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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下午，在昌江二小五
（1）班的课堂上，教师李树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巧妙融入道德与
法治课课程中。老师讲得有趣，
学生听得认真，不知不觉就强化
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和认识。

海南日报记者在该校课程表
上看到，该校一年级到五年

级的道德与法治课每周
二节，六年级每周三
节。“小学是价值观

形成的关键时期，思政课决不能
走形式。”该校副校长王琼献说，
除了举行“国旗下的讲话”活动
外，每周一的主题班会课上，老师
还会给学生讲文明礼仪，让他们
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通过
强化道德与法治教育，培养品学
兼优的好学生。”

近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
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
在北京联合发布 36 名“新时代好
少年”先进事迹，昌江中学高二学

生何有念榜上有名。何有念的成
长离不开学校的呵护。因家庭突
然变故，何有念 10岁后就没了父
爱母爱，正是学校的精心呵护和教
育，避免了他走上“歪路”。如今，
何有念不仅品学兼优，还负责照顾
相依为命的弟弟，将家庭的重任扛
在肩上。

从小学到高中，昌江把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落实在学生成长
的各个阶段，充分发挥学校在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主阵地作用，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
教学、校本课程和校园文化，为学
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加强正面引导的同时，昌江还
持续开展禁毒知识进校园活动，营
造良好的校园禁毒环境。截至今年
11月，昌江将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
竞赛活动接入 50所学校，接入率
100%。昌江中学初一学生林家玮
获得代表海南省参加2020年全国
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决赛资格，是
我省唯一来自初中组的代表。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见习记者 刘婧姝

在昌江石碌英才学校办公楼二
楼党支部办公室里，“昌江黎族自治
县两新组织党建示范点”的牌匾显
得格外醒目。这块由昌江两新组织
工委于2019年 12月颁发的牌匾背
后是一连串的数字：从2010年党支
部刚成立时的 3名党员，发展到现
在已有15名党员；2016年至今，共
帮扶困难学生 312 人次，减免学费
41.6万余元……

近年来，昌江石碌英才学校坚持
以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教师先锋
模范作用，积极参与教育扶贫工作。
该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符汉良说，能
够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接受更

好的教育，大家再苦再累也值得。
符汉良家在昌江乌烈镇峨港

村，来自黎族村庄的她，深知昌江山
区教育资源匮乏，小孩读书的不
易。曾经有过两年支教经历的符汉
良，在进入昌江石碌英才学校当老
师后，决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帮
助山区的孩子。

“我们应当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主动作为，积极参与教育扶贫。”2016
年7月，在一次校务会上，符汉良提出
建议。建议得到了校董事会和全体老
师的支持，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扶贫济
困措施立即实施。

2016年秋季学期开学后，该校对
来自七叉镇红峰村田头村民小组的学
生免收学费，同年11月又争取到了共

青团昌江县委对22个贫困户学生的
资助名额。2017年，该校又接收了七
叉镇重合村的所有学生到学校就读，
并对困难家庭学生减免学费。4年多
来，该校合计帮扶来自七叉镇田头、重
合和红峰村等少数民族村庄的学生
312人次，共减免学费41.6万余元。

来自田头村的九年级学生符周
德，是第一批受益于昌江石碌英才学
校扶贫济困政策的贫困生。内向腼
腆，不愿与人交流。这是符周德给符
汉良的第一印象。在符汉良的努力
帮助下，符周德性格变得越来越开
朗，人也变得勤奋好学。“我现在成绩
有了很大的提升，成绩排名基本在班
级前10名内。”符周德十分感谢符汉
良老师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自己

会更加努力学习，将来像符老师那样
帮助别人。

针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基础
差、心理素质差、厌学等情况，昌江石
碌英才学校党支部号召党员教师给予
这些“学困生”进行辅导，得到了全校
教师的积极响应。

2017年，来自重合村的符智祺进
入石碌英才学校上六年级，却还不会
说普通话，连最简单的加减法都不
会。并且，他虽然身形瘦削，沉默寡
言，但性格要强，常常与其他同学发生
冲突。这让老师很头疼。

为了帮助符智祺，符汉良决定在
课后安排一年级学生跟他坐在一起，
从最简单的拼音认读开始学起。课堂
上，常常给他抛出最简单的问题，鼓励

他回答。就这样，在符汉良耐心教导
下，符智祺渐渐打开心扉，开始主动向
老师问好了，成绩也慢慢跟了上来。

“符老师除了教给我知识外，还
教我如何与人相处，真的很感谢她。”
现在已升至初三年级的符智祺说，如
果没有老师的耐心教导，他可能早已
退学。

石碌英才学校通过给予学生的心
理疏导等举措，大大提升了“学困生”
的学习信心，并帮助他们朝着积极乐
观、奋发向上的方向健康成长。

“一个民办学校，不但党建工作抓
得好，而且能够主动担当，用心用情去
帮助贫困学生，实在难得。”昌江两新
组织工委有关人员说。

（本报石碌12月7日电）

昌江举行国家宪法日
宪法宣誓活动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
员符长雨）12月4日是第七个国家宪法日，当天
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举办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
活动。

活动旨在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宣传
宪法知识，加快法治昌江建设进程，为推进产业兴
盛、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新时代“山海
黎乡大花园”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昌江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卢义表示，要提
高站位，认清形势，充分认识全面依法治县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县委各项决策部
署，为昌江加快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更加安
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坚持服务发展大局，坚持依法行政，紧抓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快法治昌江建设步伐。
要强化使命勇于担当，构建法治昌江建设新局面，
为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园”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
保障和强劲的法治力量。

县司法局副局长陈华全说：“宪法是立国之
本，加大宪法宣传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下一步我们
将进村入户，组织各单位开展宪法宣誓活动，扩大
宪法的知晓度。”

昌江医疗集团启动
房颤中心建设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
员钟潇虹）昌江黎族自治县医疗集团近日正式启
动建设房颤中心，进一步规范心房颤动病人的诊
治流程，让房颤病人能够得到及时、快捷、规范的
治疗。

据介绍，房颤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并且
有很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房颤中心建设工作的
启动，是昌江全面落实国家健康中国行动计划的
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昌江医疗集团成立两年来，整
合县域内优质医疗资源具体工作之一，将有效带
动区域内房颤诊治能力的整体规范化和提升，让
当地患者都能接受到最适当的治疗。

据了解，为了提高当地医疗机构房颤诊疗水
平，昌江医疗集团此前已举办房颤中心建设培
训，邀请武汉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国房
颤中心联盟主席黄从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陈
漠水，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房颤中心
主任林劲等知名专家开展房颤中心建设业务指
导和相关培训，为当地医疗人员带来了新的房颤
诊疗思路。

“我们将充分利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优质
医疗资源和专业技术团队加快推进房颤中心项目
在昌江落地生根，造福昌江人民。”黄从新说。

昌江医疗集团负责人丁文茂表示，在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的帮扶下，昌江医疗集团对房颤病人
的诊疗会更加规范，同时将在昌江县域内构建高
效专业和同质化服务的房颤专病分级诊疗体系，
更好地为全县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昌江举办促消费活动
加快释放消费潜力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
员符健柏）为了加快释放消费潜力，推进消费供给
创新，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升级，昌
江黎族自治县从11月29日至12月12日，在县城
广佰汇超市、宝真超市、百花汇超市等3个超市广
场举办主题为“品质昌江、购享生活”的2020乐购
昌江促消费活动，满足昌江居民和游客的购物消
费需求。

11月 29日晚，首场活动在恒基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居民纷纷排队到展位前参加
活动。此次促消费活动主要集中展销生鲜水果、
日用品、休闲食品、酒水饮料、家电等各类生活
必需品，现场还开展了黎族特色文艺演出、观众
现场答题、购物抽奖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参与活
动的超市以折扣补贴、优惠券等诸多形式展开促
销，通过物美价廉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使
消费者放心消费、享受消费，进一步挖掘消费潜
力、稳定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

昌江聘用80名
大学生村务专员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杨耀科）上报“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运用情
况台账、填写会议记录、录入农村宅基地基本情况
调查表……12月3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
下乡钱铁村村委会办公室里，韩赛正在忙着手头
的活，这是她当村务专员后负责的工作之一。

为了提高村委会工作效率，今年10月，昌江
决定聘用80名高校毕业生担任各乡镇村委会村
务专员。韩赛是王下乡政府录用的4个村务专
员之一。今年6月毕业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
她，在校时曾担任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加上又是
王下乡人，因此顺利被录用，被安排到钱铁村委
会上班。

“大学生到村委会工作，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鲜血液。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大学生能够回来家乡
工作，更是难得。”钱铁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昌平说。

据了解，此次昌江录用的80名村务专员中，
2020年应届毕业生12人，中共党员6人，贫困户
家庭成员14人。

昌江一民办学校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参与教育扶贫，2016年至今帮扶困难学生312人次

倾心浇灌“希望花”

■ 见习记者 刘婧姝 肖开刚
特约记者 林朱辉

12月7日上午7时40
分，昌江黎族自治县第二小
学五年级（1）班学生符列娇
站在国旗下，给在场的同学
作了题为《从“举手之劳”做
起》的演讲。该校每周都会
在升旗仪式后，开展“国旗
下的讲话”活动，作为课堂
外的“德育课”。

树人先树德，育人先育
心。昌江高度重视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将德
育作为未成年人教育的重
要内容，2017年以来，昌江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构建学校、社会和家庭
“三结合”教育网络，整治校
园周边环境，不断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今年11月 19日，
该县荣获“第六届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
进城市”荣誉称号。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
表示，昌江将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安排，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积极探
索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
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每天，昌江十
月田学校放学后，
不少学生会来到
位于校内的乡村
少年宫书画室练
习书法，而在不远
的科技馆里，学生则
在练习焊接电路板，

组装智能机器人。
“动手实践，既拓

展了学生知识面，也增
强了学生的求知
欲。乡村少年宫已
经成为学生们成
长的乐园。”十月
田学校办公室主任

曾启彦介绍，该校乡村少年宫内设有
科技电子制作模型室、航模室、舞蹈室
等，会在课后开展各项素质拓展活动。

截至目前，昌江全县共有12所
乡村少年宫，常年开设有书法、剪纸、
绘画、舞蹈、音乐等免费教学项目。
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昌江还设立未成年人活动室，组
织开展“小小志愿者”“经典诵读”等
活动，开展新时代好少年暨十佳美德
少年评选，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热爱祖国。

不仅是乡村少年宫，昌江很多单
位也在为未成年人营造更好的成长
环境。

近日，共青团昌江叉河镇委牵

头组织叉河中学21名中学生，来到
叉河中心大道、农贸市场等地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强化学生遵纪守法
的意识。

学生们有的用扫帚清扫路面，有
的和交警共同规劝违停车辆、提醒骑
行者戴头盔。叉河中学初三学生豹
雨桐说：“参加志愿活动很有意义，体
验到了交警工作的不易，以后出行都
会遵守交通法规。”

昌江妇联等部门则积极开展关
爱留守流动儿童活动，动员和组织社
会各界对困难家庭儿童进行结对帮
扶，为困难家庭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
良好社会环境。

此外，昌江文明办还组织开展

以校园周边为重点区域的集中整治
专项活动，重点排查违规网吧、娱乐
场所等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场所，
及时清查校园周边流动摊点、销售
网点。同时，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宣传，积极营造全社会
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舆论
氛围。

昌江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县成立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并建立联席会议、督促
检查和督导考评等制度，把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作为创建文明单
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家庭的
前置条件，形成协调联动、齐抓共管
的强大合力。

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而且伴随孩子成长全过程，对孩
子的健康成长负有主要责任。

日前，在石碌镇城北社区的家长
学校，举行了一场以“青春勇担当 建
功自贸港”为主题的演讲。昌江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唐媛媛、昌江
税务局办公室副主任封宇分别向参
加活动的家长讲述了抗疫感人故事

和自贸港税收制度创新知识。
“平时听到感人故事都会跟孩子

分享，这次医护人员分享的抗疫的故
事，让我感受到了大灾大难前人性的
闪光点。”石碌居民王蕊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她说，家长对孩子价值观的引导
十分重要，尤其体现在言传身教上。

为推动家长履行好家庭主要责
任，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昌江

不断提升家长学校工作水平，在学
校、社区开办家长学校，探索出一套
能够使家长学校规范化、常态化发
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把家长学校
的工作与家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
紧密融合在一起，通过定期举办家
庭讲座，开展经验交流，帮助家长树
立科学教育观念，掌握正确的教育
方法。如今，昌江已创建5所省级

“示范家长学校”，全县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取得新实效。

此外，昌江还充分借助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堂、家
长学校等活动，开展亲子教育内容讲
座和培训，并深入开展文明家庭、最
美家庭、书香家庭评选，弘扬“以德育
人”主旋律。

（本报石碌12月7日电）

夯实学校主阵地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

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多方携手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督促家庭履行主要责任 多措并举助力家长做好言传身教

昌江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网络，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三方共育系好“第一扣”

昌江二小学生在上道德与法治课。 见习记者 刘婧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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