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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
带着半岁的孩子驻村

来自广西的李秋洁是三亚南繁
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从
广西到海南求学，研读农业相关专
业，毕业后留在三亚工作。李秋洁
的丈夫也是一名南繁科学研究院技
术人员，在育才生态区马亮村管理
130 亩的科研基地。“分居两地，照
顾孩子也不方便，如果我也到村里，
就能安心工作了。”2018 年 5 月，李
秋洁的孩子刚刚半岁，她便跟随着
丈夫的脚步，报名参加了驻村扶贫。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尽管有
些辛苦，但值得。”一家三口“驻”在
了育才生态区，这也让李秋洁的扶
贫道路更安心。

心安了，李秋洁也把重心投入

到乡村发展上。来到那受村，她与

五户村民结成了帮扶对子，负责落

实各项帮扶措施，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上的困难。李秋洁说，自己也是

在农村长大，所以驻村工作生活并

不算艰苦，最难的是碰上不理解和

不支持的村民。但是一想到能帮助

他们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就有了

前进的动力。

一辆电动车、一顶太阳帽、一个

开水瓶……4年来，作为驻村工作队

和帮扶责任人，李秋洁常常入户了

解现状，加强与他们的联系。白天
入户，晚上整理资料，经常工作到凌
晨一两点，脑袋里装满了每家每户
的产业，在准确掌握帮扶户实际情
况及意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制定
帮扶措施。如对有就业意愿的林晓
清夫妻，她协调解决了夫妻俩就近

就业问题；针对单身汉王志良、林庆
明两户，则帮助他们申请公益性岗
位，并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工作之余，
发 展 小 规 模 养 殖 或 割 胶 工 作 。
2020 年，李秋洁帮扶的五户年人均
收入在 13670.34-35734.75 元，实现
稳定增收。

发挥南繁科技优势
助力冬季瓜菜产业发展

“这些豇豆要做好除虫工作”
“ 给 瓜 菜 买 保 险 能 降 低 种 植 风
险”……眼下，那受村的瓜菜已经进
入了采收期，李秋洁每天都要到田

里给农户指导，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四年来，李秋洁充分发挥本单

位科技优势，助力那受村冬季瓜菜
产业发展，布点“南豇 1 号”豇豆品
种 343 亩，同时协助单位同事推广
青瓜嫁接苗 83 万株。她还发挥所
长，开展豇豆种植技术培训，提高农
户种植技术水平。在李秋洁和同事
的努力下，那受村冬季瓜菜产业发
展越来越有盼头。

“她经常过来给我讲解如何科
学种好豇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说
起李秋洁，村民黄霞丽向记者夸赞起
来。这几年为了减少村民的种植成
本，李秋洁依托南繁科学研究院，发
挥南繁科技优势，为农户申请了优良
品种的种苗、可降解地膜、有机肥等
农资，为农民增收插上科技的翅膀。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如今奔
波在田间地头的李秋洁已习惯了乡
村生活，为百姓多做点事，让他们的
生活过得再好一点，成为她的心愿。

“继续留下来，希望能做得更多
一点。”现在，走在乡村振兴路上的
那受村村民期盼更好的日子，李秋
洁也选择继续留在村里为民谋发
展。她说，希望能在产业上有所发
展，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让冬季瓜
菜产业做得更大。同时，也希望通
过利用原单位的优势，把那受村的
水稻品种做得好一些。产出更优质
的大米。

李秋洁（右）在菜地里手把手教脱贫户种植豇豆。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育才那受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李秋洁：

从实验室到田间 带着孩子去支农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邢凌凌

三月的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满目翠绿，鲜花盛开。忙碌的村民们脸上挂着笑容，上学的孩子一路欢歌笑语，一派悠然自得、充满希望的和
谐画面。3 月 15 日上午，如往常一样，李秋洁一早便骑着电动车来到了村委会，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

在三亚乡村振兴队伍中，有这样一群女队员，她们不畏艰辛，用柔软的肩膀，扛起乡村发展的重担。今年 31 岁的那受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李秋洁便是其中一员。4 年前，27 岁的她跟随丈夫，来到那受村驻村扶贫。一千多个日夜里，她穿梭在田间地头，走进农户的心坎，发挥
自身优势，挥洒青春热血，绘就美丽乡村振兴画卷。

去年7月9日22时50分，三亚蜈
支洲岛旅游区一名潜水课程学员在
景区驿间客栈不慎摔伤，潜水课程教
练蒋广峰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并对该学员伤口进行简单处
理，将学员送至医院进行治疗。事
后，为了表示感谢，该学员向蒋广峰
赠送了一面锦旗，对景区及员工的温
情服务给予极大的肯定。

今年元旦期间，三亚蜈支洲岛旅
游区海上娱乐部符志虎、蓝泽、张世
权、解冰凯、张李广和刘文宁等救生
员合力及时救助了一名在公共海滨
浴场泳区不慎溺水的老人。送医院
救治脱离危险后，老人第一时间通
过手机向蜈支洲岛景区表示衷心的
感谢……这是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开展坚守优秀服务品质，时时处处
关心游客的一个个温馨画面。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一直奉行
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用心服务广
大游客。“游客经常会遗落手机、泳
衣、帽子等，工作人员看到遗失的物
品都会主动拾起来，随即在微信群
里同步发布认领信息。”三亚蜈支洲
岛旅游区工作人员陈文欣告诉记
者，游客如有物品遗失后，经常会联
系景区，景区预订员会联系相关工
作人员交接领取。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作为国家
5A级景区，不仅拥有丰富的海底生
态资源和品类齐全、“四栖”全域玩
海的水上运动产品体系，还在文明
旅游、诚信服务上尽心尽力，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多年来，该景区
坚持把奉献爱心、回报社会、造福于
民作为发展理念之一，把弘扬慈善
精神，作为旅游区和谐社会建设的
重要内容，在解决就业、扶贫帮困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今年春节前夕，三亚蜈支洲岛旅
游区为藤海社区、青塘村 2020 年度
的28名优秀高考学子颁发了22.5万
元奖学金；在蜈支洲岛旅游区党支
部的组织下，该景区 2021 年新春送
温暖慰问活动走进藤海社区及青塘
村，为 354 位 60 岁以上老人及低保
户家庭送上了节日祝福和价值近18
万元的慰问品，让老人感受到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

“蜈支洲岛旅游区开业20年来，
给海棠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在自
身建设的同时，还不忘回馈社会，是
诚实守信、热心公益的一个典范。”
海棠区旅游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校园“黄金屋”，书屋藏典
籍，学海是无涯。

书屋入校园，有颜有灵魂。
在抚平聒噪的清静之地，感受文
化的温润与教育的诗意，也在理
想的召唤中感受生命成长的无
限可能。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位于吉
阳区河东路。2019 年 1 月 14
日，由学校与海南凤凰新华出版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袂打造的
鳌山书屋落成于校内主教学楼
及行政综合楼一层，与架空层活
动空间衍接，建筑面积室内和外
庭合计320平方米，是三亚首个
校园书屋。目前，该书屋营业时
间为周一至周五 9 时至 13 时、
15 时至 19 时 30 分；周六休息；
周日18时至19时 30分。

站在书屋前，木色的门头，简
朴中暗含大气。映入眼帘的是门
前左侧白墙黑字的“三亚河承宁远

河，鳌山文脉漾清波。桃李已栽三
千树，佳木葱茏舞婆娑。”诗句。据
了解，鳌山书屋取名自三亚崖县中
学的前身——建于1828年的鳌山
书院，取独占鳌头之意。书屋也以
此为契机和平台，弘扬优秀文化、
创建文雅校园、塑造文质教师、培
养文明学子。

步入室内，高低错落的海南
热带植物，明亮和暖的灯光，精
美舒适的桌椅，茶香、花香、果香
与翰墨书香彼此渗透，给人温暖
的感觉，设置外阅读区、半室外
阅读区、私密阅读区、公共阅读
区、水吧、文创产品区、复印区等
功能空间，从一开业就深深“霸
占”了师生的心。

校园“小书屋”，阅读“大世
界”。“只要挤得出时间，我都喜
欢来这里看会儿书，既是一种积
累，也是一种难得的放松。”“喜
欢和小伙伴来这里点杯喝的，坐

着看书学习。”鳌山书屋上架适
合师生阅读的教辅、工具、科普、
中外名著、小说、国学等各类书
籍，共计近万册，师生们徜徉在
这座如诗如画的小屋里，陶冶情
操，拓展知识。

“有时候是找书，有时是帮
忙，大家越来越熟悉。”书屋工作
人员黄嘉懿说，在这里工作很享
受，学生们都亲切地喊她姐姐，
能感受到“欢喜”从师生们的眼
中“溢出来”。

记者注意到，与书籍交相辉
映的还有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
和文化用品。“我们精心将产品
与图书进行了相辅相成的陈
列。”黄嘉懿介绍，这一模式能为
读者带来更多样化的消费体验。

在中央区域，正适合来一场
教研活动或小型沙龙，对面温馨
的“照片墙”，使用的是同学们在
书屋读书学习、参加活动时的照

片，每个人各具神态，看到后马
上就会联想到那月那日。

书屋虽小，“触角”却很长。
鳌山书屋自温暖开放以来，不仅
为校园营造了浓郁的阅读氛围，
还积极主动配合学校组织开展
各类校内外活动，撬动更多的资
源，共同推进文化建设。目前，
已共同举办经典诵读、阅读分享
及名人名家进校园等 10余场系
列活动，成为师生的重要文化学
习交流平台。

此 前 ，“ 鳌 山 书 屋 ”荣 获
2019年时代出版.中国书店年度
致 敬 年 度 校 园 书 店“ 新 时 代
杯”。 如今，作为校园的一种文
化象征和一道文明风景，鳌山书
屋让校园中弥漫着爱读书、多读
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以校园
辐射城市，以学生带动市民，在
助力书香校园建设之时，为书香
三亚建设贡献力量。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校园书店（鳌山书屋）：

“海中”一角颜如玉 鳌山书香润人心
本报记者 卢智子 实习生 张依纯

编者按：
深入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海南，促进我省实体书店发展和农家书屋提质增效。近日，在海南省委宣传

部组织开展的 2020 年海南“最美书店”“美丽书屋”宣传推荐活动中，授予 10 个实体书店（农家书屋）海南“最美
书店”“美丽书屋”称号，其中三亚两个书店榜上有名。

3 月 17 日，学生在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内的鳌山书屋阅读书籍。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三 亚 传 媒 融 媒 体 记 者 王 宇
轩）随着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推广普及，有的
商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拒收人民币。
这既损害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也损害了
消费者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权。

近日，市民宋先生向本报投诉称，他在
迎宾路与海螺路交会处的一停车场办完
事，拿出 7 元零钱支付停车费，被保安告知
不收现金。“你们凭什么不收现金，这是违
法行为。”宋先生与保安人员发生了争执，
并用手机录下了相关视频。宋先生认为这
种“一刀切”的“便利”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对于停车场拒收现金一事，记者采访
了物业公司负责人，他承认当天保安拒收
现金的事实。“我们知道不收现金是违法行
为，发生这样的情况，属于员工的个人行
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
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
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拒收。

对此，新时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马起飞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停车场有人值守，
消费者支付的现金，又恰好不用找零，停车
场完全具备收取现金的条件，但是管理人
员以本单位有关规定为由拒收现金，这属
于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宋先生遇到的问题，记者已向主
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中心支行反
映，具体情况工作人员将进一步调查处理。

在采访中，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停车
场及部分商超，除了部分无人值守的停车
场外，现金支付基本都能畅通无阻。

针对部分地方出现的拒收现金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发布公告指出，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
示等方式拒收现金。2020 年 12 月 9 日，结
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国人
民银行又发布了 2020 第 18号公告，对现金
收付主体规范、现金收付生态规范等多个
方面进行了细化，保障公众使用现金的权
益。

马起飞说：“有些明示无人值守的停车
场，就不具备收取现金的条件。根据法律
的规定，这个交易的性质，就不需要收取现
金。”

对于拒收人民币属于违法行为，消费
者可以向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反映。同
时，商家拒收人民币也是一种侵犯消费者
权益的行为，消费者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进行投诉。

停车场拒收现金引争执
律师称涉嫌违法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冯谋瑞）
近日，三亚后海海岸派出所破获一起景区沙

滩盗窃案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 名，追

回被盗手机3部。目前，嫌疑人方某已被刑

拘，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近日 18 时，后海海岸派出所接到游客

李先生报警称，其放在沙滩上的3部手机被

盗，希望民警帮助查找。接警后，民警立即

展开调查。经了解，李先生在海棠区藤海社

区皇后湾景区沙滩游玩时，将一个白色编织

袋放在沙滩上，内有1部华为手机、2部苹果

手机、车钥匙等贵重物品。当李先生游玩返

回沙滩时，发现物品已被人拿走。由于事发

区域位于监控盲区，民警只能根据游客提供

的信息对周边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第二天，民警经过侦查发现，被盗的一

部手机就在藤海社区的某个旅租客房内。

随后，民警在该旅租的客房内将犯罪嫌疑人

方某（男，49 岁）抓获，当场查获被盗的 3部

华为、苹果手机等物品。

据悉，犯罪嫌疑人方某是一名游客，因

为当天在沙滩上游玩时，看到一个编织袋内

有 3 部手机等物品，且现场无人看管，于是

便起了贪念，顺手盗走。

经讯问，方某对涉嫌盗窃他人财物的违

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方某已经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顺走”沙滩上3部手机
三亚一游客被刑拘

本报讯（记 者 黄 珍 通 讯 员 周 斐）近

日，海南三亚海警局天涯工作站查获一起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现场查获三亚籍涉案人员

1人，查扣电鱼设备1批和部分涉案渔货物。

据了解，当天上午 11时许，该站接到群

众报警称在三亚湾东岛附近海域有 1 艘渔

船疑似正在进行电鱼作业，请求海警前往

处置。接到报警后，正在附近海域进行日

常巡逻的海警执法艇即刻赶赴现场。11时

40 分许，海警执法艇到达事发海域，发现

可疑渔船正在进行作业，海警执法人员立

即进行喊话警告并逼停该嫌疑渔船，对该

渔船实施登临检查。

经现场登临检查，查获发电机、升压

器、电线等非法电鱼设备及若干渔货物，且

无法提供船舶及本人相关证件，涉嫌非法

捕捞和无证驾驶“三无船舶”。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非法捕捞、无证驾驶......

一艘电鱼作业渔船
被三亚海警局查获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为区域发展增活力
坚持回馈社会
本报记者 黄世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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