高校开展丰富多样的大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达到
了实践育人的效果。“在社会实践中，
我们受到了教育，收获了成长。更为
重要的，也在服务人民、回报祖国的过
程中彰显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海南师

范大学一位参加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的大学生如是说。

据不完全统计，在我省2020年大
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中，海南大学组建了500余支实践团
队，16000余名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
践；海南师范大学组建了3支团中央专

项活动实践团队，19支校级重点团队，
39支校级调研实践小分队，学生开展社
会实践活动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下一步，我们将对今年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情况进行
梳理，开展校内报告会、分享会，组织
优秀实践团队、个人分享参加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取得的成果。通过微信、
微博、校园媒体等渠道，选编实践活动
中的特色案例、创新做法，进行传播推
广，使更多学生受到教育，提升社会实
践活动的育人效果。”海南师范大学团
委科员林智说。

（本报海口9月9日讯）

我省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踊跃参加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服务乡里乡亲 增强实践本领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9
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志愿服
务活动视频中看到，一名模
样可爱的万宁小女孩正在
“打卡”学唱歌曲，悠扬童声
从手机里传出，十分悦耳。

今年暑期，海南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开展
“自贸建设新出发 志愿精神
耀琼乡”“三下乡”支教活动。
受疫情影响，这次支教活动
通过“线上教学”的形式开展，
于是出现了小女孩使用手机
“打卡”学唱歌的这一幕。

今年暑期，我省各高校
认真组织开展2020年大学
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数以万计的青年
学子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
基层服务百姓、提升自我。

“最初遇见村民羞红了脸，如今离
别却红了眼。”这是海南师范大学大学
生志愿者司亚男在谈及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时的感触。她坦言，参
加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她既是一名知
识传授者，也是一名收获者。

为确保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达到“群众得服务、学生受教育”的

效果，我省各高校因“校”制宜，精心制
定实践方案。

海南大学琼海美丽乡村调研团
走访“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北仍
村，了解北仍村的绿色发展路径，学
习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进经验，形成
调研成果，助力我省美丽乡村建设
和乡村振兴。

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
院实践队走进海口江东新区实地调
研，并为江东新区打造村落历史文化
名片献策出力。海南医学院第一临床
学院“医脉相承”爱心医疗服务队在乐
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开展爱心医疗
服务活动，接待100余名当地居民，赠
送价值3000余元的药品。

海南大学校团委相关负责人罗富
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积极开展
2020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完善项目评价机制，各
学院、学生组织组建志愿服务团队上
报学校团委备案后，学校组织专家进
行评审，遴选出校级重点志愿服务团
队，给予指导与经费支持。

青春在不断磨练中闪闪发光。
在我省各高校开展大学生志愿者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
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团队和个
人。他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怕艰苦、
甘于奉献，充分展现了我省大学生
的精神面貌。

“出发之前很忐忑，进村后却感
觉像回到了家，村民们都十分友善。”
海南大学大学生志愿者高乔参加了
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安康佤族乡安康村开展的“推普助力
脱贫攻坚”活动。跨越省份，在异地
他乡为当地18岁至 45岁不会说普

通话的少数民族同胞开展普通话培
训，让他留下了此生难忘的回忆。

语言不通，村里会说普通话的中
小学生便当起了翻译，架起沟通的桥
梁；村里的青壮年们白天要下地劳作，
大学生志愿者们就采取“夜校”的培训
模式，在夜间教村民说普通话；大学生

志愿者们还挨家挨户地走访，向村民
普及法律知识。

“我们有幸参与了助力脱贫攻坚
社会实践活动，在偏远的乡村，我们看
到了国家精准扶贫取得的巨大成就。
社会实践是一个大舞台，青年学生可
以在这个舞台上磨砺、成长。”高乔说。

因“校”制宜 实践活动各具特色

驻村“推普” 留下此生难忘回忆

实践育人 构建完善长效机制

■ 见习记者 邱江华 本报记者 李佳飞

9月9日，海口市琼山区食品厂宿舍区，工人师傅在改造居民楼里的电线线路，住户王先生在一旁高兴地看着。据介绍，
政府部门安排323.21万元资金对该宿舍区进行改造，改造项目包括完善小区管线、雨污分流、路面更新、消防设施安装等。

据悉，列入海口2019年老旧小区改造范围的10个老旧小区从今年4月起陆续开始施工，其中部分小区的改造工作已
接近尾声。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老旧小区

逆生长

我省将开展春风村雨
文化惠民活动
文化大餐“端”到
百姓家门口

本报海口 9月 9日讯 （记者赵
优 通讯员李艺娜）自贸春风惠琼州，
文化村雨润人心。海南日报记者9月
9日从省旅文厅获悉，该厅将从9月
12日起在全省范围内举办春风村雨
文化惠民活动暨红色文艺轻骑兵演
出活动。据悉，该活动将覆盖我省18
个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预计举办
百余场文化活动。

据介绍，此次文化惠民活动包括
“演出、展览、培训、讲座、阅读、展播”
6大主题板块。其中，演出将分为春
风、村雨、春和景明3个篇章，节目丰
富多彩，专业团队演出和乡村自荐节
目相结合，增强互动性。“画里乡音
——海南美术家走进乡村”作品展将
展出由海南省南方美术研究院提供
的艺术家作品40余幅，涵盖国画、油
画、水彩、版画等。同时，省旅文厅还
将根据乡村百姓实际需求开展“广场
地带 全民嗨”广场舞教学活动，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次文化惠民
活动将充分利用乡镇文化站（中心）、
群众大舞台等本地资源，真正做到接
地气、暖人心、动民心、助扶贫。

与此同时，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志愿者组成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
队也将走进基层巡演，演出节目包括
歌曲《抓鱼歌》、小品《录取通知书》、
女子乐团《久久不见久久见》、歌伴舞
《驻村第一书记》等。此外，省琼剧院
红色经典琼剧《红色娘子军》也将走
进多个市县的乡村，在田间地头唱响
红色主旋律。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厅
把文化助力脱贫攻坚摆在重要位置，
整合全省公共文化资源，精心策划组
织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和红色文
艺轻骑兵演出活动，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成效，以文化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9月9日是全国拒绝
酒驾日。当前，我省正在开展整治酒驾

“百日行动”。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交警
总队获悉，9月5日至8日，我省共查处
酒后驾驶（含醉酒驾驶，下同）交通违

法行为676起，其中醉酒驾驶交通违法
行为151起。

驾驶员酒后驾车，会出现困倦、
打磕睡等状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据统计，今年1月至8月，我省酒后驾
驶引发的交通事故达225起，造成66

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同期交通事故死
亡总人数的16.14%。

今年以来，全省共查处酒后驾
驶交通违法行为7718起，同比上升
31%，其中醉酒驾驶交通违法行为
1149起。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省公安厅决定于9月5
日至12月15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整治酒驾“百日行动”。

我省自9月5日起开展整治酒驾“百日行动”

4天查处酒驾交通违法行为676起

扫码查看海南交
警整治酒驾“百
日行动”第三批
酒驾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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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江东新区
将新建3所小学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
者梁崇平）9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美兰
区教育局获悉，为提升江东片区教育发展水平，美
兰区计划在该片区新建3所优质小学。

据了解，未来，美兰区计划在江东新区新琼棚
户区建设一所办学规模达36个班的小学，在省公
务员小区旁建设一所办学规模达36个班的小学，
并新建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二期小学部。通过不
断优化江东片区教育资源供给，对江东片区所有
学校进行标准化改造提升，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
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此外，美兰区还将结合海口市“千兆进校园”
工程，建成美兰“互联网+教育”基础平台，营造安
全、共享、高效的全区一体化互联网教育环境。继
续引进北京四中、华师京城等国内外优质教育资
源，深化“智慧信息班”实验学校教育变革，创建海
口市龙峰实验小学、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海口市
第九中学、海口市第七中学、海口市灵山镇中心学
校等7所教育信息化示范学校。

据了解，美兰区现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
81所、幼儿园207所、普通高中9所。

澄迈县直机关
开展党务干部培训

本报金江9月9日电（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越炜鹏）9月9日，2020年
澄迈县直机关党务干部党内法规条例
专题培训班在海口开班。澄迈县直机
关近50名党务干部参加了此次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3天，时间
为9月9日至11日，培训采取“请进
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其
中理论教学的内容有《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解读、《中国共产党
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解
读、《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解读、《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
工作条例》解读等。学员们还将走进
海口市江东新区展示中心、海南省史
志馆等地参观学习。

本次培训由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
展有限公司承办。该公司制定了培训
计划并全程提供服务保障，确保培训
顺利开展。

三亚启动消费促进月活动
750万元餐饮消费券等你来领

本报三亚9月9日电（记者李艳玫 见习记
者李梦楠）9月9日晚，2020年三亚市消费促进月
启动仪式暨青春市集活动在三亚青春颂购物广场
举行。即日起至10月8日，三亚将掀起一轮线上
线下购物潮，涵盖旅游、美食、文创、家电、家具、汽
车、美妆等热点消费领域，推动消费市场回暖。

当晚，青春市集现场十分热闹，长约200米的
市集街道上汇集了150余个文创品牌摊位，10余
处网红“打卡”地。据了解，该市集有潮玩公社、创
新工坊、味蕾高地、奇花异市4大板块内容及粉红
泡沫party、青春游乐园等多项主题活动，通过新
颖、有趣的方式，带动市民游客消费。

青春市集现场还搭建了移动透明直播间，商
家可在线上发放电子优惠券，通过直播提供“线下
体验，线上购买”消费新方式。据悉，此次直播活
动为期10天，预计总观看量将达30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三亚市消费促进月期
间，主办方将联合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启动三亚市
第二轮消费券投放活动，将发放750万元餐饮消
费券。市民游客可通过支付宝、饿了么APP进入

“数字消费季三亚餐饮消费券”页面领券，也可在
三亚线下餐饮门店扫描活动二维码领券，消费券
可在三亚近5000家门店核销使用。

澄迈44辆校车投入运营

7480名幼儿
坐校车上下学

本报金江9月9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麦世晓）9月8日上午，澄迈县公立幼儿园海汽校
车运营服务启动仪式在金江镇举行，由海汽集团
出资购置的44辆金黄色校车正式投入运营，担负
起护送该县22所公立幼儿园7480名幼儿上下学
的职责。

据介绍，澄迈县公立幼儿园校车运营服务，采
取“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市场运作、公司运营、财
政补贴”的运营模式，由海汽集团澄迈分公司统一
购车、统一调度、统一运营管理，确保校车运行安
全。本次投入运营的校车行驶全过程可实时视频
监控，GPS定位、倒车影像、遗漏报警、警示灯、停
车牌、逃生锤、应急门等安全设施设备齐全，并配
有灭火器、急救箱等救护设备，每辆校车都符合国
家校车相关标准。

澄迈县教育局党组书记袁会锐说，校车安全
一直是家长关心的问题，海汽校车投入运营，不仅
解决了许多家长没时间接送小孩上下学的痛点问
题，还从源头上降低了孩子乘车安全风险。为了
让孩子们安全到校、平安回家，下一步该局将有针
对性地制定精细化管理措施，进一步规避孩子候
车、上车、乘坐、下车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邵长
春）9月8日，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2020世界新能源汽
车大会将于9月27日至30日在海口
市举办。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获悉的。

据了解，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
大会由中国科协、海南省政府、科学
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主办，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科学技术协会和海
口市政府承办。

大会以“共克时艰、跨界协同、合
作共赢”为主题，围绕新能源汽车可持
续健康发展，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
融合发展与跨界协同，科技变革与新
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等议题展开研讨。

大会邀请德国作为主宾国，期间
将举办中德新能源汽车合作发展论
坛、发布《中德电动汽车合作发展报
告》，推动中德两国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据悉，大会期间我省将举办海南
专场活动，向全世界宣传海南自由贸
易港政策、发展机遇和新能源汽车发
展的总体目标及规划，展示海南开放

合作的决心和热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

林敏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世
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举办，将对
海南实现全域汽车清洁能源化起到
重要推动作用。

目前，我省相关部门正按照大
会组委会要求，稳步推进各项筹备
工作。

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本月底在琼召开

将举办海南专场活动
我省加快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目前，总体车桩比为2.6：1
已初步具备了电动汽车环岛出行条件

截至8月底
海南全省已累计推广
新能源汽车超4.4万辆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由2016年的

0.78%上升至目前的3%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1.4个百分点
其中，个人用户占比超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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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

大力推动节水减排
本报那大9月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儋州市近日出台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实
施方案，明确到今年底，该市用水总量控制在4.97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5年
下降29.7%，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526以
上，公共供水漏损效率控制在10%以内，节水型
机关占比达50%以上，节水型企业占比达40%以
上，节水型小区建成率15%以上。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9月9日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据了解，为保障供水安全，儋州加快推进集中
式供水、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推出饮用水
源保护、水质监测，实施污水资源化利用等节水治
污措施。严格执行阶梯式水价，制定非居民用水
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此外，该市加快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和生态农
业，加强农村标准化种植用水管理，推进灌区节水
改造，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和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
设，以及渠道防渗、管道输水等配套工程建设，在
灌区因地制宜兴建蓄水、引水、提水工程，推广应
用农田、园林绿化带滴灌、管灌、喷灌、微灌等节水
技术。调整工业产业结构，禁止扩建、新建不符合
本地水资源条件的高耗水、高污染项目，发动工业
企业开展节水对标达标行动，建立和完善循环用
水系统，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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