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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谭生其

2020年3月至2022年4月，海南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联合策划并组织开展“海南少
数民族文化‘七个一’工程”（以下简称

“七个一”工程）活动，面向全国征集
“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剧本、一篇报告
文学、一首诗歌、一篇散文、一张相片、
一首歌曲”等优秀的海南少数民族文
化作品。

据悉，活动期间得到了诸多机构支
持及省内外、海内外民族文化艺术爱好

者的广泛响应，累计征集作品共计
2182件，活动引起省内外广泛关注。

4月初，省民宗委和海南日报社联
合将2020~2021年活动获奖作品整
编出版了4本书籍和1部音乐集。四
本书籍分别为：2020年获奖长篇小说
《山林之歌》，2021年获奖长篇小说
《奔跑的足球》，获奖剧本作品集《珠崖
剧苑》，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相片获
奖作品集《大地与歌》，该系列丛书由
海南出版社出版。

系列丛书一经出版并经新闻报道
后，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热议及关注，

不断有读者咨询购买渠道，形成诸多
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七个一”工
程在获奖作者居住地及家乡广东、山
东、辽宁、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皆有分
享传播。

2021年剧本一等奖获奖者高炫
表示，自己的作品《海南怪兽》获奖的
消息被家乡山东枣庄多家媒体报道，

“昔日，于我的家乡枣庄人民而言，海
南黎族同胞太遥远，太遥不可及。而
《海南怪兽》，将黎族同胞的心与我家
乡人民的心连为了一体！”

主办方负责人介绍，“七个一”工

程，是省级民族文化类具有影响力的
系统文化工程，塑造了海南民族文化
名片，提升了海南民族文化品质，增强
了海南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推动了海南文化事业产业发展。

2020~2022年，“七个一”工程通
过专题、专栏、短视频、专访、新媒体推
文、朋友圈等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宣传
推广，同时通过“云分享”“云互动”展
示作品成果扩大影响力。

两年多时间里，新华社、中新网、
新华网、人民网、中国作家网、中国青
年网等媒体平台对“七个一”工程进行

报道和转刊，覆盖人群不下1000万余
人次。

“七个一”工程，以不同的形式影响
和激励了更多的人参与，让更多人体验
和传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知识，
为海南乃至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
提供了可发展、可传承、可保护的路
径。2021年散文一等奖获得者李星青
说：“‘七个一’工程启动以来，在民族地
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希望活动能持
续办下去，培养更多的民族作者苗子，
推出更多的民族文化作品。”

（本报海口6月6日讯）

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工程引发广泛关注

用优质作品让民族文化“活”起来

我省首家三甲综合医院
孕产妇一体化服务中心启用

本报海口6月 6日讯 （记者马珂）6月 6
日，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孕产妇一体化服
务中心启用，这是我省首家三甲综合医院“孕产
妇一体化服务中心”，在这里孕产妇普遍面临的
产检难、产检烦等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缓解。

现实生活中不少孕妈妈会觉得，孕期产检
是一件麻烦的事儿。因为整个孕期要进行十几
次的孕期检查，挂号、排队、付费、等待让本身承
受孕育辛苦的准妈妈们疲惫不堪。为增强孕产
妇的获得感及满意度，海医一附院产科直面宝
妈们普遍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聚焦孕产妇产
检便利化需求，推出了“孕产妇一体化服务中
心”。该中心位于海医一附院门急诊楼5楼产
科门诊，服务涵盖产科专家门诊、普通门诊、高
危门诊、产科特需（VIP）门诊、助产士门诊、
MDT门诊、妊娠期糖尿病一日门诊、母乳喂养
咨询门诊、孕妇学校、孕妇建档等，其中产科门
诊配套设置彩超室、心电图室、远程胎监、胎心
监护室、孕妇建档室、VIP候诊室等。不同于以
往一次产检四处跑腿的情景，在这里，宝妈们前
后只要走几步，就能享受就诊、缴费、心电图检
查、B超检查、产前咨询、导乐分娩咨询和母乳
喂养咨询、多学科诊治等“一体化”全流程诊疗
模式，大大缩短了产检时间。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播出
介绍乐东发展和
传承乡村本土文化的经验

本报海口6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6月6
日晚上播出的第35期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
校，邀请到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邢
福特，为大家讲述乐东发展和传承乡村本土文
化的经验做法。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邢福特介绍，乐东有山有海，黎族、苗族、汉族
等多个民族和谐共居，崖州文化、黎族文化、苗
族文化相融相通、交相辉映，散发着独特的文
明魅力。乐东着眼传统乡土文化，并结合时代
精神赋予其新的内涵，以乡土文化振兴带动乡
村振兴。

节目中，邢福特从“以乡村为载体，让乡村
振兴成为有根之木”“以农民为主体，使乡村振
兴接地气得民心”“以村规为手段，用文明乡风
改善营商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等方面介绍了
在发展和传承乡村本土文化中的经验做法及
成效。

观众还可以从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官网下
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期节目。

近日，在琼海市加浪河泮水水坝河段，工作人员用无人机喷洒环保高效药剂防治
水葫芦。

据了解，琼海农业农村局计划投入62万元，创新防治手段，对全市480亩的水葫
芦进行防治，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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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见习记者 苏杰德
通讯员 林小丹

喝一杯咖啡，看一本好书……6月5
日傍晚，家住屯昌县西昌镇土龙村南田
村小组的朱海梅，和往常一样步行来到
村里的红色书吧“打卡”。

红色书吧的另一个“身份”是土龙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自今年3月正式投
入使用以来，这里已成为不少群众与游
客的“据点”——不仅有各类党史书籍及
红色文化读物可免费阅读，时不时还能
碰上讲座等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

不只是土龙村，如今在屯昌，从城区
到乡村，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哪里。

围绕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
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观、丰富活
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等工作
内容，屯昌充分整合利用基层公共服务
阵地资源，正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走到与群众交流的第一线。

“红色文化”引领文明实践

“省第八次党代会，经济发展前景
宽。回首五年群情激，掌声如雷……”

一棵百年古榕树下，党员干部、群众
围聚，朗朗上口的海南话“三句半”、响亮
的锣声便立时响了起来。这一幕发生在
不久前的南田村，画面中的那棵古榕，正
是95年前琼崖革命斗争史中南田起义
的见证者。

年近七旬的南田村村民邱天富从小
听着革命故事长大，每次有宣讲活动将
党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政策带到村里，
他的感触都会格外深，“先辈们的故事告
诉我们，只有跟党走、努力奋斗，才能过
上好日子。”

以红色革命基地、美丽乡村、整村推
进等项目建设为契机，近年来南田村相
继完成道路硬化、田洋整治、美化绿化亮
化提升等便民利民项目，同时完善一批
红色题材基础设施建设，逐渐蜕变为一
处集文明村镇、椰级乡村旅游点和红色
革命教育基地于一体的美丽村庄。

眼看游客一拨拨到访，当地政府决定
进一步挖掘南田村蕴藏的精神富矿，将其
打造为一处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基层阵地。

去年，屯昌投入财政资金约120余
万元，将南田起义历史陈列馆升级改造
为占地约600平方米、收藏近3000册党
史书籍及红色文化读物的红色书吧，同
时邀请本土咖啡企业入驻，挂牌成立土
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一到每天傍晚或周末，书吧里都找
不到位置坐，全是人。”土龙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负责人王芳欣喜地发现，自今
年3月书吧正式对外开放以来，这里不
仅成了村民和游客的文化交流活动中
心，附近学校的师生们甚至将历史课堂
也“搬”了过来，资源利用率和服务覆盖
面不可谓不高。

依托这一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阵地，
今年以来，土龙村还组织开展了人居环境
整治、防范网络诈骗、党史学习教育等多

项活动，辐射带动百余名志愿者走村串
户，掀起志愿服务与文明实践活动热潮。

“如今村里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大伙
精气神越来越好。”对于南田村的变化，
邱天富连连称赞。

志愿行动精准服务群众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如今文明之风
不仅拂过土龙村，更传遍屯昌各地。

“奶奶，您眨眨眼睛，很好，就这样
……”近日，在屯昌县屯城镇文新社区，身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詹文艳俯身掏出手机，
不到一分钟便为社区居民陈奶奶和老伴
完成了养老金领取资格的“刷脸”认证。

看似举手之劳，对于行动不便的老
人们而言，却是解决了大烦恼。“我们上
了年纪，不会用智能手机，子女又不在身
边。”陈奶奶说，多亏有“红马甲”们来帮
忙，否则每半年一次的资格认证还真会

难倒老两口。
作为一个需要特殊关怀和照顾的群

体，老人们的“小困扰”可不止是养老金
领取资格认证。

“我们社区光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就有50多人，很多儿女都不在身边，我
们必须能帮都帮。”文新社区“两委”干部
吴召洪是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一
名“红马甲”，过去这两年来，他常常奔波
在辖区的街头巷尾，接送老人们进行核
酸检测、疫苗接种，几乎将自己的私车变
成了社区“公车”，“这点油钱不算什么，
能帮到人才是关键。”

“能帮到人”是基层党员干部对“为
民办实事”的朴素表达。而以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为契机，这样的动人场
景在屯昌正愈发常见——

在南吕镇咸陆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志愿者们成立“六禾画社”，每周为
孩子们上一堂免费的油画课；在屯城镇

龙水村，志愿者们每周末组织开展一场
读书、运动或绘画活动，让村里留守儿童
的精神文化生活格外精彩；在乌坡镇青
梯村，村“两委”干部和志愿者们隔三差
五便往困难老人家中跑，不仅送去生活
必需品，也陪唠嗑、帮忙整理家务，用心
陪伴减少老人的孤独感……

文明实践活动接地气，才有生命
力。从长者到儿童，从“雪中送炭”送服
务到“锦上添花”送文化，屯昌正是用这
样一件件小事，切实推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试点工作落实、落细、落地，于平凡处
凝聚人心，让文明实践浸润百姓心田。

构筑三级联动服务体系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党的领导是根
本。过去两年多以来，屯昌把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作为一项基础性、战
略性的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成立

了屯昌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领导小组和
县志愿者服务总队（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专班），由县委书记任领导小组组长，县委副
书记、县政府县长任服务总队总队长，高位
谋划推动试点工作在全县范围内铺开。

“不能让文明实践‘空对空’，更不能
让文明成为‘一阵风’。”屯昌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李境津介绍，秉持
这一信念，该县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如何往
实里做、往深里走，提出了具体方向和要
求：群众需要什么，文明实践就提供什么。

打破条块限制，屯昌将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设于县图书馆一楼，整合宣讲大
讲堂、阅览室、文艺活动室、文化广场、灯
光球场、晨练点、琼剧楼、百姓舞台等阵地
资源，打造出功能齐全的综合化平台。

以此为蓝本，各村镇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所建设也火速铺开，并于去年实
现全覆盖，构筑起县、镇、村三级联动服
务体系。

有场所，还得有队伍、有活动。将志
愿者、文艺工作者、党员干部等群体纷纷
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队伍，屯昌组建成
立274支志愿服务队伍，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

举行大型义诊活动，为社区居民提
供健康咨询与诊疗；组织医护人员上门
为肢体残疾人做残疾鉴定；开展“关爱困
境儿童，把爱带回家”“每天一杯奶”系列
慰问活动；开展“义务送春联、送全家福
下乡”“温情春节”长者趣味游园活动和

“情暖中秋·爱老敬老”中秋慰问等志愿
服务活动……

2021年，屯昌依托文明实践平台开
展各类实践活动711场次，参与人数达
8983人次。

文明实践活动受到欢迎，关键在于
群众有获得感。“在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我们可以听党史故事、学政策法
规，还可以读书看报、参加文艺活动，这
些都是咱老百姓需要的。”正如城北社区
居民王开所言，如今在屯昌，各类文明实
践平台成为文明融汇之地、爱心汇聚之
所、服务输出之场，正受到越来越多群众
的认可与欢迎。（本报屯城6月6日电）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屯昌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文明新风扑面来 春风化雨润心田

近日，在屯昌县西昌镇南田村的红色书吧，村民们在寻找书籍阅读学习。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屯昌县西昌镇南田起义旧址的冯平塑像。

屯昌县西昌镇南田起义旧址。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22赛季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第
二轮的比赛6月7日重燃战火，长春
亚泰队和山东泰山队能否获得新赛季
两连胜，值得期待。

浙江队VS长春亚泰队
亚泰队继续“碾压”？

首轮比赛，时隔5年重返中超的
浙江队，一球小负上届冠军山东泰
山队。浙江队的两名外援首战表现
平平，特别是巴西中后卫波西诺洛
失误较多，完全没有展现出此前连
续5个赛季在葡超联赛里坐稳主力
的实力。

长春亚泰队上轮“碾压”广州城
队，本土前锋谭龙状态大爆发，上演

“帽子戏法”。可以预见，这场比赛浙
江队要想办法限制谭龙的发挥了。

河南嵩山龙门队VS山东泰山队
泰山队攻击力能否提升？

河南嵩山龙门队上一场侥幸在最
后时刻扳平了比分，获得了 1 分。
本场对阵上届冠军山东泰山队，河

南嵩山龙门队需迅速找到进攻的
感觉。

山东泰山队首轮比赛赢得也很侥
幸。泰山队和浙江队的首轮比赛证明
泰山队不能踢“无锋阵”，莫伊赛斯、刘
洋在前场威胁不大。此外，因伤而未
参加第一场比赛的费莱尼，第二轮比
赛会复出。有了比利时人出战的山东
泰山队，攻击力会提升一个档次。

广州城队VS大连人队
“全华班”较量谁笑到最后？

赛前没有人能想到，增补参赛
的大连人队首轮“压出去踢”的战
术，一改中国球队保守的战术，让人
眼前一亮。

大连人队的“全华班”证明没有高
水平外援“压阵”，中国球员也能在中
超赛场上充当主角。大连人队队员之
间的配合还需要改进，进攻时不能完
全依赖林良铭。

巧的是，广州城队也是“全华班”，
不过，从首轮比赛看，该队状态低迷，
后防线漏洞比较多，第二轮估计很难
抵挡得住大连人队的冲击。

（本报海口6月6日讯）

中超海口赛区第二轮比赛今日开赛

三大看点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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