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六
责编/胡贝 美编/孙春艳

NANGUO HOTLINE
海口热线 18889995550
三亚热线 18889995551

琼海热线 18889995552
文昌热线 18889995553

东方热线 18889921115
屯昌热线 18889921116

儋州热线 18889995557
万宁热线 18889991110

13
新浪微博：
@南国都市报
QQ 报料：
800001260

报料内容一经采用

网站报料：
www.hndaily.com.cn
邮箱报料：
hnrb966123@163.com

据新闻性即付 30 至 2000 元不等奖励

8 米长护栏眼看要坠落

海口海岸警察紧急驰援化解危机获锦旗

防护栏被台风吹得马上要坠落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王燕珍 通讯员 易梦
龙）11 月 17 日，
家住海口市海甸岛某小区
的王女士，将一面写有
“警民一家亲，遇难
见真情”的锦旗，送到海南省公安厅海岸
警察总队海口支队红岛派出所，以对危急
时刻民警的紧急援助表示感谢。原来在
前几天的台风天夜晚，王女士家中一段近
8 米长的护栏被强风一吹，已脱离至阳台
外侧，当时当事女子只能独自拉住护栏以
防掉落等待民警救援。

11 月 11 日凌晨 1 时许，受台风“环
高”影响，家住海口市海甸岛某小区的王
女士报警致电称：
家中防护栏被台风吹得
马上要坠落，楼下还停放着多部车辆，眼
看防护栏就要掉落，一旦砸到楼下停放的
车辆或行人后果不堪设想。
接到报警后，红岛派出所民警王俊
博、辅警陈卜祥火速赶赴现场，到场后被
眼前一幕惊呆了：一个长度近 8 米的半圆
形防护栏已完全脱离至阳台的外侧，报警
人王女士独自一人艰难拉住防护栏。

民警见状立刻奔跑至王女士居住的
顶楼，其家中老人将房门打开后，民警
立即冲入王女士家中。在民警的帮助
下，防护栏终于被拉住固稳。
在救援过程中，民警的制服因此破
损，手上也轻微受伤，但是一起危机在
民警的紧急驰援下得以化解。王女士对
民警在危急时刻的帮助十分感动，特意
制作了一面写有“警民一家亲，遇难见
真情”的锦旗，于 11 月 17 日送到派出所
表示感谢。

光头男偷钱包 还找了两个
“替身”聪明反被聪明误
最终还是被抓个现行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徐培培）11 月 2 日，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路延长线一家美容
院发生一起盗窃案，一名光头男子将一
个装有 4000 元现金的钱包偷走。
监控显示，该嫌疑人 11 月 2 日中午，
戴着一顶鸭舌帽盗窃得手后，先是进入
附近的城中村，溜达一圈后把包里的钱

拿走，用帽子包住钱包丢进了垃圾桶。5
日，飞鹰队员跟着线索来到该嫌疑人最
后消失的地方，博雅路滨江路口附近。
据周边群众反映，这里确实有个光
头男子。但经过排查很快排除了该男子
的嫌疑。调查中，飞鹰队员又通过几个
摩的司机，发现嫌疑人先后从水果市场
来到了秀英区书场村一带。这里也有个

光头男子，不过经排查后，该男子是一
家小店的老板，不存在作案嫌疑。
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耗时半
个月之后，17 日晚上 9 时许，飞鹰队员在
丁村某出租屋附近，
成功抓获嫌疑人。
据查，嫌疑人刘某刚，男，46 岁，湖南
省人，有多次盗窃前科。据其本人交代，
作案后，他换乘两次摩的逃离，作案在琼

山，逃往秀英区，返回龙华区落脚点。他
故意找到两个体型和他都差不多的光头
男子，而且故意先后在这两人周边闲逛，
再改变装束，
搭乘摩的，
避开监控离开。
刘 某 刚 称 ，偷 来 的 钱 已 被 挥 霍 一
空。费尽心机的他也没想到最终还是没
能逃过抓捕。目前，刘某刚已被移交办
案单位处理。

东方读本
东方引进人才+培养本土人才齐头并进

助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迈入“快车道”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姚传伟）11
月 17 日下午 5 点 40 分，已经过了放
学时间，然而，在东方市第一小学
五 （2） 班内，学生们都聚精会神地
听老师讲课。老师叫孟秀华，是东
方市引进的一位小学骨干教师。“只
要赶上下午最后一节课，我一般都
会留下学生进行课后辅导，让孩子
们多学一些知识。”来到东方任教
后，孟秀华一直保持着这一习惯，
“小学的教学容不得半点马虎，是孩
子打基础的关键阶段”。

做好暖心服务，吸引人才留
下来
孟秀华今年 44 岁，1995 年开始任
教，曾是河南一名优秀的数学老师。
2017 年，在看到东方市发布的人才
引进招聘信息后，虽然在此之前从未来
过东方，但孟秀华没有犹豫，她毅然报
名参加考试。同年 9 月，孟秀华千里南
下，从河南老家赶赴东方市，开始一段
新的教学旅程。
初到东方市第一小学，孟秀华便挑
起重担，担任毕业班的数学老师。
“孩子

们的基础不扎实，知识出现断层。
”一次
摸底考试，让孟秀华对班里学生们的学
习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她制定了针对性
的教学方式。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孟秀
华所带班级的数学平均分跃居全市第五。
不仅是对学生的教学上，在“传帮
带”培养年轻教师方面，孟秀华也是主
动作为，担任学校数学教研员，指导年
轻教师提升业务水平能力。
尤其是今年 5 月，东方市教育局积
极引导孟秀华等 9 名学科带头人组建 9
个学科高层次人才工作室，每年给予 5
万元工作经费用于开展教研、培训讲
座、访名师工作室等活动，通过高层人
次人才工作室领衔人和工作室成员发挥
专业辐射引领作用，促进年轻教师快速
成长。
事业上，东方市为人才创造充分施
展才能的“土壤”
，竭尽全力解除人才的
后顾之忧。东方市教育局不仅将孟秀华
的儿子安排到该市铁路中学读书，还积
极协调相关部门，为其丈夫办妥了工作
调动。很快，孟秀华一家三口即可在东
方团聚。
东方市对人才的重视，让孟秀华暖
在心里，“我一定会不负众望，尽己所
能，帮助更多的年轻教师成长”。
据统计，自 2018 年以来，东方市已
面向全国引进各类高层次及特殊教育人
才共计 37 名。此外，东方市教育局根据

教学需要，搭建与“新东方人”沟通交
流的平台，建立“新东方人”教育人才
联络站，主动发布教育人才需求情况，
积极与到东方旅居、定居的“新东方
人”教育人才对接，安排“新东方人”
教育人才以“师带徒”
、上示范课、专题
研讨等方式，深入学校和教研机构广泛
开展教育服务活动。
“每年在我市教育系
统服务的‘新东方人’人才约 20 人次，
有的甚至还到偏远地区学校任教，为东
方教育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东方市教育
局副局长邓丽威说。

培养本土人才，2 年培养省
级骨干教师 62 人
除了引进人才，东方市也特别重视
本土人才的培养。
42 岁的张强利是东方中学的副校
长，兼任高中数学老师。在东方市今年
组建的 9 个学科高层次人才工作室中，
他占据一席。
11 月 17 日下午，记者联系张强利
时，他正带领工作室年轻教师在海口名
校学习。“工作室现在有 9 名年轻教师，
我会力争在 3 年内，将他们培养成东方
市的骨干教师。
”张强利信心满满地说。
其实，东方市对本土人才的重视，
在张强利的个人成长轨迹上也能得到体
现。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方人，大学毕业
后，张强利就回到东方，在铁路中学担
任数学老师。张强利长期带高三毕业班
学生，学生们的高考成绩也非常优秀。
为了留住人才，给人才充足施展空间，
学校让张强利担任校副教导主任兼高三
年级组组长。在 2019 年高考中，东方市
铁路中学交出了一份好成绩：1 名 800
分考生、17 名 700 分以上考生，本科 A
批考取率近 65%。
今年，张强利被调任东方中学担任
副校长，主抓该校的教学教研工作。上
岗前，张强利提了一个要求，“带一个班
的数学”。
“新岗位既是对张强利多年在教育一
线打拼的价值体现，也是发挥骨干教师
的作用，带动更多的年轻教师成长。
”东
方市教育局副局长邓丽威说。
据介绍，东方市积极探索建立适合
东方市的本土人才激励机制，给予本土
人才同等待遇，激励工作热情，让东方
本土人才施展才华并用于相应岗位，给
予相应待遇，提高人才使用效能。自
2018 年 以 来 ， 东 方 市 共 招 聘 教 师 952
人，通过省、市定向培养本土人才 147
人。积极开展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
优秀人才培养，共培养省级骨干教师 62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5 人、省级中小学
“教坛新秀”11 人、省级中小学“教学
能手”8 人、市级骨干教师 41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