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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医疗人才，本地居民足不
出县就能得到有效治疗；引进首都
师范大学及附属院校优秀师资，教
学水平不断提高；培育本土人才，
全方位提升人才“一站式”服务水
平……近年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以下简称“保亭”）积极创新人
才引进、培养、使用机制，统筹推进
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构建具有
海南自贸港特色的高素质、专业化
的人才队伍，为保亭加快自贸港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优化政策广揽外才

“起初是因为良好的气候环境
所以来保亭工作，在保亭的这几
年，我自己的专业特长得到了充分
发挥，现已在这里落地生根了。”2
月 7日上午11时，保亭县人民医院
外二科主任邓大坪正在电脑旁忙
碌着，说起这几年的工作生活情
况，嘴角不禁微微上扬。

2018年，邓大坪作为海南省引
进“好医生”被引进到保亭县人民
医院。作为一名骨科医生，邓大坪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这里，他
的专业水平得到展现，在他的指导
下，提升了保亭本地青年医生的疾
病诊治能力，缓解了当地医疗人才
匮乏的问题，过去无法开展的手
术在邓大坪的带领下得以成功开
展。

“保亭对人才很重视，不仅给
我们施展才能的平台，在生活上也
给予更多的关怀。”邓大坪说，热爱
保亭，让他和妻子双双选择定居保
亭，“妻子现在与我在同一家医院
工作，儿子现就读于保亭中学。”

打造好平台，引来“金凤凰”。
邓大坪仅是保亭优化政策，广揽外
才的一个例证。近年来，保亭打造
人才“蓄水池”，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更加包容的胸怀吸引人才，

2020 年，保亭出台了《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人才引进激励措施（试
行）》等政策性、指导性文件 22个，
进一步提高人才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水平；从引进人才的落户、安居、
医疗保障、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
10个方面出台有力优惠措施，大幅
提高人才的待遇标准，吸引集聚更
多优秀人才到保亭就业创业。邓
大坪告诉记者，政策的陆续出台，
给外来人才打了一针“强心剂”，倾
心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为保亭的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血液、新活
力。

全方位提升人才“一站式”服
务水平，在人才住房安居、配偶就
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提
供各项优惠政策，以一流服务留住
人才。同时，在全县努力营造尊才
爱才识才的良好氛围，不断增强人
才的认同感和荣誉感……诚意满

满的政策“大礼包”取得了良好的
成效，众多人才纷至沓来。据了
解，2020 年以来，保亭通过采取建
立完善引才激励机制、创新引才方
式和强化柔性引才等多项有力措
施，先后引进各类人才 758 人，其
中引进柔性人才团队 6 个、建立

“候鸟”人才工作站 9 个。引进人
才的质量不断提升，其中博士研究
生 2 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54 名，
全日制本科369名。

厚植土壤培育内才

“作为保亭的本土人才，获得
‘南海乡土人才’这项荣誉，我感到
很荣幸！”保亭县教育培训中心主
任王春娇微笑着告诉记者。近年
来，保亭县在培养和挖掘本土人才
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推荐21名
人才入选“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其

中以工匠精神助力保亭县教育文
化发展的王春娇被评选为“南海乡
土人才”。

“近年来，县政府努力为教师
队伍搭建学习平台，让青年教师

‘长本领’，还不断听取我们的建议
和意见，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政府
的爱才、惜才之心……”说起县政
府对本土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时，王
春娇滔滔不绝。

王春娇的这份荣誉感和感恩之
情，来自保亭对本土人才的重视。
近年来，保亭在实施更加积极、更
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的同时，加
快对本土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拓宽
本地人才成长空间，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提供人才保证。通过督促指
导各联系服务单位通过提供经费
支持、搭建平台、协助解决困难等
方式落实好育才计划，如“南海乡
土人才”吉贵荣获“海南省首届优
秀农村实用人才奖”，“南海乡土人
才”黄海峰、王朝学纳为“海南省肥
料登记评审专家”。

在强化人才队伍方面，保亭大
力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作用，根据人
才和行业发展需要积极开展专业
技能培训。据统计，2020年以来保
亭共投入资金500多万元统筹组织
开展各类人才培养培训工作，累计
办班340期次、培训2.05万人次。

着力打造人才育才“摇篮”，培
养“保亭名家”9名（名医3名，名师
6 名），并投入 15 万元分别创建 6
个保亭“名师”工作室和 3 个“名
医”工作室，以“名家带徒”方式充
分发挥作用，“传帮带”培养教育卫
生人才80多名。

保亭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保亭将继续完善引才留
才用才政策，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让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让人才真正服务于保亭、安
家在保亭。

保亭打造人才“磁场”

外引内育 各类人才驻足“亭”留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邢凌凌

缘起
艰苦奋斗为梦想

乐东县歌舞团位于美丽的乐东
黎族自治县民族文化体育广场，曾荣
获“全国先进文化集体”、“海南省千
里文化长廊建设达标单位”等多项殊
荣……然而，最早的乐东县歌舞团，
并不是专业院团出身，它的前身是一
支“来自百姓，为百姓起舞”“来自基
层，为丰收歌唱”的民间演出团体
——乐东县文艺队。

1962 年，乐东县文艺队由一群
来自乐东当地、志趣相投的普通歌、
舞、民乐爱好者们共同成立，不久后
更名为乐东县文工团。成立之初，
这支黎、苗山区的“文艺轻骑兵”一
切从简，不要求固定的排练场地，不
需要精致的服化道，不奢望殷实稳
定的收入，怀揣着一股回报乡里、传
承民艺的热忱，不惧万般困难。“元
老辈”的乐东县文工团团员，带着一
部部优秀的作品走遍乐东，将富有
民族特色与海南风采的精彩节目送
给各地人民。

几多风霜尽接受，几多艰辛在背
后，艰苦奋斗多年后，乐东县文工团
终于听见来自梦想的回声。1980年，
乐东县文艺队受邀进京演出黎族舞
蹈《舂米谣》，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汇演特别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
见。1991年，随着演出团队不断发展
壮大，乐东县文工团最终蝶变为专业
团队——乐东县歌舞团。

惠民
9年送戏下乡上千场

59 年来，乐东县歌舞团在音乐、
舞蹈编排上辛勤耕耘，积累了一批质
量高又富有乐东特色的经典剧（节）
目，《黎风情》《们宅乖》《黎家生活美
如花》《欢乐黎家》等众多富有浓郁民
族风情、广受观众欢迎的优秀节目，
演出时常常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自从 2012 年 12 月转体改制后，
乐东县歌舞团以全新的面貌继续为
群众献上一道道精美的“文化大餐”，
并凭借着过硬的能力得到了来自广
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凭着精彩的演
出，乐东县歌舞团多次获奖，2015 年

荣获少数民族运动会金奖、2016年海
南省广场操南部片区比赛一等奖、
2017 年海南国际竹竿舞邀请赛一等
奖、2018年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广场舞
健身操大赛三等奖……

“市场化是激发内生活力的最好
方式，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都相信
只要坚持就能渡过难关。”现任乐东
县歌舞团洪团长对记者说。如今，虽
然乐东县歌舞团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但依旧积极承担乐东县惠民下乡演
出任务，自 2012 年至今共完成上千
场送戏下乡任务，其中在 2020 年完
成下乡演出 68场。“我们是从乡里走
出来的团队，要回归乡土，才能创作
出好作品。文艺表演不应该只追求
阳春白雪，更要下里巴人，真正贴近
群众才是好艺术。”洪团长对记者说。

传承
当好新时代乐东“文艺

轻骑兵”

乐东县歌舞团傲人成绩的背后，
是一批批团员的坚守与奋斗。在乐
东县歌舞团里，有这么一句话：“团兴
我荣，团衰我耻。”这一句稍显简短的
口号，却给了所有团员无穷的力量。

“我们年纪大一点，自然无所谓，但是
看着这群小姑娘不图名不图利，只是
为了守团而选择留团，我真的很感
动。”说起辈辈传承的乐东县歌舞团，
洪团长不禁有些动容。

如今，在乐东县歌舞团，不单单
有洪团长一辈的老团员，还有源源不
断的青春活力涌入。23岁的龙茜茜、
25 岁的文睿祺、28 岁的杨子嘉……
她们正年轻、正青春，亦如万千年轻
人般风华正茂，但他们选择将青春留
给乐东县歌舞团。

“腰不行了，腿脚也不像年轻时
那么轻快，现在只要稍微跳一跳、脚
步重一点就会酸痛。”尽管如此，与团
成长起来的洪团长却依旧会在排练
时拉着队员一起起舞。起舞时，仍有
着如年轻人般的风采与激情。竹竿
舞那特有的动人旋律，传入记者心
底，久久回响……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身处新时
代，新一代乐东歌舞团团员将在数位
前辈铺就的艺术之路上，让竹竿跃动
舞山乡，悠悠黎歌扬四方。

乐东县歌舞团：

竹竿跃动舞山乡
悠悠黎歌扬四方

见习记者 林林

乐东县歌舞团彩排原生态乐舞《黎家情》节目，吹奏鼻箫等传统乐器。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2 月 3 日，乐东县歌舞团彩排竹竿舞节目《美丽乡村》现场。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近日，记者
来到位于海南陵水清水湾的清水湾国
际农博园，映入眼帘的是集农业科普、
农业观光、农游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
的综合农业旅游观光项目，有现代种
植业展区、咖啡区、生态采摘园林等，
不少游客正悠闲地畅游其中。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由海
南虹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南雅

居乐地产有限公司联合开发，总投资
1.5 亿元，种植 58 种来自全世界各地
不 同 品 种 的 水 果 蔬 菜 ，总 面 积 达
2000亩。

循着缠绕果蔬藤条的棚道行进，
记者来到种植日本甜瓜的大棚，看到
一个个哈密瓜悬挂在半空，村民正忙
着给瓜地除草。“老板喊我们过来帮
忙的，有活干我就很高兴。”正在大棚

里忙活的王大姐笑着说。
在另一旁露天的种植基地里，有

手指粗的柠檬，入口即溶的冰激凌
果、燕窝果，各种陵水特色果蔬长势
良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记者一
看，发现这些果蔬竟是长在沙地里！

“这里的果蔬都是由专家精心挑选，
并采用以色列灌溉技术进行灌溉。”
海南虹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耀岭介绍，下一步计划建设二
期工程，扩大果蔬种植面积，打造成
吃住娱行为一体的国际化农博园。

据了解，这座集科研、培育、种
植、加工和互联网销售为一体的智慧
新型国际农业博览园，将进一步推动
陵水农旅深度融合，带动当地居民在

“家门口”就业，助力陵水经济社会发
展再上新台阶。

陵水2000亩地沙里“刨金”，种满58种果蔬

柠檬树上长“金果”入口即化香“燕窝”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日前，东方
市委书记田丽霞调研东方临港产业园
区重点企业，指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全力为园区
企业、项目提供全链条服务，千方百计
为企业解决各种难点、堵点问题，力争
把东方临港产业园打造成为海南省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田丽霞和参加调研的东方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长丰，先后来到华能
东方电厂、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
公司、海南精细化工项目二期工程
（丙烯腈装置）项目现场、东方傲立石

化公司，详细了解园区企业生产经
营、工程建设进度及投资完成情况，
看望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
工作者，并现场办公，研究解决企业
在生产经营、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

在华能东方电厂，田丽霞要求园
区企业要加强科技创新，持续加大技
术改造力度，做好农业秸秆、禽畜粪便
及生活垃圾的焚烧处理，在提高企业
生产经营效益的同时减少污染，提升
环境质量，共同守护东方的碧海蓝
天。工科信、发改、统计等部门要主动

作为，加强跟踪，及时掌握园区企业投
资完成等情况，做实做细统计入库工
作，真正做到应报尽报、应统尽统。

在海南精细化工项目二期工程
（丙烯腈装置）项目现场，田丽霞表
示，市委市政府将积极对接省厅部
门，加快审批流程，力争在最短的时
间内解决 68亩项目用地农转用报批
的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
施工条件。同时要求项目业主和施
工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科学倒排施工工期，制定时间表、路
线图，千方百计抢抓工程进度，以超

常规举措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早见效。

对于东方傲立石化公司涉及的
厂外管廊路由、新增 50亩用地审批、
二期用地红线内高压线迁移及员工
宿舍建设的问题，田丽霞要求，工科
信、资规、住建、八所镇等部门要强化
服务意识，加强协调配合，采取更加
合理有效的措施，切实把各类问题解
决好；企业要科学制定施工计划，严
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不折
不扣完成今年项目投资额，确保明年
如期实现投产。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
全力做大做强东方临港产业园

保亭不断优化人才政策，让邓大坪等人才的专业特长得到充分
发挥。图为邓大坪在看病患 CT 检查结果。 张慧膑 摄

技术人员在清水湾国际农博园种植区查看甜瓜长势。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航拍清水湾国际农博园。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蛮舞与黎歌，余音犹沓沓”，当一代文豪苏东坡结束其流放生涯，
将要离开琼州之时，黎族父老唱歌跳舞为他庆贺，这一景象令苏东坡
写下了如此诗句。近千年之后，大山深处的乐东县歌舞团依旧热情，
以坚守与奋斗，踏着“蛮舞”，唱着黎歌，山谷间，响起余音袅袅……

东
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