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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的列车连起企业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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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军

11月17日下午5时12分，澄迈
老城镇美鼎村附近的火车道口，一
群牛又来到这里。

此时，道口的闸门是关着的，一
列停下的火车正在卸货。牛群当中
那头最黑、最壮的“牛老大”就站在
那里，横对着由27节车厢连成一体
的火车。

这一道口的火车线路是澄迈华
盛天涯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专
用线，连接着该公司的水泥粉磨
站。火车的另一侧，是牛群“回家”
的路。

“可以走了。”1分钟后，道口值
班员李绵志对着牛群的方向喊道。
只见，列车一头的15节车厢被车头
拉开，一列火车中间“裂开”了3米宽
的口子，道口闸门已经抬起。

其实，不用李绵志“提醒”，牛群
已经行动起来——随着两段车厢分
开，“牛老大”发出低沉的声音，唤起
在道路旁埋头吃草的9头牛，领着牛
群，“轻车熟路”地穿过铁轨。

李绵志说，正常情况下，牛群需
要等火车卸完货后离开，道口闸门
开启，才可通过。这一等需要两个
多小时，甚至更久。

“如果不愿等，牛群需绕行4公
里。打断几根棍子，牛都不愿多走。”
牛群的主人、美鼎村村民符厚方也跟
在牛群后方，通过道口。离开道口
时，他熟络地向道口值班员吴为虎、
李绵志挥手道别，“谢谢！”

“哪能不熟呢，都已经习惯了。”
符厚方说，这样通过道口已经不是一
两天，也不止一年两年。

在这处道口，车厢分离给牛让
路，最早出现于2005年。当年，海南
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方面投入巨
资在粤海铁路建设了昌江华盛和澄

迈华盛两条铁路货运专线，将水泥熟
料通过铁路从昌江的生产厂区送到
澄迈生产，同年8月25日，澄迈华盛
天涯水泥粉磨站专用线正式开通。
这条铁路货运专线开通第一年的中
秋节下午，一位道口值班员通知火车
司机，调度移车为牛让路，理由是：过

节，村民家里人不齐不能吃饭。
自此，这个“口子”开了15年，每

天下午5时左右，当牛群面对长长的
火车和关闭的闸门时，道口值班员都
会通知列车调度，指挥火车司机将车
厢分离。多年来，参与移车的部门和
个人已经不止一次受到公司的表彰

和村民的赞扬。
牛群穿过道口后，司机毛玉田启

动火车头，将“断开”的两段车厢进行
复位，27节车厢再次连成一体。此
时，符厚方正赶着牛群向村子走去，
不急不缓。

（本报金江11月18日电）

新闻故事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习
霁鸿 实习生陈燕）11月18日，海口市
民政局公布2020年第二批全市16条
新建城市道路命名方案，并向社会征
求意见。电子邮箱：shswc@haikou.
gov.cn；联系电话：68723717；联系地
址：海口市长滨三路9号市政府第二
办公区16号北三楼。

瓦灶下洋棚改片区5条
新建道路命名

1. 瓦灶路：东起美苑路，西至美
园路，东西走向，长 336 米，宽 12
米。原瓦灶路在棚改前是美苑路至
瓦灶村，现瓦灶村棚改导致该道路西
段位置发生偏移，为传承历史文化，
铭记乡愁，故继续沿用原道路名称命
名为瓦灶路。

2.美和路：东起美苑路，西至美园
路，东西走向，长336米，宽12米。因
该路是原美和路（美祥路至美苑路）的
西延长线，故继续沿用原道路名称命
名为美和路。

3.美园路：南起国兴大道，北至美
祥路，南北走向，长552米，宽16米，
因该路是原美园路（美群横路至美祥
路）的南延长线，故继续沿用原道路
名称命名为美园路。

4.美群路：南起国兴大道，北至美
祥路，南北走向，长552米，宽16米，
因该路是原美群路（美贤路至美祥路）
的南延长线，故继续沿用原道路名称
命名为美群路。

5.振兴南路：南起国兴大道，北
至海府二横路，南北走向，长510米，
宽16米。因该路是原振兴南路（海
府一横路至海府二横路）的南延长

线，故继续沿用原道路名称命名为振
兴南路。

市区11条新建道路命名

1.长滨八路：南起长滨西五街，北
至长滨西一街，南北走向，长980米，
宽25米。因该路位于长滨北片区，和
原序列化命名的道路相对应，排在长
滨七路西边，故而命名为长滨八路。

2.站前路：南起火车站足球场，北
至粤海铁路海口火车站招待所（铁路
小区），南北走向，长 700 米，宽 12
米。因该路是粤海铁路海口火车站大
门前的一条道路，已投用多年，约定俗
成叫站前路，故而命名为站前路。

3.站前北路：东起粤海大道，西至
粤铁站前路，东西走向，长501米，宽
25米，因该路是粤海铁路海口火车站

大门北边一条入站道路，已投用多年，
约定俗成叫站前北路，故而命名为站
前北路。

4.站前南路：东起粤海大道，西至粤
铁站前路，东西走向，长501米，宽25
米，因该路是粤海铁路海口火车站大门
南边一条出站道路，已投用多年，约定俗
成叫站前南路，故而命名为站前南路。

5.长耀路：南起长源二街，北至长
源一街，南北走向，长283米，宽 25
米，因该路原是耀江西岸公馆小区围
起来的，现已修通成行政道路把小区
分成东西两部分，故而命名为长耀路。

6.新塘路：南起白水塘路，北至新
村南街，南北走向，长900米，宽20米，
因该路是白水塘路至新村，各取两个地
名中的一字命名，故而命名为新塘路。

7.埠北巷：南起埠北环路，北至埠
北环路，南北走向，长110米，宽8米，

因该路位于新埠岛北片区，夹在埠北
环路内，故而命名为埠北巷。

8.下贤北路：东起流水坡路，西至
美苑路，东西走向，长225米，宽 16
米，该路位于下贤村北侧，根据“体现
规划、好记好找”的地名命名原则，故
而命名为下贤北路。

9.江贤路：东起滨江路，西至美苑
路，长550米，宽20米，该路经英才小
学新校区穿下贤村至美苑路，故而命
名为江贤路。

10.万秀路：东起秀英大道，西至
永万路，长1300米，宽25米，因该路
连接秀英大道和永万路，各取两条道
路中一字，故而命名为万秀路。

11.学宾路：东起迎宾大道，西至
学院路，长1242米，宽25米，该路连
接迎宾大道和学院路，故而命名为学
宾路。

海口公布一批新建城市道路命名方案
涉及瓦灶下洋棚改片区5条路、市区11条路，向社会征求意见

“奔跑海南”琼海站活动
喊你领装备

本报嘉积11月18日电（记者刘梦晓）“奔跑
海南”2020环岛全民健跑活动琼海站将于11月
21日在该市万泉河文化广场举办。19日至20
日，活动将进入选手领取装备环节。

据了解，此次可领取的装备包括参赛T恤、号
码簿、计时芯片、抽绳包、参赛指南等，其中计时芯
片是10千米专业组别才有的专属装备。

领取装备时，需凭海南健康码绿码、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或照片）、参赛号领取活动装备，同
时签署《免责声明》。若装备发放期间内未领取装
备者，作无人领取处理。

此次是琼海市第三次举办全民健跑活动，由
省总工会、省旅文厅、琼海市人民政府和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

五指山获评
“中国天然氧吧”城市

本报五指山11月18日电（记者谢凯 特约
记者刘钊）海南日报记者11月18日从五指山市
相关部门获悉，该市近日获得“中国天然氧吧”城
市称号，为我省唯一入选城市。

据悉，“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由中国气象局公
共气象服务中心组织审定，根据城市的负氧离子
浓度、环境空气质量、水源质量等条件进行评选。

五指山市是海南省生态核心保护区，全市森
林面积148万亩，森林覆盖率86.44%。全市空
气污染指数达良以上的天数超过350天，全年占
比超过99%，AQI指数多年平均值小于40。此
外，五指山市全市主要河流水库水质优良率
100%，城市、村（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
良率100%。

五指山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五指山市此
次获评“中国天然氧吧”城市充分说明了该市拥有
良好的生态环境。该市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的发
展战略，用最严格的措施保护好生态环境，真正把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海口荣获
“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习霁鸿 实习
生陈燕）11月18日，由保尔森基金会和清华大学
主办的2020年“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颁奖典礼
在线举行。“海口湿地保护修复项目”荣获“自然守
护”类别年度大奖。

据悉，保尔森基金会由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
森于2011年创建，是一家独立智库。保尔森奖每
年颁发一次，对在中国境内推行的创新的、可复制
的、具有经济和环境双重效益的市场解决方案进
行表彰和奖励，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极具影响
力的年度奖项。

为了倡导以尊重和保护自然为基础的发展
理念，今年，保尔森奖特增设“自然守护”类别，
呼吁各界采用创新方式和机制保护和修复自然
生态系统。

据悉，自“海口湿地保护修复项目”启动以来，
海口已建立了两个国家湿地公园和5个省级湿地
公园，湿地保护率从16.01%提升至55.53%，成为
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之一。

装备领取时间
19日至20日每天9时-21时

装备领取地点
海南银行琼海支行（海南省琼海市银海路38号）

图① 牛群通过火车道口时的情形。图② 值班员李绵志正在打开闸门。图③ 火车司机毛玉田正将火车复位。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王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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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文体不海政 学生管理有特色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2020级新生开
学典礼暨军训总结大会上，各系军训方
阵依次进行了精彩的分列式演练。一个
又一个方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喊着
整齐响亮的口号，以自信挺拔的姿态和
昂扬的斗志走过主席台，充分展示了海

政学子军训成果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
貌。大会还对在军训期间涌现出的优秀
中队、优秀教官和军训标兵进行表彰。

“学院注重树立学生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弘扬劳动
精神，讲卫生、有礼貌，热爱生活、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海南政法职业
学院学生处负责人介绍，该校鼓励学生

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发现培养自己的文
体爱好，积极构建“无文体，不海政”的品
牌化、项目化校园文化体系，营造校园高
雅艺术氛围，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而“快
乐军训”就是学院送给每级新生的“开学
第一课”。

在严格的训练过程中，教官们会组
织学生在休息间隙进行才艺展示，还会

安排院文艺轻骑兵下中队表演，同时不
定期举行拓展活动，增强集体凝聚力。

“这次军训磨练了我们的意志，锻炼
了我们的体魄，增强了我们的集体观
念。”2020级一大队司警二中队学生龙思
羽来到海政后，感受到了特有的校园文
化和温暖如家的校园环境，体会到警务
化管理的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她怀揣
着信心和勇气，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
充满期待。

同时，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积极打造
青年志愿服务品牌项目，获“中国青年志
愿者优秀组织奖”，连续两届获全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获全省志愿服
务组织奖、志愿服务优秀项目奖；参加海
南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并获奖牌总数和
团体总分“双第一”，获全省大学生禁毒
演讲比赛一等奖，及全省“爱我国防”大
学生主题演讲网络大赛二等奖，入选“高
职、高专类高校团学创业教育工作指数
100强”榜单。

忠诚教育为核心 培养法治人才

建院以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始终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高标准严要
求，创新理念方式，将忠诚教育融入学生
的行为养成之中。学院推动高质量思政

课建设，以警务化管理为载体，扎实推进
行为养成教育。聚焦立德树人，通过开
展“读书节”“法律文化节”等一系列特色
文化活动，让忠诚教育在课堂内外“开花
结果”，落到实处。

“我们学院作为政法类院校，为政法
铁军培养后备人才，政治过硬是前提。”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教务处负责人介绍，
学院一直注意加强学生政治理论学习，
提升学生政治素质。

同时，学院坚持服务政法、服务基层、
服务社会的办学方针，强调学历教育与继
续教育“两翼并重”；坚持知行合一，让学
生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炼。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海南政法
职业学院形成了以忠诚教育为核心，思
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警务化管理和
特色校园文化为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育人成效凸显。“上手快、听指挥、能
吃苦、守纪律、懂礼貌”成为该院毕业生
的鲜明特色。

今后，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将继续顺
应新时代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贸港建
设的新需要，肩负起为社会治理和基层
法治建设培养人才的使命，强力打造政
法人才培养高地，为服务法治海南、平安
海南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策划/张晓敏 撰文/沐梓）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全方位培养政法人才 服务自贸港建设
“知识固然重要，但比知

识更重要的是能力，比能力更
重要的是品德，你们要在德智
体美劳各方面得到全面教育和
成长……”11月13日上午，海南
政法职业学院2020级新生开
学典礼暨军训总结大会举行，
又一批怀揣着梦想的青年学子
汇集海政，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该院教师也在现场对新
生们进行殷切教诲。

据了解，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是经国家批准的海南省唯一一
所专业设置涵盖公安类、司法
类、法律类专业的公办高等政法
类职业院校。现有公安司法、应
用法律、法务技术、公共安全技
术等4大专业群。该院遵循“德
法兼备、知行合一”的校训，以
“立德树人，培养合格政法人才”
为根本办学目标，主动适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及海南自贸港
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为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海南、平安
海南建设提供政法人才保障。

11月13日上午，海南政法职业学院2020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总结大会举行。 （图片由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