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三

要闻动态

时代报告剧《脱贫先锋》在琼中开机
黄海军为《脱贫先锋》原型人物之一
本报讯 6 月 19 日，时代报告
剧《脱贫先锋》海南组在琼中湾
岭镇岭门村举行开机仪式。由
国务院扶贫办、农业农村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推出的扶
贫题材重点电视剧，集中展示中
华民族脱贫攻坚历史伟业，宣传
各级各地扶贫干部典型事迹，讲
好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艰苦奋斗
感人故事。
《脱贫先锋》以国务院扶贫
办从近年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人物中甄选出 10 位脱贫攻坚先
进人物为原型，以真人真事为基
础，进行艺术创作，以影视剧的
形态全面、完整地再现扶贫英雄
人物数年间一路走来的鲜活历
程，将扶贫的初心不改、攻坚克难、砥砺前行通过一个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传递出来，在全国观众面前推出一
个个新时代的榜样。其中，曾任琼中湾岭镇岭门村驻
村第一书记黄海军为《脱贫先锋》的原型人物之一。
2015 年 7 月，黄海军选派到琼中湾岭镇岭门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4 年多的扶贫历程里，他扎根基层，
与村民打成一片，对症下药，用活政策，打破“人穷志
短”与“志短人穷”的恶性循环，将扶贫政策、措施进行
统一整合，实行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成功扶植一批脱
贫典型，成为养殖专业户和致富带头人，受到国务院
扶贫办和海南省委的高度肯定，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
贡献奖，是海南首位获得殊荣的扶贫工作人员。

据介绍，
《脱贫先锋》是一部 20 集的时代报告剧，
主要拍摄场地选在琼中湾岭镇岭门村，深刻揭示黄海
军脱贫攻坚成就背后的艰苦历程和伟大精神。主要
演员由印小天饰演黄海军，深入黄海军生活、工作的
真实场景实地拍摄，全景式反映扶贫之艰，脱贫之难，
以独特形式描绘一幅时代先锋群像，以生动、鲜活的
细节刻画脱贫先锋人物的英雄之美、平凡之美，用纪
录片的真实性和纪实性感染观众。
2019 年 4 月，琼中顺利脱贫摘帽，成为海南省第
一批脱贫摘帽县。这成绩是全体扶贫干部经过无数
个日夜，忘我工作，精心帮扶，用辛勤血汗浇筑而成
的。
（陈泽汝）

让诚实守信释放大能量
——琼中长兴飞水有机咖啡合作社理事长黄秀武
本报讯“在外面打工并不
是长久之计，想着回乡琢磨发展
什么产业比较好，原本就对咖啡
文化有浓厚的兴趣，调查市场也
不错，更加坚定发展咖啡产业，
也希望能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41 岁的黄秀武，不仅是和平镇长
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也是琼中飞水有机咖啡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多年来，他坚守初
心和使命，诚实守信，带领乡亲
发展咖啡产业。
2008 年，在外奋斗 8 年的黄
秀武满怀信心回乡创业，回乡的
第一件事就是调查村里村民主
要发展什么经济作物。经过细
心调查，黄秀武发现村里周边还
有五十亩老咖啡树。于是黄秀
武积极学习种植技术，外出了解
市场需求，积极引导村民抱团发展咖啡产业，并且
把最新的科学技术及管理方法传授给村民，确保大
家都能种出来的咖啡产量高、品质好、卖出好价格。
2013 年 7 月 10 日，黄秀武将零散的咖啡户组织
起来，成立了“琼中飞水有机咖啡专业合作社”。免
费发放咖啡苗给村民种植，等结果收获后由合作社
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从而减少风险，提高收益。在
短短的两年内，合作社由最初的 5 人发展到 30 人，
咖啡种植面积由最初的 30 多亩发展到 1000 多亩，
合作社咖啡产销收入达到 100 万元以上，村里不少
贫困户通过种植咖啡过上了好日子。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诚信
意识和理念，在黄秀武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
顾客口中的诚信经营者，社员心中的诚信致富带头
人，是村民学习的爱心楷模。黄秀武说“作为一个
党支部书记和致富带头人就要说到做到，认真实打
实把这个产业做的越来越好，通过这个产业带动更
多的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村里不少贫困群众通过种植咖啡也都过上了
好日子，黄秀武的付出也受到了干部群众的点赞。
“之前不相信这个产业能够赚钱，也不敢尝试，
但黄哥一直跟我说要相信他，这是个非常好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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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辍学
“劝返”无果
琼中一乡政府依法
“处罚”家长
本报讯 6 月 22 日，一场特
殊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听
证会在琼中民族思源实验学校
召开，申请执行人系上安乡人
民政府，被执行人则是该校一
位无故辍学适龄学生的家长。
这起因辍学引发的“官告民”案
件，当天吸引该县未到校或就
学不稳定学生及学生家长、有
关部门负责人近百人到场旁
听。
2019 年 9 月，14 岁的小慧
离开学校，无故未接受义务教
育。获悉这一情况后，上安乡
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11 月 24 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送达
《责令送被监护人接受义务教
育通知书》，责令小慧的父母蒋
某忠、李某丽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前，将小慧送回学校，接受并
完成义务教育，但蒋某忠、李某
丽未履行。2020 年 6 月 9 日，上
安乡人民政府再次责令蒋某
忠、李某丽于 2020 年 6 月 13 日
前送小慧到校接受并完成义务
教育，后者依旧未能如期履行
监护人义务。
多次“劝返”无果后，上安
乡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第二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
护法》第十三条以及《教育行政
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九条、第
十一条之规定，向蒋某忠、李某
丽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同时责
令其改正违法行为，送被监护
人小慧到校接受并完成义务教
育。然而蒋某忠、李某丽仍未
履行处罚决定，上安乡人民政
府遂向屯昌县人民法院提出强

制执行的申请。
依法受理这一申请后，当
天，屯昌县人民法院将巡回法
庭设在小慧的学校——琼中民
族思源实验学校，由申请执行
人及被执行人双方现场举证、
质证、陈述，并听取了相关职能
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整个听证会持续时间不到
半小时，却释放出政府加大“控
辍保学”
力度的强烈信号。
“琼中是去年才‘摘帽’的
国家级贫困县，此前一段时期，
由于交通不便、家庭贫困、家长
不重视教育、学生厌学等原因，
控辍保学形势相当严峻。尽管
经过近几年的脱贫攻坚和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有了
根本性好转，但控辍保学工作
依旧不能放松。”琼中县打赢脱
贫攻坚战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这次举办听证会，就是想通
过典型案例推动依法控辍保学
工作，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
片”
的作用。
“我家孩子厌学，之前他不
肯上学，也就由着他了，没想到
我们作为监护人还会因此‘吃
上官司’。”全程旁听了听证会
后，一名叫做邱乙英的家长对
自己默许放任子女辍学的违法
行为有了深刻反省，当即表示
愿意立即送子女返校读书。
记者了解到，当天，案件未
现场宣读裁定，将由合议庭评
议后再作出裁决。但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小慧的母亲李某丽
坦言，她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
违法性，接下来也愿意配合政
府和学校，督促子女完成义务
教育。
（毛景慧）

禁毒宣传
营根镇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业，在他的带领下慢慢种植咖啡，学习技术了，现在
发展得特别好。”和平镇长兴村村民王业伟笑哈哈
地说，黄哥为人诚实可靠，听他的准没错，现在日子
也是越来越好了。
为进一步打开产品销路，提高产品知名度，黄
秀武带领合作社成员积极参加农产品交易会和农
民博览会等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合作社的规模
不断壮大，合作社员人数的增多，黄秀武作为合作
社的理事长、一名共产党员，他深感身上肩负的责
任和使命，也深知任重道远，不敢有一丝懈怠, 时时
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刻苦，不断
的成长。
“黄秀武书记就是在村里面作为一个咖啡产业
的致富带头人，带领了村民发家致富，是一个诚信
的人，也很有能力，大家都很相信他。”驻村帮扶干
部黄磊说。
黄秀武不仅把咖啡产业发展好，还获得了不少
的荣誉。2015 年荣获中国 Toper 杯咖啡烘焙大赛海
南赛区季军；2016 年获海南省总工会授予第三届海
南最美农民工提名奖荣誉称号；荣获“海南青年五
四奖章”；获得首批海南省“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培
养对象等。
（陈泽汝 王丽娟）

本报讯 为增强广大师
生对毒品的防范意识，提高
抵御毒品诱惑的能力。6 月
19 日 ，营 根 镇 禁 毒 办 、镇 妇
联、团镇委在加钗中心小学
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
活动。为祖国花朵灌溉正能
量，指引正确方向，倡导“健
康人生、绿色无毒”
理念。
活动现场，营根镇禁毒
工作人员通过开展青少年毒
品预防讲座、采取悬挂禁毒
宣传横幅、展出禁毒宣传图

片、发放禁毒宣传资料以及
开展禁毒知识咨询等多种形
式，宣传禁毒的重大意义和
吸毒、贩毒的危害。同时，工
作人员以展板为学生们讲
解，进一步扩大了对禁毒知
识的知晓率，提高了他们的
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
此次活动共 320 名师生
参加 ，悬挂禁毒宣传横幅 1
条，发放了禁毒宣传笔记本
320 本 、320 把 扇 、320 支 笔 。
（陈泽汝 郑伯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