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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表彰“孝善楷模”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黄钰茜）日前，

文昌市第九届欢庆重阳暨“孝善楷模”表彰大会
举行，文昌市孔子学会邀请当地百岁寿星、“和合
夫妇”以及“孝善楷模”等欢聚一堂，共庆重阳。

活动现场，5位老人获颁“百岁寿星”寿匾
和寿金；22对婚龄达 60年以上的夫妇被评为

“和合夫妇”，以纪念他们的美满婚姻；同时，19
位“孝善楷模”获得表彰。

文昌市孔子学会会长林尤潮表示，“孝”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只有把孝文化弘扬传承
下去，家庭才能够和睦，乡村才能够和谐，社会
才能够进步。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昌坚持多
为老年人办好事、干实事、解难事，关心、重视
老年人工作，力争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使全社会的老年人晚
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且有意义。

文昌计划3年内完成15个
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本报文城10月2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宋紫欣）推进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是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内容之一。海南日报记者10月28
日从文昌市水务局获悉，为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文
昌正加快推进此项工作，计划3年内完成15个建
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东阁镇位于文昌市东部，由于长期以来镇墟
的排水是雨污合流制，污水处理设施并不完善，生
活污水如何处理成了急需解决的难题。今年，文
昌市政府把东阁镇列入第二批建制镇污水处理设
施及配套管网工程PPP项目，根据城镇“污水、污
泥、管网”建设要求，在加快建设污水处理厂的同
时，新建提升泵站、改造化粪池、铺设污水主干管、
污水支管等工程，确保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尾水达
到排放标准。目前，东阁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
管网PPP工程施工方已入场进行清表工作。

除了东阁镇，第二批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
套管网工程PPP项目也为东郊、潭牛、昌洒、翁田、重
兴、冯坡6个镇及周围村庄提供污水处理服务。据
悉，按照《文昌市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
方案》，文昌计划2019年至2021年，投资12.80亿
元，分三批完成15个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 见习记者 邱江华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平白无奇的纸巾如何在孩子们的
手中会绘画出精彩故事？当文昌传统
民居文化遇到椰壳漆画，又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

海南日报记者在文昌博士服务工
作站看到了这些“奇思妙想”的成品。

“这些是文昌市联东中学学生的创意
作品。去年11月，海南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对口支持文昌市联东中学项目入
选教育部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今
年8月6日，该项目正式在联东中学
挂牌，由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文昌博士站会员周春花博士主持。”文

昌博士服务工作站站长杨秀侃介绍。
文昌博士服务工作站由海南省博

士协会与文昌市委组织部共同筹建，
是我省首个在市县挂牌成立的博士服
务工作站，是文昌市柔性引才的创新
之举。该工作站自去年1月成立以
来，组织开展了多场项目路演活动，先
后推动农业、海洋、教育等10个项目
落地。

“文昌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的地方，我们以文昌当地学生发
展特点为基础，利用本土特色传统文
化，引导学生加深对家乡的了解，推动
乡村美术教育发展。”周春花说，依托
于文昌博士服务工作站，该项目获得

了文昌市委组织部等多个部门的关注
与支持，并借助博士站现有的教育资
源，拓宽美育教育形式。

位于文昌市东部的联东中学是一
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多年来，囿于
教师资源匮乏，该校美育教育基础薄
弱。“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
名美术教师，光是给全校两千多名学
生上课已力不从心，更别谈深入琢磨
美育教育了！”在联东中学任教了17
年的美术教师林尤础无奈地说。

今年8月，“教育部美育浸润行动
计划海南师范大学基地学校”正式在
联东中学挂牌，无疑为该校美育教育
注入了“一池活水”。项目启动后，海

南师范大学与文昌市联东中学围绕美
育课程教学、美育实践活动、校园文化
建设、区域教师队伍建设等4个方面
的内容，开设了“传统书画”“文昌传统
民居文化”“传统手工艺”和“综合材料
绘画”等4个工作坊，开发了中国画、
灰塑、纸艺、定格动画和景泰蓝掐丝工
艺画等美育专项课程。

今年暑假，五年级学生罗莉婷用
水彩笔画出了自家老宅门窗上的镂空
花纹。“以前都没发现，原来我的老家
还有这样的古韵和文化。我暑假会继
续参加美术兴趣小组活动，跟着老师
画出不一样的文昌。”罗莉婷兴奋地
说。

一幅幅充满童趣的水墨作品、一张
张别具特色的黑白木刻版画、一个个精
巧构思的椰壳漆画……“孩子们的创造
力超乎我们想象！”周春花坦言，通过美
育课堂，孩子们洞察到不同的文昌特
色，再以多元的艺术创作形式为载体，
赋予古老的传统文化新定义。

“下一步，我们将借助文昌博士
服务工作站的平台与影响力，接入更
多优质资源，助力地方教育、经济等
各方面快步发展，为文昌国际航天城
和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智慧和力
量。”文昌博士服务工作站相关负责
人这样表示。

（本报文城10月28日电）

文昌博士服务工作站多个项目落地

柔性引才注入“一池活水”

文昌红海村坚持基层党建引领，筑牢发展根基，闯出发展新路

“党建+”为发展添活力
文昌坚持五个强化
让监督有力度有温度

本报文城10月2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10月28日从文昌市纪
委监委获悉，今年以来，文昌坚持“五个强化”，既
保持“严”的主基调，又确保最大限度激发干部工
作积极性。

强化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贯通协同。文昌制
定了《文昌市关于强化督查检查问责落实监管主
体责任的暂行办法（试行）》，明确督查检查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相互配合、一体贯通的程序，为党委
（党组）履行主体责任提供有力抓手。

强化日常监督落实。文昌督促各级领导干部
把监督寓于日常工作中，今年来共开展谈话提醒
810人次，让“咬耳扯袖”成为常态。

强化监督工作规范。文昌在严格规范监督程
序、内容、权限，在灵活运用好15种传统监督手段
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画像式”监督、“蹲点式”监
督、“交叉联合”监督、“点面结合”监督、“靠前精
准”监督等五种创新监督方式。

强化受处分干部监督管理。今年以来，文昌
对全市6类108名受处分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回
访，激励他们汲取教训、轻装上阵。全市共有69
名表现突出的被问责或受处分干部得到市委重新
使用，使监督有力度、有温度。

强化诬告陷害行为整治。文昌实施《文昌市
纪检监察机关失实信访举报澄清办法（试行）》，旗
帜鲜明为干部撑腰鼓劲，仅今年上半年，就及时为
12名党员干部澄清问题，有力破除搬弄是非、诬
告陷害歪风邪气。

同济文昌医院护士
产后捐赠脐带血

本报文城10月2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于丽）日前，同济文昌医院产科护士庄春苗在征
得丈夫的同意下，顺利完成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
捐献，并获得文昌市红十字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今年10月，庄春苗了解到脐带血可治疗多种
难以治愈的疾病，让更多生命得以延续，她便与曾
经在红十字会工作过的丈夫商量，想无偿捐赠脐
带血，没想到得到家人特别的支持。

随后，庄春苗在丈夫的陪同下签署了脐带血
捐赠者健康调查登记表、捐赠知情同意书。10
月23日，她产下一名6斤多重的女婴，并由文昌
市红十字会协调脐血库，在同济文昌医院产科医
生的配合下，顺利完成了此次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捐献，成为了海南省第13例成功捐献脐带血造
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也是海南县域脐带血捐赠第
一人。

据了解，脐带血是新生儿娩出、脐带结扎并离
断后残留在胎盘和脐带中的血液，通常是废弃不
用的。近十几年的研究发现，脐带血中富含可以
重建人体造血和免疫系统的造血干细胞，可用于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近百种疾病。

日前，文昌市红十字会为庄春苗颁发了脐带
血造血干细胞无偿捐赠荣誉证书。提及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想法，庄春苗说：“我就是想帮助更
多的人。”

■ 见习记者 邱江华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文昌铜鼓岭山脚靠
海处，有一个安静的小渔
村——好圣村。这里，是
文昌市龙楼镇红海村委
会下辖的自然村，原本是
个传统落后的渔村，村民
世代依靠打鱼和海水养
殖等为生。如今，在村级
党组织的带领下，村里先
后成立了两个农民专业
合作社，村民们纷纷加入
合作社抱团发展。整个
村庄亦脱胎换骨，在建设
美丽乡村的基础上，发展
航天旅游，成为远近闻名
的航天科技小康村。

强化党建引领
凝聚发展合力

10 月 26 日下午，在好圣
村，来自辽宁抚顺的张女士填
下一份文昌市候鸟型人才登记
表，而后她的信息将被录入文
昌市候鸟型人才龙楼工作站信
息库，随时准备着为当地经济
发展服务。

“这是文昌市柔性引才创
新之举。”文昌市龙楼镇委副书
记叶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龙
楼镇作为一个滨海航天旅游小
镇，候鸟多。2018年，文昌市
候鸟型人才龙楼工作站成立并
落户于此，当地党支部积极发
挥桥梁作用，组织对接好各类
候鸟型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近年来，
红海村党支部为增强基层组织
的凝聚力和作用力，不断创新
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党建+’新
模式。”

红海村委会下辖13个自
然村 18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782户3168人，其中红海村党
支部现有党员77人。

“现在工作站已采集登记
的候鸟型人才有172人，其中
高层次人才63人，党员95人。
工作站通过实施‘服务小组’党
建工程，努力培育候鸟党组织

‘领头雁’。”文昌市候鸟型人才
龙楼工作站负责人蔡婷说。

今年初，受疫情影响，龙楼
镇各小区均实行了封闭式管
理，一方面小区居民生活受限，
一方面龙楼镇的辣椒等农产品
开始大量上市，却卖不出去。
来自苏州的候鸟党员高立群积
极作为，利用自身参与乡村脱
贫振兴的丰富经验，对进行销
售的辣椒产品进行分类策划，
制定出一套方便农户采摘、打
包、配送的方案，帮助贫困户售
出近6000斤辣椒。

“受此次活动启发，工作站
探索了候鸟与农户‘结亲戚’的
做法。”蔡婷说，候鸟通过与农
户“结亲戚”，可以参与到农产
品的种养工作中，为农产品销
售献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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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集体经济
村民人人受益

“放心！明天就把羊肉送到您
的小区门口。我们本地人还喜欢
吃文昌鸡，你们外地游客口味不一
样，有什么需求尽管告诉我！”海南
日报记者在好圣村的采访频频被
村民符欢的电话铃声打断，他不好
意思地挠了挠头解释说：“龙楼镇
附近住了约4000户候鸟，这不，
10月底了，候鸟们陆续回来，一来
就给我打电话预订农产品，我现在
都忙不过来啦！”

今年34岁的符欢，曾在海口
一家公司打零工，近几年返乡创
业后，是好圣村种养业发展的“领
头羊”。

2017年，符欢创办了文昌龙
楼红海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身为党员，他牢记“先富帮后
富”的责任与担当。自山羊养殖合
作社创立以来，吸纳了18户贫困
户，符欢不仅热心地为贫困户传授
养殖技术，还积极为其开拓销路。

“游客来好圣村，到文昌鸡养
殖基地和黑山羊养殖基地参观，都
会认可当地优质的农产品。”符欢
说，他在基地旁贴出自己的微信群
二维码，通过微信联络客户，打通
销售渠道，现在合作社的农产品销
售不仅覆盖龙楼镇居民，更远销北
京、山西等地。

在符欢的带动下，贫困户黄英
顺、朱兴旺也分别养殖了80多只
和40多只黑山羊。村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村民们脱贫致富，纷纷盖
上新房，购置了私家车。

去年12月，为进一步壮大村
集体经济，红海村还成立了龙楼红
海椰雕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海南
特色椰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出
具有龙楼特色的旅游商品，带动更
多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叶胜
说。目前，已有30多位村民参加
椰雕工艺品技能培训，18位村民
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本月，合
作企业已对椰雕产品进行了收购，
这18位村民领到了加工费4000
多元。 （本报文城10月28日电）

解决发展难题
推动乡村振兴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好圣村
里的农家乐茶饭店可谓是座无
虚席。餐厅负责人郑超直言：

“全家动员帮厨，从中午11点忙
到凌晨1点，都不得空休息！”

然而，回首创业之初，郑
超坦言并不顺利。郑超是当
地村民，他家的庭院开阔，房
前屋后是菜园，适合经营农家
乐，可是缺少前期投入的资
金。“问题我们来解决，你只管
安心经营！”得知这一情况后，
红海村党支部书记符和乐多
次登门沟通，并协调政府工作
人员为郑超办理了宅基地不
动产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颁证手续，利用两权抵押
试点政策与银行对接，帮忙申
请到贷款10万元。

如今，郑超的农家乐茶饭
店生意越来越火爆，旺季时一
天的营业额达数千元。郑超
高兴地说：“多亏了党支部和
村委会的大力支持，现在就在
家门口赚钱，比在外打工强多
了！”

与此同时，好圣村还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引进龙头企
业参与美丽乡村建设，餐厅、航
天民宿等旅游业态，让原本落后
的小渔村焕发出新的活力。

“现在好圣村可是远近闻
名的旅游网红村。”符和乐一
边领着记者参观，一边高兴地
介绍，好圣村的村庄建设规划
是在文昌市域“多规合一”和
龙楼镇的规划指导下进行的，
原先靠打鱼务农为生的村民
要发展旅游服务新产业，一开
始有些不配合，后来经过党员
干部走村入户，一户一户做通
思想工作，一桩一桩帮助解决
实际问题，村民们终于团结一
心，加快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步
伐，旅游业发展日渐红火。

好圣村发展旅游，带动航天瓜菜种
植、文昌鸡和黑山羊养殖等多种业态。

在好圣村航天瓜菜种植大棚，红海
村党支部书记符和乐在了解瓜菜种植
情况。

符欢创办文昌龙楼红海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符欢创办文昌龙楼红海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养殖黑山羊脱贫致富带动贫困户养殖黑山羊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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