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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崎岖狭窄，当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驱车走完这9公里的上山路，眼前山
顶处一片村居映入眼帘，高处一面五星
红旗迎风飘扬。这是保亭什玲镇的一
处乡村教学点——水贤小学。

学校的教室内，教师王杨文正给孩
子们上课，黑板上写满了漂亮的板书。
讲台下，4个孩子正在专心听讲。“全校
去年还有10多名学生，今年就只剩下
4名学生、2位老师了。”课后，王杨文告
诉记者，虽然师生很少，但是小小的校

园内，篮球场、乒乓球台、阅览室、电子
教学板等设施一应俱全。

“即使学生再少，我们也要坚持把
学校和教学点办好。”保亭教育局党委
副书记辛碧华说，近年来保亭不断加
大教育投入，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软硬件实力，努力
使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

2019年9月，保亭引进首都师范
大学教育团队，实现与首都名校合作办

学“零”的突破。该团队依托首都师范
大学优质的教育资源、先进的管理理
念，全面主导首都师范大学海南保亭实
验中学的教育教学工作。

短短1年时间，合作办学初显成
效，首都师范大学海南保亭实验中学师
生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今年中考成绩取
得明显进步，600分以上学生人数达
17人，学校综合评价位次由原来的全
县第六位提升到第三位，初步实现了低
进高出的教育教学目标。

保亭教育局副局长莫文静介绍，
2020年该县有4所新建公办幼儿园投
入使用，新增学位1080个。今年秋季
学期，保亭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为
55.47%；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覆盖
率为90.7%，超额完成了“学前教育两
个比例”目标。

今年以来，保亭还建立6个卓越教
师（校长）工作室，以一对一帮扶等方式，
发挥辐射作用，促进广大教师教育、教学
能力的提高，推动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通讯员 何莉雅

房屋错落有致，村道干净整洁。
12月17日下午，在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保城镇什罗村，房前屋后花草点
缀，在一片葱茏绿意中，白色的污水管
网连接着家家户户。

“现在村子里环境好了，过去道路
两旁都是污水，散发的气味难闻不说，
还总是引来苍蝇蚊虫。”什罗村村民邢
益兰说，如今，村子里有了污水处理
站，村民们产生的污水都可以经过处
理后再排放，道路两旁干净整洁。

在什罗村污水处理站记者看到，
处理站内建有格栅井、调节池、厌氧
池、好氧池及沉淀池，而在污水管道的
出口处，经过处理的污水变得清澈，农
户还可以用来灌溉农田。

“村民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管网
流进污水处理站，进入到格栅池中，经
格栅过滤，流入调节池，并在风机的作
用下经过厌氧池和好氧池等环节的处
理，再沉淀，最后经过消毒，注入清水
池中便可达标排放。”负责什罗村污水

处理站运营的瑞发环境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保亭把农村污水治理作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
和基础性工作，持续加大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力度，探索符合农村特点、可复
制推广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截
至今年12月，该县已开工建设农村污
水处理项目147个，建设完工的项目
136个，238个自然村的生活污水实
现循环利用。

在加大污水治理力度的同时，保
亭不断创新污水治理方式。在距离什
罗村不远处的排寮村污水处理站，正
方形的池塘中绿色植被郁郁葱葱，这
片池塘是该污水处理站的人工湿地，
在这里，污水处理与人工湿地建设相
结合。

同什罗村污水处理站不同的是，
排寮村污水在经过厌氧池后，会进入
人工湿地系统，在湿地系统内，污水被
湿地不同填料基质过滤、吸附，再经由
生长在基质上的微生物、湿地植物吸

收、分解，经过一系列环节后，污水得
到净化。

在加大对农村污水的治理力度的
同时，保亭也不断探索城市污水治理方
式。夜晚，漫步在保亭西河，微风习习、
水波荡漾，河畔旁的七仙广场热闹非
凡，跳广场舞、玩滑板、滑轮滑……这里
已然成为保亭最热闹的休闲场所。

然而，就在几年前，保亭西河还存
在水质污染的情况，地表水水质是“劣
五类水”。“过去由于排污管网铺设不到
位，河两岸的餐饮商户环保意识不强，
常把餐厨垃圾和油污直排河中。”保亭
水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善超介绍。

为了让保亭西河恢复清澈，保亭全
面启动河长制，不断加大对保亭西河的
治理力度，实施污水收集和处理提升工
程，通过对河流沿岸的餐饮商户进行截
污纳管，污水必须通过隔油池，接入市
政的污水管道，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
才能排放，有效解决污水排入河流的问
题。如今，保亭西河的水质提升，今年
还入选海南“最美家乡河”。

此外，针对城市污水排放量日益

增加的问题，保亭将加快推进县城污
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
该县城区污水日处理量将从目前的
5000吨提升至1万吨，出水的执行标
准将从一级B标提升为一级A标。“接
下来，我们将在‘中水’回用方面持续

发力，探索将其用于混凝土养护、市政
道路冲洗、绿色浇灌等，希望通过此次
探索，为保亭的水生态环境可持续发
展提供‘样本’。”保亭水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林心怡说。

（本报保城12月17日电）

保亭着力提高教育医疗服务水平，扮靓城乡人居环境

民生温度暖心 美好生活舒心

保亭创新污水治理方式,推动城乡污水治理取得成效

清流宛转绕芳甸 碧波荡漾映城郭 保亭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营造良好乡村文化氛围

演出送到家门口
欢乐传到百姓心

本报保城12月17日电（记者李梦楠 梁君
穷）日前，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公
布了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
进集体”名单，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电影公司及保
亭县民族歌舞团上榜。据介绍，截至今年12月
初，保亭开展“文化惠民送演出下乡”活动64场，
放映电影956场，观影人数达11万多人次。

据悉，保亭县电影放映队定期走入各乡镇和
社区放映电影，让居民在工作之余过一把电影

“瘾”。值得一提的是，保亭县电影放映队还面向
群众，推出了“订单式”服务，在走访征询群众的意
见后，播放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

“赶上雨季的时候，有些路段特别不好走，都
是泥巴。但是到了村子里，看到热情的乡亲们，疲
惫和劳累就都消失了。”保亭县民族歌舞团演员石
亚科说。近年来，该歌舞团连续开展送文艺下乡
活动，在该县多个乡镇开展文艺演出，传播保亭文
化，讲好保亭故事，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接下来，保亭县还将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送
文化下乡活动，把优秀的文化节目送到群众家门
口，营造良好的乡村文化氛围，让基层群众从文化

“温饱”逐步走向文化“小康”。

保亭举办全民学英语
直播活动

本报保城12月17日电（记者李梦楠）12月
16日上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在该县广播电视
台举办“学好外语ABC建设海南FTP”保亭全民
学英语直播活动，该县公务员外语水平提升培训
班参训人员和县教育局相关人员参加活动。

直播以现场授课的方式进行，邀请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融媒体中心双语主播，围绕该
县风俗民情、人才引进政策等内容进行现场双语
教学，通过直播活动进一步提升该县公务员的英
语口语能力和交流能力。

课堂上，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踊跃发言，积
极参与课堂互动讨论，现场气氛活跃。参加培训
的学员纷纷表示，未来会继续努力学好英语。

据了解，为营造人人学外语的良好氛围，保亭
于近期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公务员外语水平提升
培训班，每周开展2次课程，旨在通过培训努力打
造一支外语水平高、服务意识强、适应自贸港建设
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并在发挥公务
员的示范引领，在全县掀起全民学习外语的热
潮。下一步，保亭还将以党政机关、学校、公共服
务窗口单位等领域为重点，分层次、分行业制定外
语学习目标及工作方案。

本报保城12月17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
员潘达强）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600人研学团、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附属中学500人研学团、琼海市
嘉积中学600人研学团、屯昌县红旗中学800人
研学团……近期，省内多个中小学校组织师生到
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
旅游区开展研学活动。

进入12月，天气渐凉，保亭研学旅行却热度
不减，探秘热带雨林奇观、体验黎苗民俗等主题成
为当地研学游的热门方向。研学旅游不仅丰富了
学生的假期生活，而且还能促消费、扩内需，有力
助推保亭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快速复苏。

槟榔谷景区打造探秘非遗、苗族扎染、知识培训
以及景区趣味体验项目，建设“悠黎客”户外拓展基
地，将传播非遗文化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提供“吃、
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体验服务，囊括了场地项
目、极限挑战项目、黎苗民俗体验项目等近50种活
动项目，让学生们在“游”中“学”，在“玩”中“学”。

保亭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研学同样火爆，该
景区依托丰富的热带雨林生态资源，努力探索旅游
与教育的融合，研发了系列研学主题活动。研学活
动内容包括自然科普课堂、民俗体验课堂、体验拓
展课堂、生存技能课堂、突发应急与自救课程、雨林
守护人课程、雨林部落体验课程等，将“教育”与“旅
行”巧妙结合，让学生在研学过程中感受自然魅力。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热带雨林，雨林里的植物
很丰富，印象最深的是见血封喉树，以往都是从课
本上了解它，现在终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感觉很
棒！”在呀诺达景区，来自琼海海桂学校初一年级
的邱同学兴奋地说。

保亭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保亭将
继续整合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槟榔谷黎苗文
化旅游区的文旅资源，立足市场需求、景区特色、
地方资源，开发四季全时的文化旅游产品，不断扩
大景区承接能力，深入探索“文旅+教育”的研学
新路，打造保亭研学旅行新名片。

保亭整合文旅资源，开发研学旅游产品

打造研学旅行新名片

12月14日，海南中学三亚学校组织学生到海
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开展研学旅行，学生们
在黎族阿婆的指导下学习黎族藤编。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潘达强 图/文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何莉雅

在县城可以享受
到北京教育团队带来
的管理方法与教育教
学资源；过去需要转院
到省城大医院进行的
手术如今在县人民医
院就可以完成；幼儿园
的学位增加了，费用下
降了；县城西河与东河
更加清澈……回顾即
将过去的2020年，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百
姓真切感受到了获得
感、幸福感的提升。

政之所兴在顺民
心。今年以来，保亭在
全力应对疫情防控、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三个大考”的过程中，
始终坚持一切以人民
为中心，久久为功惠民
生、暖民心，奋力书写
幼有所育、老有所养、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
住有所居的暖心答卷，
不断增强民生福祉，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如今在南林乡东方村万如村民小
组，污水处理站、太阳能路灯、公共厕所
等设施一应俱全。村子变美了，生活变
好了，是村民们近些年最大的感受。

“就说我们脚下的路，过去一下雨，
道路泥泞，走路要把裤脚挽到膝盖。”万
如村民小组村民谭江民指着村内一栋
房屋告诉记者：“这间房几年前还是瓦
房，一刮风，瓦片就被吹得到处飞。如
今，危房改造后的房子，好看又宽敞，台
风来了也不怕。”

谭江民的感受并非个例。近年来，
保亭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脱贫攻坚、
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不断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让群众有
了真真切切的幸福感。

每天下午，保亭什玲镇坚固村村民
林泽徐都会开着拖拉机，到镇墟和全镇
各个村子走一圈，走进镇上大大小小的
农家乐、餐馆，将泔水统一回收，再运到
指定地方集中处理。

今年4月，坚固村创新探索，将环

境整治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成立可再生
资源回收专业合作社，结合垃圾分类，
集中开展垃圾回收清运、粪污无害化处
理、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等业务，有效
地维护了城乡环境的清洁。

同时，保亭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提升全县生活垃圾处
理能力。2019年9月保亭投入827万
元启动了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封场治
理工程，永久封场面积达21625平方
米，封场表面全部做绿化处理。项目已

于今年8月竣工，如今一期填埋场地表
之上已是一片生态绿地。

此外，为加快推进厕所粪污资源化
利用，保亭农业农村局指导各乡镇组建
了15支清掏队伍扎实开展农村厕所粪
污清掏工作，重点对新建的2083座且
尚未接入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管网的农
村户厕进行粪污清掏，目前已基本建立
起包含粪污清掏（收集）、转运、处理、利
用的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长效机制。（本报保亭12月17日电）

促进教育公平 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提升医疗水平 资源下沉惠及城乡

“过去这些病房空空荡荡，如今可以
说是一床难求。”在保亭县人民医院外二
科的病房内，该科室主任邓大坪介绍，外
二科已成为医院模范科室，科室床位使
用率由以前的20%提至如今的120%。

患者回流的背后，是该院不断加强
人才引进，多举措促进医疗技术提升。
而这也是保亭不断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缩影。

保亭推进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将
县人民医院全权委托给海南省第三人民

医院管理，这完全不同于以往大医院帮
扶小医院，而是两家医院的深度融合。

托管以来，保亭县人民医院增设神
经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三大科室，
省第三人民医院通过专家派驻、人才培
养等形式传递医疗新技术、新知识、新
理念，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医疗资源
比较薄弱的保亭，让群众不出县城就能
享受大医院的服务。

今年11月，保亭县医疗集团成立，
标志着保亭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工作

正式启动，保亭医改迈出关键步伐。这
将进一步构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综合
医院和专科医院，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三位一体”的重大疾病防控机制。

“县医疗集团的成立，将带给群众
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过去村卫生室
可能由于医疗服务水平有限，难以为村
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它们加入
县医疗集团后，村医可以在县医院进行
培训学习，县医院的医疗资源也会下
沉，切实推进分级诊疗制度。”保亭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解释道。
保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保亭

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断完
善组织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激励机
制，重基层、强基础，打破原有利益藩
篱，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共建共享、合
理有序流动，努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切实提高全县整体医疗资源利
用效率，发挥紧密型医联体机制作用，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有效满足基层
群众的医疗健康需求。

扮靓人居环境 美好家园幸福满满

日前，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保亭中学举行竹竿舞比赛，
该校学生身穿民族服饰跳竹
竿舞。

竹竿舞又称打柴舞，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
2015年以来，保亭中学每年
都会举行一次竹竿舞比赛。
在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的同时，
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如
今，竹竿舞比赛已经成为该校
的特色品牌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图/文

校园欢跳竹竿舞

保亭推进污水治理和沿河绿道景观工程建设。经过整治的保城
河水清岸绿。 （保亭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