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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到如今“教
育强市”如火如荼的建设，湛江的教育事业
蓬勃发展……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83
岁高龄的苏孔大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亲身经历
了湛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近日，记者走近原湛江市教育委员会
主任苏孔大，聆听他讲述这些年湛江教育
事业的可喜变化。

湛江教育环境大变化

1962年，本科毕业后，苏孔大被分配

到遂溪县城月中学，成为一名中学政治老
师，自此开启了他的教育事业。几十年
来，他先后在遂溪县教育局、湛江市教育
局供职，直至1997年退休，苏孔大为湛江
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谈
及湛江教育事业的变迁，苏孔大感触颇
深：“那时经济条件不好，很多学校都是一
个教室里有两个班的学生，一个老师要给
好几个班代课，教所有的课程，这在现在
都不敢想象。”

土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土孩子，回
想起改革开放以前孩子们上课时的情景，
苏孔大记忆犹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
育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我感到欣慰，我国教
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教育改革发展举世瞩目。万众瞩
目的高考也今非昔比，分类考试、综合评
价、多元录取，改革迈出了新的步伐。”苏孔
大说到这，欣慰地笑了。

作为曾经的教育工作者，苏孔大见
证了湛江教育发生的变化——1986 年，
湛江普及了小学教育；1996年普及了九
年义务教育；2010年普及了高中阶段教

育，由于规划科学，布局调整合理，教育
的发展和规模日益壮大，从小学的普及
到高中教育的普及，湛江教育取得了显
著成绩。

回忆过去几十年，苏孔大历历在目，草
房泥地的教室、粗糙简陋的设备、单一死板
的教材……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家越
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幢幢教学楼
建了起来，教学设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一般的教育设备到教育现代化，苏孔大在
平凡的教育岗位上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教
育环境变化。

教育质量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40年，也是湛江教育事业飞
速发展的40年，湛江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办
学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前的小学是
没有仪器室、实验室，甚至连电脑也没有
的，现在全市基本上实现了教育现代化，不
仅配备了仪器室、电脑室，一些高中还有物
理、化学实验室，目前全市已经有6个县
（市、区）已经通过了省督导组的验收，实现

了教育现代化。”
几十年来，苏孔大目睹和经历了湛江

教育的大发展、大提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他从内心为之欢欣鼓舞。“从一开始的
小黑板，到后来的幻灯片，直至如今的多媒
体、多元化教育模式，如今的师资队伍业务
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我们那时无法比拟的，
多种多样的教学软件打开了教育教学的新
思路。”

“湛江的教育真的经历了从“没学上”
到“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变化。”苏孔大
说，上世纪80年代初，湛江的教育水平、教
学质量在全省排名比较靠后，教师水平较
低，外来教师占比大，本地教师流失人员较
多，这些年来通过狠抓教师队伍建设，教师
队伍的素质和质量有了很大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湛江的教育质量显
著提高，而教育质量的提升还体现在高
考成绩上。”2018 年湛江高考取得历史
性新高，高分层考生人数取得重大突破，
在广东省文科前 10 名考生中我市有 1
名、理科前10名考生中我市占了2名，在
全省理科前 150 名考生中我市占了 13

名、是粤西地区中进入前 150 名成绩的
唯一地市。

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采访即将结束，苏孔大感叹，恢复高考
后，农村的青年们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田里伸直了腰，几十年来，通过高考这扇
大门，千万莘莘学子迈入高等教育殿堂，
毕业后为国家奉献智慧和力量。从上世
纪90年代到新千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
深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空前增长。近年
来，我市年年把教育列为十大民生工程之
一，不断加大投入，化解“大班额”等工作
稳步推进。

从办学规模、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的建
设、教育质量的提升、教育经费的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湛江的教育事业取得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说明了湛江党政领导对
教育的关心和支持。苏孔大说，回顾湛江
教育的发展历程，一连串的改革举措，一系
列的待遇保障和奖励政策，加上管理体制
的不断完善，教师队伍愈发强大，教育事业
不断发展。

当年苏孔大在职的时候，教育费附加
才2000万元，现在全市的教育费附加近2
亿元，2017年，我市投入98.87亿元支持教
育优先发展，教育经费的增加，为教育事业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事实说明，改革开放
40年来，湛江市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
们的教育事业必将取得更大成就。”苏孔大
满怀信心。

本报讯（记者张永幸）菠萝包、叉
烧酥、毛毛虫、枕头面包……在面包部
烘焙坊里，聋哑人夫妇全海文和蔡彩颖
每天都为顾客制作出一炉又一炉鲜香
可口的面包，这一幕就发生在霞山昌大
昌超级购物广场内。多年来，昌大昌超
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致力解决残疾人
就业难问题，岗位选择上优先照顾残疾
职工。目前该公司在省内的25家门店
共为42名残疾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其
中湛江地区的9家门店共聘用了18名
残疾人员工，霞山店就有7名。

在霞山昌大昌，吴维、黎景玉、陈
坤杰、陈广富等4名残疾人先后进入
防损部工作。这是一个劳动强度较小
的岗位，负责检查货物是否破损，在进
出口查验票单等，几乎不安排加班。

昌大昌人力资源中心负责人介
绍，公司会根据残疾员工不同的身体
情况，安排符合相应的工作岗位，按照

残疾人政策要求，保证薪酬分配；依法
为残疾员工缴纳社保，签订劳动合同，
消除其后顾之忧。

《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
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
在职职工总数的1.5%。多年来，昌大
昌公司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方
面均达到法定比例甚至超安置，取得
市残联发放的达标通知书。

在霞山昌大昌工作已6年的吴维
说，公司不仅为残疾职工购买了六险一
金，节假日和店庆发放米油等福利，季
度销售达标还有达标奖，年底发放年终
绩效奖金。家里偏远或住宿不便的职
工，向公司提出申请后，就能被安排入
住集体宿舍。

“作为广东本土的民营企业，昌
大昌一直将回报社会铭记于心，我
们将一直致力于关爱残疾人事业，
积极为残疾职工谋福利，用心解决
他们各方面的困难，让每一位残疾
员工能开心地工作生活。”昌大昌集
团董事长甄跃飞说，公司也呼吁社
会各界关爱残疾人事业和困难群
体，共建和谐社会。

本报讯（图文/通讯员李满青 黄
江 杨康华）5月25日上午，市委党史
研究室为响应湛江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号召，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动员社
会各方力量，关爱留守贫困儿童，推动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新成效，联合粤川
服务队、湛江市阳光志愿者协会到遂
溪县城月镇仁里村开展“情暖留守儿
童·助力精准脱贫”志愿服务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市委党史研究室
等单位的领导、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和
社会志愿者们，向38名留守贫困儿童
送上“六一”儿童节的美好祝福及文

具、食品等慰问品，并与留守贫困儿童
互动游戏，共同度过了一段开心快乐
的时刻。

慰问组成员鼓励留守儿童要树立
信心，努力学习，早日成才，回报社
会。希望通过此活动，能够集中社会
各方力量，共同关注关爱留守贫困儿
童，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激发更多
有识之士加入到关注扶助留守贫困儿
童的队伍中来，为社会文明和谐作出
更多贡献。

情暖留守儿童
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志愿者

▶志愿者与学生们一起做互动游戏。

本报讯（记者龙飞腾 通讯员林
华）“你看，这就是我想要的那本书。”5
月26日，明媚的阳光洒满了徐闻县和
安镇冬松岛，也照进了岛上孩子们的
心里。在“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之
际，岛上有了第一间儿童图书馆。图
书馆设在岛上的博士娃幼儿园内，馆
内书架、桌椅和图书、玩具等，都是由
湛江市机关第二幼儿园爱心捐赠的。
有趣的图书、崭新的书柜，是给偏远海
岛的孩子们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早在两个多星期前，市机关二幼
就向教职工、家长和小朋友们发出倡
议，为对口帮扶的博士娃幼儿园的孩
子们捐赠图书和玩具，捐款购买书柜
和玩具柜等，让他们能拥有自己的图
书馆和游戏室。当天，市机关二幼的

教师、家长代表，带着两位小朋友一
起，几经周折去到了冬松岛。他们的
车上，载满了一批图书、玩具和书柜、
玩具柜、书包架、篮球架等爱心物
品。到了博士娃幼儿园，爱心教师和
家长们在忙碌组装布置着新书柜，岛
上的孩子们在书桌前翻看心仪的书
籍，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如图，通讯
员 胡仕峰 摄）。

冬松岛位于徐闻县和安镇镇境北
部，常住人口6000多人，外出务工人
员较多，留守儿童也不少。据了解，这
间图书馆是岛上的第一间儿童图书
馆，图书种类涵盖面广，适合3至18岁
的青少年儿童阅读。图书馆将在每个
周末向岛上所有儿童开放，让更多孩
子爱上阅读。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坡头区龙头镇
下水埠村以“绿美古树”风景闻名，自去年
列入省绿美古树乡村建设和镇十大新村振
兴示范村后，1000多村民撸起袖子建设新
农村，使这个古老的“水埠”更呈现出生态
生机之美。

下水埠村具有500多年历史，也是革
命老区村，村场原本近海，舟楫往来，如今
已成为内陆村。但村中古木森森，保留有
黄檀、白银、鹊肾、见血封喉等百年以上的
名贵珍稀古树，成林成片，见证了历史的变
迁，却也给村民留下了宝贵的墨绿清凉。

走进村场，村民小组长招国锐正带领
村民实地勘探，准备把这片古树老林规划
建设成10多亩的生态公园。招国锐说，下
水埠村古树多，又是花卉村，生态绿色宜
人，资源优势明显。去年成为省的绿美古
树乡村建设项目首选地之一，村里将投入
资金200万元，依托优质古树名木资源，结
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力创造高品
质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绿色空间，推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讲好湛江的故事。

目前该村的村道已全部水泥硬底化，
路灯绿化全跟上，在政府的支持下，政府
和村民各出资一半实施多个项目，全村投
资150万元建网格化水泥路，投入50万
元建成地下管道，投资60万元的两个污
水处理池也开始建设，村场开建两个公
厕。另外，还建成了文化楼，全村安装了
19个监控摄像头，全力打造平安、生态、
和美的文明村庄。

招国锐说，新建设的绿美古树乡村，村
落规划建设以古树资源和乡村文化为基
础，集古树资源保护和观光、乡村体验、科
普宣教和绿色家园为一体的宜居、宜游、宜
业的生态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关宣）近
日，湛江海关所属霞海海关对湛江片区保
税仓库经营企业开展“体检式”专项核查，
引导企业规范管理，合法经营，目前共有6
家保税仓库经营企业通过严格“体检”。

据了解，海关保税核查是指海关依
法对监管期限内的保税加工货物、保税
物流货物进行验核查证，监督保税加工
企业、保税物流企业和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保税监管场所内保税业务经营行为
真实、合法。

据霞海海关核查科负责人介绍，“体检
式”核查就是依照标准化作业表所列项目
对企业进行精准核查；建立“联合问诊机
制”，联合业务专家，稽查、核查业务骨干进
行编组、共同下厂，实现“多查合一”，减少
企业运营成本；“开好处方”，梳理企业近两
年来的保税业务，分析企业管理所存在的
高风险点，并结合海关执法要求提出改进
建议，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水平。

“定期‘体检’服务能帮助我们企业‘治
好未病’，尽早查处‘病灶’，防患于未然，保
障了我们企业外贸业务的正常运转。”中国
船舶燃料湛江有限公司保税仓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统计，今年1—4月，湛江片区保税
仓库经营企业发展态势良好，进出口货物
数量约296.6万吨，同比增长26.48％；进
出口货物价值约人民币56亿元，同比增长
62.58％。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湛江海关“体检式”核查

礼赞新中国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湛江奋进新湛江

党报记者进百家

见证湛江教育事业发展

本报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许晶盈

本土民企有爱心 特殊员工真暖心
昌大昌商场多年来招工“照顾”残疾人，轻松工种优先安排

全力建设
绿美古树乡村

徐闻冬松岛有了
第一间儿童图书馆

市机关二幼为海岛留守儿童献爱心

5月24日，全海文夫妻正在做面包。本报记者 刘冀城 摄

进行时进行时

记者走田头
火热湛江

我市老教育工作者苏孔大——

坡头区龙头镇下水埠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