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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教育
在文昌龙楼航天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老年人享受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 。

小镇旅游业蓬勃发展

2020 年龙楼镇接待游客 70 余万人次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但龙楼镇依然完成生产总值 36.25 亿元

分别增长 7.3%、8.1%和 6.2%

用情、用心解决好“一老一小”
难题，让人感受到龙楼航天小镇的
温度和魅力，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愿意来到这里。林之茂告诉记
者，航天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除了
专职的工作人员，每个月还会有大
量的青年志愿者加入服务团队。
“如今的龙楼，滨海旅游公路
穿境而过，旅游公交直达镇墟，酒
店、餐饮店、民宿、超市、商铺等越
来越多，回乡发展的年轻人会有更
多就业的机会。”志愿者张彤说，他
曾见证“天问一号”在文昌起飞，那
一日，龙楼小镇一下涌入近 20 万
人，当地旅游接待点无一例外热闹
无比。
数据是有力的佐证：2017 年
至 2019 年，龙楼镇镇域生产总值
分别是 30.66 亿元、33.14 亿元和
35.19 亿元，分别增长 7.3%、8.1%
和 6.2%；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但龙楼镇依然完成生产总值
36.25 亿元，同比增长 3%。
在“航天热”带动下，龙楼小镇
的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据不完全
统计，2020 年龙楼镇接待游客 70
余万人次。
南洋美丽汇商业街、春光椰子
王国产业园、航天科技小康村……
一个个散落在龙楼境内的旅游接
待点，迎来游人如织。当地有条件
的农民亦纷纷转行吃上了“旅游
饭”，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2009 年的 5559 元增加至 2020
年 的 17669 元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达
19.8%。
（本报文城 11 月 28 日电）

业有所成

除 了 四 点 半 课 堂 ，记 者 注 意
到，
“ 老年人日间照料驿站”
“ 文体
活动室”等教室也颇为热闹，自发
前来的老人对这里一点儿也不陌
生 ，熟 练 地 操 作 着 按 摩 椅 、卡 拉
OK 放映机等设备，有的则呼朋引
伴打起了乒乓球赛、桌球比赛，不
时传出欢声笑语。
“这里确实不错，环境好，服务
周到，所有的教室和设备都免费对
外开放，包括我们这些从内地过来
的‘候鸟’老人，也享受一样的待
遇，让我们感到亲切。”来自辽宁省
丹东市的“候鸟”老人赵雪华告诉
记者，她和老伴是龙楼“昌松之家”
的租客，已经连续两年在此过冬，
通常他们会在龙楼一住至少半年，
小镇吃、住、游、娱环境越来越好，
让他们愈发喜欢这里。
俯瞰龙楼，这个因航天而备受
关注的小镇，其实生态资源亦得天
独厚：
西接东郊万亩椰林，
东有铜鼓
岭自然保护区，南面紧邻的是淇水
湾、月亮湾，海岸线长达 28 公里。
蓝天碧水，
椰风海韵，
赢得越来越多
像赵雪华一样的“候鸟”老人青睐，
“银发经济”
成为小镇一道风景。
文昌市龙楼镇副镇长杨瑜告
诉记者，航天大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服务范围覆盖龙楼镇全域，服
务总人口 2.7 万人，其中“候鸟”老
人 6000 余 人 。 每 逢 航 天 发 射 场
有火箭发射，该中心还会设置临
时安置区，服务周边群众和到访
的游客，为此，文昌市级财政每年
拨付约 100 万元，确保服务中心
正常运行。

激活小镇﹃银发经济﹄

龙楼航天大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是一栋多层三合院式的现代建
筑，设有便民服务大厅、龙楼航天
文化展馆、多功能厅、阅览室、文体
活动室、老年人日间照料驿站、妇
女儿童之家、长者食堂、家长学校、
志愿者服务站、党群服务中心等，
宽敞明亮，
设施齐全。中心配有 11
名专职人员，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提
供优质、高效、便捷、专业的“一站
式”
公共服务。
今 年 24 岁 的 林 之 茂 是 2020
年毕业的大学生，航天大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建成后他便应聘成为这
里一名专职的工作人员。
“我们这里最受欢迎、最热闹
的就是四点半课堂了！每天下午
放学的时间，航天小学的孩子们大
多都会自己过来，有时两个大教室
都坐得满满的。我们的社工老师
会在教室里维持秩序、辅导作业，
还会策划一些手工课堂，或者组织
孩子们观看爱国主题的电影。”林
之茂介绍道。
在“妇女儿童之家”的大教室
里，一列壁橱中展示的都是孩子们
的绘画、手工作品，五颜六色，充满
了天真和童趣。
“孩子很喜欢这里，学习的氛
围很好，基本上每天在这里就把作
业完成了，对于我们这些要上班的
家长来说，真是太省心了。”杨贞敏
告诉记者，她通常每天 18 时左右
到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接孩子，偶
尔没空时，孩子们也能结伴回家，
因为服务中心就在附近，志愿者会
及时给家长传递消息。

老有所养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分别是 30.66 亿元、33.14 亿元和 35.19 亿元

四点半课堂座无虚席

生活

2017 年至 2019 年
龙楼镇镇域生产总值

幼有所教

文昌龙楼不断完善基础配套 ，
用情用心解决﹃一老一小﹄难题 ，
小镇发展迸发活力

航天小镇
■

每天下午，文昌市龙楼镇
航天小学放学的铃声一响，四
年级的哥哥符梧善就会拉着二
年级的弟弟符梧涵一起，往学
校附近的航天大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跑去，
他们不急着回家，
因
为大社区里有一起玩耍、读书
的同学，
还有大学生社工陪伴。
11 月 26 日 下 午 4 时 45
分，符家两兄弟又准时出现在
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大教
室里。由于“双减”政策落地，
课后作业量明显减少，他们就
加入了社工老师开设的美工
课 ，一 边 饶 有 兴 致 地 做 着 手
工，一边等待下班过来接他们
的妈妈。
“这里为我们解决了不会
辅导作业和没有时间陪伴孩
子的难题，非常暖心！”小符的
妈妈杨贞敏说。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解
到，和杨贞敏有一样感触的还
有许多人。近年来，随着中国
首个滨海发射场落户龙楼，这
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渔镇，一
举成为世界瞩目的航天旅游
名 镇 。 为 加 快 发 展 ，文 昌 市
委、市政府先后投入 20 多亿
元完善“五网”建设，并在省厅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建设完成
一批高质量的生活服务配套
设施，不断改善当地人居环境
和提升群众生活水平。

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 3%

从 2009 年的 5559 元增加至 2020 年的 17669 元
年平均增长率达 19.8%
制图/张昕

文昌积极落实“双减”政策，
推动中小学课后服务提质增效

“双减”落地 快乐起跑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不仅如此，清华附中文昌学校还
积极组织每日跑操和“阳光大课间”、
你还记得小学时经历过的期中
校园运动会等活动，开设丰富多彩的
考试吗？如果，考场不再是安静的教
校本课程，培养多面小能手，最大限
室，而是变成游乐场，考题变成了有
度地激发学生的潜能，促其全面健康
趣的卡片，考试分数被积星卡所替
发展。
代，测试变成了一个个需要挑战闯关
“‘ 双 减 ’要 做‘ 减 法 ’，更 要 做
的“关卡”，那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 ‘加法’，就是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
象？日前，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就组织
时，努力提升学校教学质量，这对校
了这样一场别出心裁的活动。
园教育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
测试以“闯关”的形式，设置音乐
逼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清华附中文
之声、口算达人、趣味拼摆、火眼金
昌学校三年级年级长文贞郦说，
“双
睛 、智 慧 配 对 、咸 鱼 翻 身 、乐 演
减”政策落地以来，学校也专门组织
SHOW、乐读 SHOW 等充满趣味的
了家长会，宣讲政策，凝聚共识，取
项目，每个项目都有相应的规则和评
得初步成效。
价标准，考官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
该 校 二 年 级（6）班 学 生 宋 卓 岳
给学生盖小星星印章，以检验学生对
说，课堂效率提高后，课后作业量明
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显减少，她现在每天有更充足的睡
“兴趣比知识重要，过程比结果
眠，也有更多时间阅读自己喜欢的图
重要，信心比分数重要。”清华附中文
书，做自己想做的事，觉得充实且精
昌学校教学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春莹
力充沛。
介绍，为响应号召，积极落实“双减”
文昌市教育局“双减”工作办公
政策，清华附中文昌学校秉持着一贯
室负责人翁寒告诉记者，为全面落实
以来的教育教学理念，精心策划组织 “双减”政策相关要求，文昌市各中小
了这场期中无纸化测评，极大地激发
学纷纷结合校情，采取“基础服务+特
了学生的兴趣，在轻松愉快的游戏
色服务”相结合的模式，开设形式多
中，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
样的课后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各年级
力、灵活应变能力都得到了淋漓尽致
学生的不同需求。
的展现。
例如，文昌市第五小学在不加重
■■■■■

学生作业负担的前提下，开设了“语”
“创”
“ 艺”
“ 健”
“ 品”等 5 大门类的 10
个项目的校本课程，包括书法、古诗
词诵读、七巧科技、小提琴、大合唱、
舞蹈、绘画、跳绳、乒乓球、足球、游泳
等项目；文昌市联东中学针对全校学
生开设美育、体育类课程，同时开展
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其他社团活
动，为学生的课后素质拓展提供更多
选择。

“接下来，文昌还将围绕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目标，继续强化校
内教育主阵地，深化校外培训
机构治理，以切实提升学校育
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良
好教育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
翁寒表示。
（本报文城 11 月 28 日电）

文昌组织800余名领导干部
家属参观廉政教育巡回展
本报讯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黄云平）日前，
文昌市“牢记前车之鉴 绷紧纪律之弦”2021 年全
省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巡回展迎来了领导干部家属
专场。全市 800 余名现职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配
偶、
成年子女按照安排分批次有序到文昌市廉政教
育基地参观，
接受思想洗礼，
筑牢拒腐防变意识。
活动现场，讲解员通过现场讲解、图文展示、
视频播放等方式，分别从“保持高压态势 严查大
案要案”
“聚焦重点领域 系统治腐促建”
“持续
‘打
伞破网’深化扫黑除恶”
“整治吃拿卡要 优化营
商环境”
“维护群众利益 严惩‘蝇贪蚁腐’”
“深入
纠治
‘四风’弘扬清风正气”
“整治特权思想 严格
家风家教”等 7 个板块，讲述了来自不同领域、不
同层级的反面典型案例，以身边人、身边事释纪释
法，引导党员干部及其家属正家风、严家教，大力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们不单要做他们生活中的伴侣，更要做他
们工作上的
‘战友’
，
筑牢清廉拒腐的家庭防线。
”
一
名干部家属参观巡回展后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文昌市纪委监委将持续深入开展领
导干部配偶家风培育活动，通过举办“一把手”纪
律教育暨“廉内助”家风教育专题班等，不断强化
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筑牢家庭廉洁防线，以家风带
民风、促政风、正党风。

项目建设

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
新院项目加快建设
预计2022年下半年竣工

本报讯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宋紫欣）文昌市
庆龄妇幼保健院新院项目是文昌市重点建设项目
之一。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该项目施工现场看
到，整个项目正全面加紧施工。施工方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于去年 12 月 10 日开工，目前已完成总
投资的 60%，
预计 2022 年下半年达到竣工条件。
该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东北庆龄西横路以
北，占地 3.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12 万平方
米，建设内容包含医疗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妇幼
健康服务管理楼、污水处理站。
项目施工方负责人雷龙刚介绍，截至目前，
服
务管理楼主体结构全部完成，正在施工的砌体结
构完成 80%；医疗综合楼主体结构完成 84%，预
计 12 月 15 日全面封顶，比计划工期提前 10 天完
成；
医疗综合楼砌体工程也已全面展开；
创建海南
省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通过了第一阶段验收。

营商环境

文昌今年办结
侵权假冒案件446宗
罚没款139万元

本报讯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李文旭）海南日
报记者从日前文昌市组织召开的 2021 年度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文昌
市打击侵权假冒执法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5358
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 15632 户次，该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烟草局等部门共
办结案件 446 宗，罚没款 139.73 万元。
相关负责人介绍，
“禁塑”
时期，
文昌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积极开展禁塑引
导、执法工作，今年办结禁塑案件 258 宗，罚没款
39.83 万元，查扣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4665.18 斤；
在食品药品监管方面，
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开展节前食品安全、春秋两
季学校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严
肃查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制售假药劣药案件，今
年办结食品药品类案件 151 宗，罚没款 87.94 万
元；
同时，
文昌市
“双打”
办还持续开展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案件和举报投诉
较多的超市、杂货店等零售市场，
组织开展集中整
治，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今年办结知识产权侵
权案件 19 宗，罚没款 2.31 万元，罚没物资 475 件。
接下来，文昌市将继续保持严打态势，
着力建
设工作长效监管机制，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的有效衔接，推进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切实营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增殖放流

文昌市冯家湾海洋牧场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举行

清华附中文昌
学校学生在操场上
跑步。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学生在操场上运动，
享受阳光体育大课间。
■■■■■

本报讯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李文旭）日前，
文昌市组织开展冯家湾海洋牧场渔业资源增殖放
流活动。此次活动由文昌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文
昌市人民检察院协办，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提供技术支持，
文昌市公证处现场公证。
当天，2 艘运输渔船、2 艘中国渔政执法艇组
成的船队到达放流海域后，35 万尾红鳍笛鲷、8 万
尾青石斑鱼、60 万尾斑节对虾被陆续投放大海。
据悉，
此次活动共投入资金105万元，
投下100
多万尾鱼苗虾苗，
旨在恢复冯家湾海洋牧场渔业资
源。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副所长刘维表示，
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是海洋牧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
对于海洋牧场周边渔业资源的恢复、
鱼类种
群的增加、
促进渔民增收等方面具有良好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