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梁君穷

4月22日早上，陵水黎族自治县隆
广镇广坡村的小辉早早就穿着校服在家
门口等待。10时许，一辆黑色的车缓缓
停靠在小辉家门口，车未停稳，小辉就迫
不及待地站在车门前迎接前来为他“送教
上门”的老师。

小辉患有多动症，从小就没有言语能
力，还伴有智力障碍，病情让他无法像其
他适龄孩子一样入校就读。为了让小辉
也能接受教育，2019年开始，隆广中心小
学的几位老师每周都会来到小辉家为他

“送教上门”。
爱跑，是邓少君对小辉的第一印象。

邓少君还清楚地记得初次见到小辉时的情
景：不穿鞋子，光着脚绕着院子跑，屁股才
刚沾椅子，下一秒又站起来，一节课坐下来
的时间屈指可数。虽然事先做了功课，但
小辉的情况还是出乎邓少君的意料。

虽然有困难，但邓少君并没有放弃。
“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耐心地教导他。”
邓少君说，每次上课时她会带一些零食，
当小辉表现好就会奖励他，慢慢地，两个
人心越来越近，邓少君也开始能“听懂”小
辉说的话。“哒哒哒”轻快急促的跺脚声代
表小辉很高兴，而不开心时，他就会发出
力度稍大声音沉重的“咚咚咚”声。

之后，她又不断向特殊教育学校的老
师请教，在网络上查找相关案例，不断进
行优化修改，并根据小辉的情况为他量身
定制了符合他身心健康的辅导计划，现
在，小辉坐在凳子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以前穿衣服都要我们帮忙，现在他都可
以帮我去小卖部买东西了。”小辉的妈妈
笑着说。

在陵水，像小辉这样接受“送教上门”
的孩子还有63个。近年来，在陵水县融合
教育资源与指导中心的牵头下，该县针对
重度残疾学生居住分散，许多住在偏远乡
村的问题，发挥普通学校属地就近的特点，
建立了以特殊教育学校为支撑指导，普通
教育学校共同参与的多元化送教模式。

“每年我们都会对各乡镇学校的老师
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教学。”陵水县特殊教
育学校的老师潘香妃说，特殊教育学校的
老师划分为10个小组，每个小组派出2
名老师负责1个乡镇内“送教上门”服务
的指导工作，除了对乡镇普通老师的教学
内容进行集中培训，更多的时候，特殊教
育学校的老师会针对各个乡镇的具体情
况进行“一对一”答疑。

“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需要我
们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进行因材施教。”
潘香妃说，此外，针对身体有缺陷的孩子，
送教上门时，除了有专门的老师，还会有
医生随行，帮助学生进行康复训练。

“根据孩子自身情况，除了送教上
门，还有不少孩子在普通学校进行随班
就读或在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学习。”潘香
妃还介绍，为了更好地让孩子接受教育，
目前陵水已在15个普通学校设立资源
教室，下一步在为老师进行培训后将正
式启用。

记者走进隆广镇中心小学的资源教
室，只见这里干净整洁，配备了康复训练、
智力训练、听力训练等器材。隆广镇中心
小学校长杜建君介绍，通过资源教室的设
立，将推动随班就读课堂融合，进一步为
特殊学生创设了一个“宽敞明亮、资源丰
富、装备齐全、关爱至上”的良好育人环
境。 （本报椰林4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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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1海南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看点

本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刘洋）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
园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东屿
岛内，已于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
年会期间正式对公众开放，公园由
9 个具有琼北特色的民俗院落组

成，分别为看苑、听苑、读苑、画苑、
木苑、锦苑、陶苑、饰苑、久苑，共20
个房间，承载着传播和交流论坛文
化、亚洲文化、海南文化的功能。
请您点击链接，全景云览博鳌主题
公园。

云览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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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石中晨）4月25日，首
届海南自贸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
展高端论坛在海口启幕，省内外专家
学者齐聚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探讨海
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
的创新发展。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社科联指
导、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主办。来自
中央党校、海南省委党校、中国人
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海南大学等高校和机构的专家
学者，围绕“国家安全环境”“从党

史中汲取力量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思政课教师教学工作漫谈”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与海南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任务”等主题
作主旨演讲，为推动海南思想政治
理论教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发展建言献策。

论坛开幕式上，主办方表彰了一
批优秀论文。论坛期间，获奖论文作
者代表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
转换探究”“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协
同育人的困境及路径探析”等主题进
行交流发言。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举办论坛

探讨海南自贸港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徐
慧玲）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2021中国
男子职业高尔夫球赛-三亚精英赛4
月25日在三亚亚龙湾高尔夫球会收
杆。来自广东东莞的“00”后小将叶沃
诚逆转取胜，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冠
军。本次比赛也是奥运积分赛，冠军
得主最少可以拿到6分的排名积分。

据悉，2021中国男子职业高尔
夫球赛-三亚精英赛总奖金为35万
元，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04名球员
同场竞技。

当天，老将黄文义、中坚力量黑
纯一以及小将叶沃诚三名球员间的
冠军争夺异常激烈，比分交替上升，
最终小将叶沃诚手感爆棚，打出十次
小鸟球，以四轮266杆（71-67-66-
62）逆转取胜。黄文义带着三杆优

势进入冠军争夺战，虽然发挥平稳，
无奈叶沃诚超常发挥，黄文义最终以
四轮268杆（70-65-64-69）位列次
席，无缘冠军。黑纯一三号洞击球下
水，三柏忌的劣势让黑纯一异常被
动，最终以四轮270杆（67-71-64-
68）获得第三名。

三亚精英赛裁判长兼赛事总监
冯力源介绍，鉴于东京奥运会推迟
一年举行，为支持我国选手积攒奥
运积分，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高尔
夫球选手的奥运排名积分截止时间
分别延长至 2021 年 6月 21 日（男
子）和2021年6月28日（女子）。在
高尔夫球选手的奥运排名积分截止
前，我国将举办7场中国男子高尔
夫职业巡回赛，每场冠军得主最少
可以拿到6分的排名积分。

中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赛
三亚精英赛收杆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高
懿）4月25日，2021年首届三亚芒果
节新闻发布会在三亚召开。届时，首
届三亚芒果电商大赛、全民芒果大联
欢、系列芒果采摘等七个活动板块将
同步开启，线上促销与线下体验相结
合的方式，为三亚芒果产业赋能，将
三亚芒果打造成一张靓丽名片。

据介绍，首届三亚芒果电商大赛
时间为4月28日—6月20日，4月25
日开始接受报名，共设置两个参赛项
目，分别是“三亚芒果销售达人大赛”
和“三亚芒果优秀电商大赛”，打造全
民参与、全民带货、全民品尝芒果的

景象，最终以销售额评选出冠、亚、季
军，以及优胜奖10名。

本次芒果节通过全民芒果大联欢
活动，联合酒店、各大景区、各大旅游自
媒体等，主打三亚芒果伴手礼，通过“手
信”、伴手礼、品尝、扫码入群购买、线上
下单，极速发货等方式随时随地让游客
方便地感受芒果的魅力，让三亚芒果成
为人们“爱上三亚的另一个理由”。

同时，还将同时启动水果（芒果）
价格指数保险，以成本价作为标底
价，对芒果生产提供政策性保障，促
进种植户安心从事生产，让种植户吃
上“定心丸”。

首届中国三亚芒果节开幕

人们常说，教育是三更的灯火、五更
的鸡鸣。这个充满生活体验感的譬喻，说
出了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未来的希
望源于今天的教育。

对身患残疾的孩子来说，教育的意义
尤为特殊。如何让他们接受有质量的教
育并快乐地成长、成才，也是相关家庭最
操心、最犯愁的事情。作为“燃灯者”，教
师们坚持为重度残疾孩子“送教上门”，不
仅为孩子们提供了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也有助于相关

家庭减轻负担，燃旺生活的希望。这样的
努力与付出，坚守与奉献，令人肃然起敬。

公平教育之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持续拨亮特殊教育这盏“明灯”，照亮“特
殊儿童”的未来之路，既需要“燃灯者”坚
守、奉献，也需要全社会给力、支持。进一
步完善制度保障、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师
资培养，等等，才能不断地解决因城乡、区
域等因素差异造成的不平衡问题，从而让
公平教育的阳光照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灵，
为他们的人生出彩撑起一片蓝天。

拨亮特殊教育这盏“明灯”
短评

关注特殊公共服务项目
本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黄冬

青）近日，《黎族常用草药图本（第六
册）》出版发行。该书较为全面介绍
了海南黎族用药，不仅为弘扬海南民
族医药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填补了我
国民族医药中的一项空白，还为我省
发展民族医药产业提供了一定参考。

在海南岛这个“南药”宝库中，蕴
藏着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据有关资
料记载：海南岛分布有植物4000多
种，其中药用植物3000多种，丰富的
自然资源不仅为黎族同胞的生活提供
了物质保障，而且为防病治病提供了
充足的药用资源。早在宋元时期，黎
族就对草药的形态、分布、性味及功效
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黎族的黎药在
蛇虫咬伤、接骨、妇科、风湿、肝病、疟
疾等疑难杂症方面疗效显著，至今还
在海南黎族村寨发挥着独特作用。

据介绍，虽然黎族有自己的语

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长期以来，黎
族医药的传承方式以口口相传、手手
相教，上传下，师带徒的形式进行。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进步，同时也因
为民族医药传承链的脆弱，黎族民间
传统医药日渐式微，面临后继乏人、
古方失传的危机，抢救与保护黎族医
药迫在眉睫。

海南本土民族医药专家钟捷东
倾注二十多年心血，挖掘、整理、研
究黎族医药，在2008年出版了我国
首部专著《黎族医药》。长期以来，
钟捷东为海南民族医药的传承和发
展做出了不懈努力，进行了艰辛的
研究和探索，并将研究成果汇辑成
书，推出《黎族常用草药图本》（1-6
册），该书开创性地收集了黎族民间
常用草药1000多种，详细介绍了植
物来源、形态、黎族名、别名、分布、
性味、功能主治。

本报椰林4月25日电（记者李梦
楠）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政局优化高
龄津贴发放工作，取消高龄津贴档次变
更申请环节，扩大津贴覆盖人群范围，由
80周岁以上老年人扩大至75周岁，为
全省唯一将高龄津贴范围扩大至75周
岁以上老人的市县。

过去，老人年满 80周岁、90周岁
时，需提前1至2个月提交高龄津贴档
次变更申请。优化方案出台后，申请
环节取消，即在核实老人健在的前提
下，从老人年满 80 周岁、90 周岁或
100 周岁的当月起，由县民政局直接
给予老人发放相应档次津贴，无须提
交申请，方便群众生活，确保津贴第一

时间发放到位。
此外，该方案还扩大高龄津贴覆盖

人群范围，发放范围从80周岁以上老年
人扩大至75周岁，并按年龄分为四个档
次，即75周岁至7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
月津贴100元；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
人，每人每月津贴150元；90周岁至99
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津贴200元；100
周岁（含10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
月津贴700元（其中，县级配套津贴200
元，省级配套长寿补助金500元）。

据统计，2020年，陵水全年累计发
放高龄津贴达2000万元（不含省级配套
的百岁老人长寿补助金），惠及老人约
1.3万人。

本报八所4月25日电（记者肖开刚）
海南日报记者4月25日从东方市民政局了
解到，东方百岁老人现有70人，最年长者
119岁。而10个乡镇中，四更镇百岁老人
人数最多，有18人。

在东方市四更镇长山村，80岁以上
老人有86人，百岁老人3人。今年103
岁的吉发田就是其中1位百岁老人。她
目前除了耳朵不灵敏外，其他身体状况良
好。其儿子符广新说，母亲吉发田爱喝
水，一天能喝好几大杯。而当符广新外出
务工时，老人也会自己煮粥，还会帮忙喂
养院子内的小鸡。

“百岁老人健康生活的背后，体现的
是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东方市民政局

副局长符林红说，每年春节、重阳节等节
日，东方民政部门都会组织工作人员走访
慰问百岁老人、孤寡老人等，给他们送上
节日的温暖和慰问品，并建立台账数据，
及时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情况。

在日常走访中，东方市民政局工作人
员也会不厌其烦地逐一向老人子女宣传养
老政策，积极倡导家庭养老美德，努力营造
人人关爱老人的浓厚氛围，让老人时刻保
持阳光的心态，少一分忧愁。

据了解，东方市民政局每年都会给
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今
年1月—3月发放高龄补贴26065人次，
合计发放金额299万多元。其中，百岁老
人每月可领百岁健康长寿金700元。

《黎族常用草药图本》添新册
收录黎族民间常用草药千余种

陵水为“特殊儿童”创设良好教育环境

送教上门 关爱到家

4月25日，澄迈县新冠疫苗接种车开进老城镇罗驿村，护士为村民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家门口打疫苗

陵水扩大高龄津贴覆盖人群范围

75周岁以上老年人都有份
东方现有百岁老人70名

最年长者119岁

隆广中心小学的老师为小辉（化名）送教上门。本报记者 梁君穷 摄

各界来琼投资热情持续高涨◀上接A01版
统计也显示，2020年6月自贸港建

设正式启动以来，至今年3月，全省新增
市场主体30.7万户，环比增长34.73%；其
中，新增企业约 15.5 万户，环比增长
121.41%。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3 月底全省
124.5万户市场主体中有46.4万户为企
业，占比为37.3%；而在去年6月至今年3

月，新增市场主体中的企业占比超过
50%，显示海南市场主体结构呈优化态
势，将为市场带来更多创新活力。

“海南自贸港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策
优势，营商环境也有了飞跃式的进步，
这对海外优秀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有意强化海南投资的法国欧瑞泽
基金集团董事总经理兼亚太中国区总
裁陈永岚说。

海南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上接A01版
一 季 度 货 物 贸 易 人 民 币 跨 境 收 付
37.78 亿元，同比上涨了 2 倍，带动了
整个经常项目同比增长1.2倍，其中免
税品进口占货物贸易额的 51.4%，就
是受自贸港离岛免税购物非常活跃的
带动。

“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跨境收

付109.56亿元，同比增长147倍，反映了
境外资本对自贸港建设的信心。”他还介
绍，金融创新业务成效逐步显现也是一大
原因。

邱彦华介绍，今年一季度，海南FT

账户资金流动超去年全年流量的原因主
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银行展业能力进一步增
强，FT账户在海南正式上线两年多时
间，目前主要银行大致进入了比较熟

悉的阶段。其次是非居民账户业务大
幅增长，一季度FTN账户开户数、账户
存款余额同比都实现大幅度增长；通
过 FTN 账户发生的资金跨区收付为
20.95 亿元，跨境收付为 295.05 亿元，
都实现大幅度增长。此外，海南自贸
港 FT 账户业务进一步便利化也助推
了业务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