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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村里新修了环村路，大伙出行方
便多了。”11月7日，儋州市新州镇黄
村下黄村小组村民吴永安说，下黄村
的生产地块在邻村，过去没有环村路，
直线距离1公里的路，村民要绕行3
公里才能到，很耽误事，如今问题已迎

刃而解。
吴永安口中的新路，指的是11月

5日通车的黄村环村路。这条建设历
时2个月、总长2.6公里的环村路，把
黄村下辖的那甲村、黄坡村、上黄村、
中黄村、下黄村、斜涝村等6个自然村
都串联起来，彻底解决长期困扰黄村
村民生产生活的出行难题。

据悉，黄村共有513户2605人，
下辖的6个自然村较分散。正如吴永
安所说，没有修建环村路时，由于各村

的田地相互交织，直线距离很近的田
地，村民要绕一段路才能赶到。

此外，黄村急需修建环村路，把中
黄村170亩香蕉基地和300亩百香果
基地、那甲村400亩桑葚基地、黄坡村
400亩香蕉基地等分散的产业整合起
来，助力振兴村集体产业、建设农业旅
游乡村。环村路的修建，也有利于把
各村闲置的共计3000亩土地连接起
来，以便之后引进大型农业企业开发、
盘活，增加村集体收入。

立足于此，结合当前开展的党史
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儋州市委、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认真
谋划，驻村工作队、村委干部积极落
实，推动问题解决。其中，市里下拨
379万元建设资金到新州镇政府，由
镇政府作为项目业主建设黄村的环村
路，优化设计线路，共修建5条村道，
总长约2.6公里，宽3.5米至5米，铺设
水泥混凝土路面，安装105盏太阳能
节能路灯。

新州镇党委书记羊彬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新州镇党委将进一步抓实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切实解决长期困扰村民生产生
活的难题，推进乡村振兴。”

黄村村党支部书记吴健新说：“修
好环村路，村民多年的期盼终于变成
现实，新路不仅提升了整体村容村貌，
解决村民生产、生活难题，也为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本报那大11月7日电）

为民办实事

儋州黄村环村路通车，长期困扰村民生产生活的出行难题迎刃而解

村民盼望多年的路修好了

全省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会议要求

从严从实抓好换届风气监督
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本报海口11月 7日讯 （记者刘操）11月 7
日下午，全省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会议在海口
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
肃换届纪律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加强
换届风气监督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沈晓明
的要求，对进一步加强我省换届风气监督工作进
行部署。

会议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抓好
换届风气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层层压实责任，严格
落实任务，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措施、驰而不息
的韧劲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工作，确保换届工作平
稳有序推进。

会议指出，要坚持把思想教育工作贯穿换届
始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和相关人员自觉遵守换
届纪律，正确对待组织安排。要客观分析评估本
市县换届风气状况，对可能存在的问题精准制定
防范化解举措，坚决防止发生影响换届的问题。
要综合实事、实情、实绩考察识别干部，严把政治
关、廉洁关和资格条件关，严格履行选任程序。要
加强换届风气督查工作，进一步强化查处问责，始
终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要
做到精准把握政策、敢于动真碰硬，以铁的纪律保
证换届风清气正。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启方出席会议并
讲话。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陈
蔚林 张文君 实习生李康龙）11月5
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在北
京举行。会上，68名同志被授予第八
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中建一局
北京分公司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部机
电部机电工长陈重私名列其中。消息
传回海南后引发各界强烈反响，一致
认为他的事迹感人、精神伟大，为海南
人民作出了榜样、争得了荣誉，值得全
社会学习和弘扬。

陈重私是海南省临高县人，今年
23岁，毕业于海南工商职业学院。读
书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带着病重母
亲来到学校，一边刻苦求学，一边全力

尽孝，曾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海
南省“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好青年”等
荣誉称号，并入选中央文明办2020年
发布的10月“中国好人榜”。

得知陈重私获评“全国道德模范”
的消息，临高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
王凯激动地说：“陈重私是临高第一个
获得这项荣誉的人，家乡父老都为他
感到高兴和自豪。他自强不息，用自
己的双手撑起了整个家庭，用平凡而
伟大的行动诠释了‘孝义’和‘道德’的
重量。”

“作为孝老爱亲的典范，陈重私的
事迹和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临高县文
明创建指导中心主任张笙发说，近年

来，临高县持续开展“德耀临高”评选
和表彰活动，充分挖掘并宣传当地道
德模范的先进事迹，让更多人学习和
弘扬陈重私等一众榜样的精神力量，
助力临高打造“道德之城”及创建省级
文明城市。

临高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胡敬敏
说：“社会发展需要道德模范的力量来
推动。感动之余，我们更要用实际行
动去学习陈重私的高尚道德、美好品
质，孝敬老人、爱护亲人，自强不息、奋
发向上，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作出
应有的贡献。”

陈重私获评“全国道德模范”，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师生备感振奋。

该校党委副书记刘骞说，当年，陈重
私带着母亲来校求学，学校很快对
他展开了全方位的援助，通过减免
学杂费、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申请国
家奖学金、提供就业帮扶等方式，减
轻他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负担，让他
能够安心在校学习，“可以说，陈重
私是海南工商职业学院众多优秀学
生的代表，我们将号召广大师生向
他致敬、向他学习，把他的精神弘扬
和传承下去”。

通过辅导员在班会课上的分享，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2020级学生王冠
深入学习了陈重私的先进事迹，“陈重
私学长品学兼优，无微不至地照顾母

亲，也丝毫没有放松专业学习，经常获
得奖学金和技能竞赛奖项。我们一定
要以陈重私学长为榜样，好好学习、孝
顺父母，毕业后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
献青春。”

海口市民吴妚梅在陈重私高三时
通过媒体了解到他孝老爱亲的事迹，
从那时起对他进行资助，“那时我第一
次在医院见到了重私，他对母亲细致
入微的照顾深深感动了我。”得知陈重
私获评“全国道德模范”后，她第一时
间和他通了电话，“我祝贺他获得了这
项荣誉，并希望他能够继续以积极的
态度努力生活、努力工作，将来回报社
会、建设社会。”

陈重私被授予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家乡群众、母校师生纷纷表示：

学习好榜样 弘扬正能量

全省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举
报热线65332869、66810531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
966123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拟任干
部人选情况予以公示。

蓝 源，女，畲族，1977年3月
生，大学，文学学士，民盟盟员，现任
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室
代表联络处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钟树婷，女，汉族，1986年 7月
生，研究生，理学硕士，农工党党员，
现任省总工会财务资产部（会计结算
中心）四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
人民政府副县（市）长人选。

游国苓，女，汉族，1984年7月生，

在职研究生，在职工商管理硕士，民盟
盟员，现任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四级调研员，拟提名
为县（市）人民政府副县（市）长人选。

严树勋，男，汉族，1976年 6月
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琼海市公安
局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四级高级
警长，拟提名为县（市）人民政府副县
（市）长人选。

王绥臻，男，汉族，1985年 2月

生，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现
任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委书记、云龙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兼），一级主
任科员，拟提名为县（市）人民政府副
县（市）长人选。

刘先觉，男，汉族，1982年 7月
生，研究生，工学硕士，农工党党员，
现任农工党省委会宣传调研处（参政
议政与社会服务处）四级调研员，拟
提名为县（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罗小莉，女，汉族，1970年 5月
生，在职大学，在职法学学士，九三学
社社员，现任九三学社三亚市委会办
公室主任，拟提名为县（市）政协副主
席候选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
选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
政勤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
题可以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
报等方式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

地反映问题，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1年11月8日至
12日，共5个工作日。

联 系 电 话 ：（0898）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

道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
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
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1年11月7日

公 告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11月5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及提名奖获得者表彰活动在北京举
行，来自海南临高的陈重私被授予第
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6日，
陈重私随其他提名奖获得者返琼，面
对鲜花和掌声，23岁的腼腆大男孩言
简意赅：“我做的这些事都是子女该做
的分内事。这些年里，我们全家得到
了不少人的帮助，感谢、感恩！”

11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跟随陈
重私，来到他和已故母亲居住的出租
屋。这间屋子，记录了一个大男孩“带
着妈妈上大学”的心酸与不易，更见证
了一个年轻人在磨砺中的顽强成长。

父殁母病
他早早扛起当家重担

热腾腾的蒸气，从电饭煲里呼呼地
“蹿”出来，出租屋里很快飘满了饭香。

“今天中午吃排骨炖萝卜。”见到
记者和陈重私回屋，弟弟陈重宏便报
起“菜单”。

记者环顾四周，除了洗手间和小
阳台，只见到一间屋子，被两张连着
摆放的木板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虽然屋内空间狭小、杂物很多，但兄
弟俩却尽可能地把房间收拾得整洁
有序。

坐在床边，陈重私郑重地拿出专
门存放全国道德模范奖章的木制盒
子，取出奖章，轻轻抚摸，若有所思。
顺着他的目光向前看去，母亲生前使
用的双拐还摆放在角落。

翻开陈重私的人生扉页，“多舛”
二字映入眼帘：4岁时，父亲因病去
世。11岁时，本就因小儿麻痹症而双
腿残疾的母亲又患上红斑狼疮。起
初，亲人们会帮着他照顾母亲，但进入
中学后，照顾母亲、抚养弟弟的重担就
落在了陈重私肩上。

“罹患红斑狼疮，较麻烦的是需经
常住院，并且长年要靠药物维持治疗。”
关于如何护理红斑狼疮患者，陈重私已
经成了“半个专家”。这些年来，药物如
何用，护理要注意什么，他熟记于心。

为照顾家庭，陈重私在高考前，所
有志愿都填报了省内大学。

“如果不考虑家庭，你最想去哪里
读书？”面对记者提问，陈重私有些兴
奋地说：“去北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看雪。”“这次去北京差点就能看到雪
了，上午我们离开，下午北京就迎来了
第一场雪……”

携母求学
他竭尽全力守护这个家

2018年，陈重私考上大学。去海
口前，陈重私决定带着母亲去上学，并
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无论付出多大
代价，也要守住这个家。

来到海口后，为了给母亲治病，医
院、学校两头跑，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给老师当助手、去酒店端盘子、在
超市搬货物……在校4年，为了攒医
药费、生活费，陈重私做过许多兼职。
每次应聘时，他只要求对方，让自己中
午、晚上可以抽空回家，“要回去给妈
妈做饭”。

同学们觉得陈重私每天都很忙，
“一下课就不见人了”。当陈重私的母
亲又一次住院治疗时，大家带着水果

去探望，才知道陈重私每天的时间安
排得有多么紧凑——

上午6点起床，给妈妈做早餐，再
赶去上课。中午回家做午饭，遇到下
午没课的时候，争取做兼职。晚上回
家做晚饭、做家务，忙到半夜，才有时
间温习功课……

弟弟陈重宏此前在海口桂林洋就
读中专，一到周末，就想来到这间出租
屋，共同照顾妈妈。可陈重私经常拒
绝弟弟，还严厉地“教训”对方：“好好
待在学校，这里你不用操心……”事实
上，陈重私彼时已分身乏术，只是在靠
着最初定的目标“撑下去”。

为了“撑下去”，陈重私竭尽全
力。多年来，他并没有因为照顾家庭
而耽误学业，一直在学校保持着较好
的成绩。2020年，陈重私获 2019-
2020学年度国家奖学金，并作为优秀
学生代表上了《人民日报》。

当陈重私将证书和5000元奖学
金交到母亲手里，病榻上的母亲忍不
住流下了眼泪。

让爱延续
他将以己之力帮助更多人

2020年9月，陈重私的母亲再次

住院，最终离开了人世。对陈重私而
言，疼痛过后，生活还要继续。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6月，陈重私
顺利毕业，进入中建一局北京分公司
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部，担任机电部
机电工长。靠着床边，他给记者算了
算到手的工资，笑着说，虽然数目不算
很多，但已足够解决他和弟弟的吃穿
用度。

对陈重私而言，手里这枚全国道
德模范奖章，不只是对他孝老爱亲的
肯定，更是一枚沉甸甸的成长勋章。
多年来感受着来自社会的关爱，陈重
私深有体悟：“我工作了，也要像那些
帮助过我的热心人一样，去帮助其他
有困难的人。”

如今，19岁的陈重宏考进了哥哥
的母校，搬进了哥哥一直租住的房子
里，而哥哥因为工作，平时都住在宿舍
里，只在周末，才能在这间出租屋围着
吃饭、小聚一下。

聊起对未来的计划，陈重私说，他
想先踏踏实实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希
望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带着弟弟去一
个北方城市走走，看看兄弟俩人生中
的第一场雪。

妈妈走了，但小屋里依然有着家
的味道。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陈重私：

守护小家 传递大爱
德耀天涯——我省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事迹

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防范专题视频会召开

从五方面抓好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风险防范工作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孙慧）11月7日
晚，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防范专题视频会在省应急
管理厅召开，会议部署各市县、各行业主管部门提
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加大力度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维护全
省社会环境安全稳定。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保障全省安全生产形势
平稳，是当前我省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市县、各部
门要进一步强化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统筹做好安
全防范各项工作，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
管三必须”要求，周密部署安排，消除监管盲区，堵
塞监管漏洞，推进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落地，在
十九届六中全会期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会议要求，各市县、各行业主管部门从五个方
面做好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工作。
一是坚决做好值班备勤和应急处突准备，严格执行
信息报告和在岗带班、外出报备制度，做好各项应
急准备。二是坚决落实道路交通新一轮攻坚战目
标任务，盯紧攻坚战目标任务，强化工作措施。三
是坚决从严管控危险化学品全链条风险，从生产储
存、运输、使用全环节严格监管审批。四是坚决深
化涉电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整治、排查电动车充电
安全隐患、老旧小区和城中村“三线搭挂”安全隐
患、农村采摘槟榔安全隐患。五是坚决抓好城市燃
气安全工作，对商住混合体、餐饮场所、老旧小区、
农贸市场等风险隐患较多的场所开展燃气安全专
项整治，出台强化燃气安全管理指导意见。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
沈丹阳参加会议并讲话。

◀上接A01版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
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
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更加广
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爱国统一战线
巩固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有力促进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维护了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坚持人民当家作
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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