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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村硬底化道路修好了，我们以后
出行就方便了，非常感谢政府和镇村干部
们的鼎力支持！”9月2日，吴川市覃巴镇
对面坡行政村方田村通村路正式修通，村
民们奔走相告，共同庆祝这历史性时刻。

村民口口声声感谢的村干部，吴川市
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对面坡村党总支副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永光就是其中一位。近
年来，他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沙糖桔产业，
带动村民走上脱贫致富路；积极调解矛盾
纠纷，成功打通吴川最后一条硬底化通村
路；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倾听群众的
呼声，为民排忧解难，办成多件实事好事，
赢得广大群众的口碑。

勇于创新发展沙糖桔产业

王永光是对面坡行政村老瑶山村人，
在回乡当村干部之前，他是一支工程队的
负责人，常年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在外打
拼。多年来，他热心公益，积极支持家乡
各项建设，在村中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2011年，对面坡村党支部原书记王康
年找到王永光，希望他能够返乡当村民脱
贫致富的“领头雁”。当时，王永光非常纠
结：现在事业正蒸蒸日上，如果回乡当村
干部，几十年的心血可能就白费了。再
说，农村情况复杂，“新官上任”压力肯定
不小。但是，家乡的发展也是一件大事
啊。面临两难的选择，爱乡之情最终占据
上风，他毅然做出了回乡的决定。

2012年，王永光回到对面坡村，当选
为村委会主任及吴川市人大代表。当时，
该村村民以种植水稻为主，有小部分村民
种植沙糖桔、木瓜、香蕉、辣椒等经济作
物，但农业水平总体较低。他看到堂哥引
种的沙糖桔口感不错，经济效益又好，于
是萌发了发展沙糖桔产业，助力村民脱贫
致富的念头。

为了培育更好的品种，王永光专门请
来农业专家，研究沙糖桔品种改良等问
题。经过试验，改良后的沙糖桔外皮红
黄、汁多肉饱、味道清甜，颇受客户的欢
迎。他还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当时沙糖桔
收购价是6元一斤，亩产量达1万斤，除去
成本，一亩地纯收入达4万元左右，效益非
常可观。

在他看来，“独乐不如众乐，独富不如
众富”，带着乡亲们一起让荷包鼓起来才
是真正的人生乐事，也是人大代表的职责
所在。为了带动村民种植沙糖桔致富，他
自己先承包了300多亩土地种植，还成立
了吴川市沙糖桔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5
条村10多户群众参与进来，目前种植面积
已达1200多亩。

记者采访当天，走进沙糖桔专业合作
社时，一眼望去是一片片绵延的绿色，一
棵棵桔树上结了很多尚未成熟的绿色果

实，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桔子清香。据介
绍，对面坡村千亩沙糖桔基地今年开始挂
果，预计明年将迎来果树丰产期。为了叫
响吴川沙糖桔品牌，王永光还申请注册了

“金瑶山沙糖桔”商标，下一步计划整合该
村生态及绿色农产品资源，依托吴川鼎龙
湾旅游观光带的优势，打造沙糖桔采摘
园、农耕体验、乡村旅游等旅游品牌，推动
乡村振兴，带动更多村民增产增收。

敢于担当啃下“硬骨头”

对面坡村位于吴川市区东7公里处，
东北面与茂名市小良镇毗邻，辖15条自然
村，其中方田村多年来一直没修通硬底化
通村路，成为吴川最后一条未通硬底化道
路的村庄。

据了解，十多年前，方田村人想修一
条进村路，但该路要经过下榨油村。由于
一些原因，下榨油村村民极力反对，修路
的计划被迫搁浅。这样一来，方田村村民
只能依靠一条坎坷不平的小山路进出村
庄，到镇区需要多绕3倍的路，日常生活诸
多不便，特别是村民种植的果菜也不能及
时运往城镇销售。

为了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推
动美丽新农村建设，王永光下定决心，要
努力解决两条自然村行路难的问题。王
永光与镇领导、村委干部们共同配合，挨
家挨户去了解实情，在思想上对村民进行
引导，在发展思路上对村民进行开导。历
时3个月的“软磨硬泡”，两村最终达成一
致，方田村通村硬底化道路于今年5月份

开工建设，并于9月2日建成通车，王永光
心里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了。

“通路通了人气、通了信息、通了财
运，尤为可贵的是老百姓的思想疙瘩也通
了。”王永光感慨道，路修通了，两村村民
也抛开之前的不愉快，和睦相处，对未来
的致富奔康之路更是信心满满。

在着力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同
时，王永光还十分注重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开展“三清理、
三拆除、三整治”活动，使村容村貌发生了
很大的改善，更可喜的是村民随手丢垃圾
的陋习也逐渐得到改变。

近日，王永光利用政府扶持沙糖桔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从中捐出10万
元用于村庄的公益事业，在1000米长的
村路上安装了50多盏路灯，让对面坡村、
四坑村和老瑶山村三条自然村的村路即
使在晚上也亮如白昼，赢得村民的交口
称赞。

目前，王永光已成为村里的“种植大
户“，是村里名副其实的“领头雁”。当谈
及乡村领头雁和工程队领头雁的区别
时，王永光坦言，村干部的工作并不轻
松，反而比工程队多了不少烦心事，但能
够为广大父老乡亲谋福利，即使再苦再
累也值。

代表履职为民排忧解难

作为吴川市人大代表，王永光经常深
入村庄调研，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真诚倾
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切实践

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
誓言，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多年来，覃巴旧公路至新325国道的
道路破烂不堪，车辆不能通行，严重影响
数万群众出入，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王永光为了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牵头
撰写“关于恢复修建覃巴旧公路站至325
国道出口公路”的议案，得到政府的支持，
现在该路段已完成修复并正式通车。此
外，他还积极参与“回收覃巴镇政府所在
处土地”、“建设覃巴镇高岭村排灌站”、

“覃巴镇覃吉线至吉兆加油站路段安装路
灯”等议案，积极为当地乡村经济发展和
美丽乡村建设鼓与呼。

记者采访时还了解到，数十年来王永
光一直热心公益、乐善好施，每年坚持慰问
村里的贫困家庭，在村中有口皆碑。近年，
他还结对帮扶了该村一贫困家庭的男孩，
今年该男孩已高中毕业考上大专院校。

“那个家庭比较特别，之前一家6口，4
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男孩父亲去年去
世了，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健康的孩子。”王
永光认为，扶贫先扶志，只有那个男孩自
己真正强大了，才能改变整个家庭的命
运。为了让男孩专心读书，他一直资助该
男孩的学费、生活费等，还经常去男孩家
庭走访，积极为这个“穷亲戚”排忧解难。

返乡7年，王永光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他一直相
信一句话：一双搀扶的手、一颗扶弱的心，
就能让弱者有前行的力量，让贫者有振作
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林石湛 通讯员杨子
江）9月4日，赤坎区少先队员“献礼新
中国70华诞 争当新时代好少年”主题
活动在市二十一小举行，活动由团赤
坎区委、赤坎区教育局、少先队赤坎区

工委等单位联合举办。活动中，少先
队员们重温了入队誓词，踊跃参与趣
味游戏互动、献诗、献歌等项目，用实
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对家乡的
无限热爱之情。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纪宣）记
者从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湛江”获
悉，雷州市食品总公司副总经理张海儿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雷州市纪委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近日，交警
坡头大队查获一辆上级公安机关推送的重
点交通违法目标车辆，该车涉嫌35次交通
违法未处理且超期未检，及时从源头上消
除道路安全隐患。

当日上午，交警坡头大队接到省公安
厅交管局的通报 ：有一辆车牌为粤
Y8×××F的棕色小轿车涉嫌多次违法
未处理，正从海湾大桥驶向收费站。获悉
情况后，坡头交警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整
治组前往海湾大桥收费站蹲点守候，随后
该车在大桥收费站交费时，被现场交警当
场查获。

经核查，该车6月17日已因多次违章
未处理被佛山大队大沥中队扣留行驶证，
被查获时该车仍有高达35次违法记录且
超期未检，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目前，该车
已被依法暂扣。

本报讯（记者欧丹丹 通讯员宋堪
存）9月3日下午，徐闻县禁毒委员会办
公室、湛江市同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
县第二中学举办新学期禁毒第一课教育
主题教育活动。

这次教育活动以组织学生观看禁毒
展板、观看仿真毒品模型、观看禁毒宣传

片、进行禁毒宣誓等几个环节进行。通
过禁毒教育课系列活动，使广大学生认
清毒品的危害，提高全校师生识毒、防
毒、拒毒、禁毒的能力和意识，确保“学生
不涉毒、校园无毒品”，营造良好的校园
禁毒氛围，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
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

9月4日，霞山区禁毒办、霞山区教
育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来到市八中开
展2019年秋季新学期禁毒宣教进校园
活动（如图）。自开学以来，相关单位的

工作人员已在辖区内的多所中小学校
开展了系列宣教活动。

本报记者 林石湛 通讯员 赖钧
凤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陈海萍）
9月4日，赤坎区南桥街道文保村法治文化
广场落成投入使用。该广场是由市委政法
委、市法学会筹资精心打造的基层法治文
化建设的一个示范点。市委政法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文保村法治文化广场是我市大
力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是基层
农村普及法律知识的重要阵地，法治文化
广场的建成使用，标志着文保村法治文化
硬件建设实现了提档升级。

据了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保村
的基层党建和法治建设工作，为了更好地
提升广大村民法治文化素养，切实增强全
民学法用法意识，深入推进依法治村进
程，全面建设法治文保、平安文保，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林惜文挂点治理，多次
到文保村调研，召开班子会议，专题研究
文保村党建和法治建设工作，并决定由市
委政法委牵头，市法学会具体承办，组织
赤坎区委政法委、区直和南桥街道等单
位，共同在文保村组织开展基层党建和法
治建设工作。主要开展了五项活动：一是
加强文保村党建工作。二是规划建设法
治文化广场。三是规划建设村法律服务
工作站。四是组织编印《平安建设及法律
知识读本》。五是组织开展法治专题教育
活动。

目前，建设法治文化广场、村法律服务
工作站和组织编印《平安建设及法律知识
读本》三项工作已圆满完成。加强文保村
党建工作和组织开展法治专题教育活动正
在进行之中。

本报讯 （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周靖
典）9月2日，尽管雨下个不停，但雷州市
一场民间组织的足球赛事仍然于雨中摸
爬打滚地举行。当天，雷州仔把足球踢成
了“水球”。

这场足球邀请赛，主题为“扫黑除
恶、净化环境、共建平安”“健康人生、绿
色无毒”，两支球队分别为雷州市足球协
会队，唐家镇政府和乡亲联谊会组成的
联队。两队球员对垒，旨在利用外出乡
贤回家助力家乡建设和奖教助学之机，
相互切磋球艺提高水平，助推该市足球
运动发展。

当天的民间足球赛事，选择在雷州市
唐家中学传统足球场举行。虽然比赛从开
始到结束，大雨一直“哗哗”不停，现场除了
双方队员喝彩助威外没有其他的观众，但
这些客观因素丝毫没有影响雷州足球仔对
足球运动的热情。双方的球员在泥土足球
场上勇猛奔跑、努力拼抢……期间不少球
员跌倒了，爬起来，沾满一身污泥也毫不在
乎。双方你来我往，攻防有序，大秀球技，
把足球踢成了“水球”。最终雷州市足球协
会队获胜。

据了解，长期以来，雷州市足球运动
蓬勃发展。目前在该市足球协会登记注
册的俱乐部已经有36个，各个俱乐部的
足球队参加省市有关比赛屡获殊荣。注
册拥有E级以上岗位培训证书的足球教
练员20多人，运动员700多人，注册持证
女足裁判3人、男足裁判30多人。由于
群众基础好，每年该市各项足球运动开展
得有声有色，群众自发性组织足球友谊赛
活动也十分火热。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陈小
漫）9月3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利用“中国
移动微法院”系统，协助广州知识产权法
院成功受理了刘某诉国药集团某公司、广
东某公司发明专利侵权案件。这是湛江
首例成功引导当事人跨域立案的案件。

当天上午11时30分，律师陈成来到

了湛江中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立案材
料。收到立案材料后，立案法官经审查发
现，此次陈成代理的案件系发明专利侵权
案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由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专属管辖。在征得陈成同意后，立
案法官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系统的“跨
域立案”平台页面，作为协作法院进行立

案申请，逐项输入案件的相关信息材料。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工作人员在收到立案
申请后，及时进行立案审查并完成案件受
理程序。下午，湛江中院就接收到案件受
理信息。立案法官随即打印案件受理文
书并送达原告。湛江中院将立案材料及
送达回证打包后，通过机要方式移送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
如果按照以往的诉讼程序，需通过邮

寄立案或者赶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立案，
时间长、成本高。“跨域立案为当事人提供
了很大的便利，实现了异地打官司也可在

‘家门口’轻松立案，大大降低了打官司的
人力和时间成本。”陈成表示。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为清查校
车交通安全隐患，迎接秋季开学日，交警开
发区大队继前期走访校园面谈安全责任人

后，9月2日，联合区安监办开展突击检査
校车行动，当天检査校车5辆，清除交通安
全隐患4起，有效保障了校车安全出行。

方田村通公路了！吴川覃巴镇对面坡村的王永光很是欣慰。 本报记者 李忠 摄

异地打官司也可在“家门口”立案
湛江首次实现跨域立案

乐当乡村振兴“领头雁”
吴川市人大代表王永光：

礼赞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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