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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民族团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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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台楼
村的野菜、抱安村的蜂蜜、抱古
村的九品香莲、育才供销社的青
瓜、绿壳鸡蛋、牛奶木瓜、金煌芒
果、菠萝蜜……3 月 13 日，三亚
市旅文局和吉阳区政府在同心
家园四期开展 2021 三亚消费助
农集市助力乡村振兴活动。集
市活动从3月 13日一大早开始，
共持续两天。来自三亚各村的
村民、农业合作社和涉农企业带
着自家的特色农副产品到集市
展销，两天共销售近3万元。

3 月 13 日大清早，集市一开
张就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这样的集市挺好，除了市场上
常见的蔬菜水果之外，还能买到
平时在超市难得一见的野菜，又
新鲜，价格也实惠，而且还可以
帮助村民……”附近居民王女士
说。

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该局以“农旅融合，爱心扶
贫”为主题，提出“扶贫没有旁观
者，中外游客齐参与”的口号，通
过传统节日、“三亚帐篷节”、“中
国农民丰收节”和“全国扶贫日”
等相关活动，先后举办了30余场
旅游扶贫集市活动，商品达100余
种，现场市民游客和旅游企业踊
跃购买。据统计，旅游集市活动
销售额达 118 万余元，受益农户
830 人，带动增收将近 70 万元。
2020年经过全市各个部门的不懈
努力，三亚已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今年为实现脱贫攻坚政策体
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稳步过渡，市旅文局将继续举
办“爱心助农，助力乡村振兴”集
市活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动乡村振兴，让村民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

烧蚂蚁窝引发火灾
一男子被拘15日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3月 15日，记者从三亚警
方获悉，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查处一起过失引起火
灾案，依法处理一名因烧蚂蚁窝引发火灾的男子。

近日13时许，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值班室接到
市局指挥中心指令称，在雅亮大桥山坡上发生火
情。接报后，该所所长李涛带领教导员邢福虎、民
警陈鹏飞等人赶往现场处置。

抵达现场后，发现还有明火未被扑灭。民警迅
速与消防队员、森林防护员等人展开灭火行动。由
于扑救及时，火势被成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经对现场进行勘查，过火面积约有 9 亩，燃烧物为
杂草、枯叶及树枝。之后，民警仔细了解情况，依法
将一名男子传唤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警方查明，当日上午，违法行为人李某明在雅
亮大桥右侧山坡一处槟榔地干活时，见到满地蚂蚁
在爬，为快速消灭蚂蚁，李某明便用火烧地上的蚂
蚁窝，在风势影响下，引燃了周边杂草枯叶、树枝，
随着火势蔓延，李某明无法自行扑灭，进而引发火
灾。

经询问，李某明对其过失引起火灾的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三亚
警方依法对李某明处以行政拘留 15日。因李某明
脚上有伤，按照相关规定，警方对其暂缓执行行政
拘留。

雨露过后，薄雾萦绕山间，
若隐若现的马脚村与苍翠欲滴
的香蕉园相映成趣。栋栋崭新
的民居掩藏在绿荫之间，待天
色渐晚，山间不远处的火龙果
种植基地亮起了盏盏明灯，云
麓中的马脚村美轮美奂。

马脚村位于育才生态保护
区西部山区，隐匿于山麓深处。
脱贫摘帽前，马脚村基础设施落
后，产业零散薄弱，群众生活困
顿，当村民们正为生计犯难时，
一群特殊的群体——乡村振兴
工作队走进这山麓深处，为这
个小小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
内生动力。而驻村第一书记羊
建权，正是其中的一员。

2018 年 5 月，羊建权加入到
队伍。作为市审计局选派到马
脚村的驻村第一书记，羊建权
直言：“第一次见到村民时，看
到他们困惑的处境，却仍能从
他们身上感受到充满希望的干
劲时，我深感压力巨大。”2015
年时，马脚村被三亚市政府确
定为贫困村，全村常住农业总
人口 546 户 2539 人，主体民族
是黎族，占总人口的 99%，村庄
发展水平低，村民普遍文化水
平不高，劳动技能欠缺，导致村
子里一直以来是以传统的种养
殖业为主，难以突破增收瓶颈。

如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羊建权陷入了沉思。尽管驻村
之前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
真正踏上这片土地，还是感受
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为了
打好脱贫攻坚战，羊建权毅然
握紧了扶贫工作的接力棒。

3 月 14 日，当记者走进马脚
村永阳组的村口放眼望去，连
片的林海如同海浪般向天边翻
涌，农户们正在劳作，孩子们在
林荫下嬉戏打闹。在这片面积

不大的香蕉园里，一条溪流缓
缓流淌着，下游处崭新的拦水
坝为村民蓄了一汪清水。这个
新修的拦水坝，就是村民高金
勇 要 领 着 记 者 看 的“ 大 好
事”——村里去年新修的拦水
坝。

“以前，每到春季前后的两
个月，村里用水十分紧张，基本
看天吃饭。”高金勇说，当羊建
权了解到村里旱季无水可灌溉
的情况时，立马组织乡村振兴
工作队员一同商讨方案。

队员们翻山越岭，实地勘
察，终于在永阳组村口的山谷

处发现了一条小溪流。“这条溪
流水量不大，难以直接引流。”
羊建权与大家商议，决定在此
筑 一 个 灌 溉 拦 水 坝 。 说 干 就
干，大家你一担砂石，我一筐砖
头。遇到山路难行，就用双脚
蹚过去。遇到陡坡，车辆无法
将砖头运抵施工现场，队员们
就用绳索将一块块砖头从高处
往下运，全凭人挑肩扛。2020
年 4 月，经过众人的努力，在育
才生态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拦
水坝顺利修筑完成，彻底解决
了 马 脚 村 永 阳 组 旱 季 缺 水 问
题。

小小的拦水坝，成了羊建权
驻村工作期间的最好缩影。在
村工作期间，羊建权带队新建
拦水坝 1 个、修复水坝 2 个，深
挖蓄水池 3 个，兴修水利惠及马
脚村五个小组 385 户 1859 人，
并出色地配合完成村内的道路
硬化和路灯新修工程。如今，
马脚村灯亮了、路硬了，群众出
行方便了，旱季也不担心缺水
了，村民之间的走动多了，感情
也更好了。驻村的两年时光，
700 多 个 日 夜 ，16000 多 个 小
时。羊建权走访农户百余家，
共计千余人，每日日均行走两

万多步。
两年时光，修路筑坝、产业

扶持、教育扶贫……羊建权领
着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们一齐
凝聚智慧，帮助马脚村村民稳
定增收，答好了马脚村的“脱贫
答卷”。截至 2020 年 12 月，马
脚村累计脱贫退出 156 户 717
人，贫困发生率 0%，实现了全
村脱贫摘帽。如今，羊建权又
把目光投向了村口正新修的育
才大道，他说：“只要这条大道
修好了，‘最后一公里’通了，村
子里的产业就更旺了，乡村振
兴更有盼头了。”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周莹）近日，三
亚中院审理了一起诈骗案件，被告人陶某利用微信
虚构 14 个身份骗取求职人员小溪（化名）的信任，
以投资等名义先后骗取了小溪12万元，被法院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

2020年 2月，陶某（男)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建筑
工程公司招聘经理助理的信息，大学毕业生小溪
（女)看到招聘信息后便投简历应聘。随后，陶某自
称是该公司老板，以疫情期间不方便进入办公楼为
借口，在办公楼楼下面试了小溪，并谈好了工资等
事宜。接着，陶某又谎称财物、人事还没有上班，疫
情期间办公室也不能进入，未与小溪签订劳动合
同。在实施诈骗的过程中，陶某带着小溪到合肥、
深圳、三亚等地“看工地”，游说小溪自己手中有几
个隧道的项目，可以介绍小溪一起做，赚大钱。陶
某还先后介绍虚构的“李工”“梁琴”“孔妍希”“鲁丹
妮”“黄工柳钢”等14个人给小溪，小溪加了这些人
的微信。他们有的说陶某手中有大项目，可以赚
钱；有的说与陶某有业务往来，陶某要求小溪垫付
资金向他们转账；有的说是陶某之前的员工，是陶
某让小溪向他们先行付清报销费用。就这样，小溪
被这 14 个“人”和陶某的连环哄骗，先后向陶某支
付了合伙投资支付钢筋款、结算工资、周转费用等
12万余元。而事实上，“李工”“梁琴”等 14个微信
账号均由陶某一人控制。几个月后，小溪忽然警
醒，自己从未与“这些人”见过面、语音聊过天，也从
未真正见过陶某负责的工程，自己可能落入诈骗的
圈套，遂向警方报案。

经过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陶某因犯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三
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一审宣判后，被告人
陶某提出上诉，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案
件，并作出裁定，维持原判。

男子虚构14个身份
女子求职被骗12万

揭露失信败德行为Sy

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3 年
如一日长期坚守少数民族山区教
育岗位；他常常带领党员一起学
习党章党规，维护民族团结……
他就是三亚市育才中心学校党总
支部书记、校长董惠荣。

育才中心学校地处黎族、苗
族聚居山区，董惠荣负责育才生
态区小学教育工作，在工作中生
活中时刻注重民族团结，积极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党的
民族政策，促进各学校各民族师
生团结和谐、互助融合、共同成
长，通过黎锦苗绣、竹竿舞、说写
黎语、黎族苗族歌曲传唱等民族
特色课程让学生感受各民族丰富
多彩、风格各异的民俗风情，感

受各族人民团结向上的精神风
貌。

育才中心学校及下属 8 所农
村小学分散在各山村，位置比较
偏僻，信息相对闭塞，很多黎族
苗族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
视。董惠荣通过家长会、入户走
访等多种形式，传播正确的家庭
教育理念，引导家长重视子女教
育。同时努力给孩子们更多关
爱，组织带领全区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万名教师访万家”，利用周
末或节假日休息时间走村入户进
行家访，进一步深入了解学生的
学习、生活情况，宣讲党的教育
扶 贫 政 策 ，与 家 长 保 持 密 切 联
系，积极促进家校共育。在工作

中，董惠荣还经常自掏腰包帮助
少数民族困难家庭学生购买学习
生活用品，帮助每个孩子接受更
好的教育。

“一个都不能少”是董惠荣常
说的一句话。2016 年 8 月底，董
惠荣了解到明善村黎族孩子林秀
慧、林翠玲俩姐妹因为父母离异，
父亲病重，家庭困难，不能正常返
校读书的情况后，主动去到家里
说服家长，把姐妹俩接到育才中
心学校住校就读。他自掏腰包为
她们购买新衣服新被子和学习生
活用品，认真辅导她们学习，每学
期为她们支付数额不少的学习、
生活等各方面费用，请相关方面
专家为她们进行心理疏导。姐姐

林翠玲 2017 年小学毕业升入中学
后，董惠荣依然坚持关心她的学
习和生活，继续资助她学习生活
等各方面的费用。董惠荣十余年
来，坚持每年捐出一个月工资资
助少数民族困难家庭学生，尽心
尽力帮助更多的孩子接受到更好
的教育。

“爱是最美的语言，行是最好
的表达。”董惠荣不仅在工作上生
活中注重民族团结工作，工作之
余，还组建“爱心行”慈善团队帮
扶偏远少数民族山区小微学校的
师生。2013 年以来，董惠荣先后
组织“爱心行”慈善团队走进五指
山水满乡红山小学、牙排小学、南
定小学、番赛小学，三亚天涯区扎

南小学，屯昌新兴镇新雄小学 、
下屯小学，乐东新王小学、只朝小
学、佳西小学、抱道小学，昌江王
下中心学校，保亭志妈小学，陵水
本号镇黎跃小学，东方佳西小学
等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为学校师
生捐赠工作、学习、生活用品和感
恩、安全、手工制作等爱心小课
堂，以及古筝、古琴、吉他等乐器
演奏，给孩子们带去丰富多彩校
园活动。

23 年如一日，风雨无阻，董惠
荣热诚地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注
入了热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认
真践行“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的思想，书写民族团结
进步新篇章。

马脚村驻村第一书记羊建权：

翻山越岭引活水 乡村振兴露“马脚”
见习记者 林林

羊建权（左）查看拦水坝情况。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大家在踊跃购买农副产品。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市旅文局和吉阳区政府开展2021三亚消费助农集市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特色农副产品进社区 两天销售近3万元

三亚市育才中心学校校长董惠荣——

23年如一日坚守少数民族山区教育岗位
本报记者 吴合庆

Sy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刘琪成 见习记者 林林）“真的
太感谢你们了，违规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被拖
移，保障了我们的人身安全。”近日，在三亚消防救
援支队 2楼大厅，港门村丰裕楼居民王建成紧握着
消防指战员的手激动地说。

王建成是原西北政法学院成人教育学院任课
教授，退休后在三亚港门村丰裕楼长住，是楼里资
深的“监督员”，此次他向消防部门反映楼里电动
车“扯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的问题，得到了消
防部门的重视与及时处理，之后他特意带着两面
锦旗来到三亚消防救援支队登门致谢。

据了解，丰裕楼位于港门村东二路，整栋楼只
有一个出口，在三亚消防救援支队处理火灾隐患
前，被堵得满满当当，“飞线”横行，存在安全隐
患。“社区和相关部门也劝阻很多次，但效果不明
显。”丰裕楼物业管理员高克说。自 2020年 11月 1
日施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以来，对这种
违规现象的处罚变得更加明确，三亚消防救援支
队在接到王建成的举报后，迅速指派人员，对楼里
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车进行拖移处理，之前的难
以管理的现象成为了历史。

及时处置电动车
三亚消防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